亞東技術學院100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貳、地點：元智大樓 911 會議室
參、主席：許教務長書務

紀錄：邱芬華

肆、出席人員：張浚林、陳宗柏、李建南、丁玉良、馮君平、陳瑞金、曾建榮、蘇木川、
廖又生、李德松、陳鵬文、袁國榮、魏慶國、王冠今、黃寬裕、陳保生
缺席人員：林智莉(請假)、楊雪華(請假)、林暐峻、張仁豪、詹皇晨
列席人員：王信雄、林致祥、劉明香、閆嬰紅、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
一、RFID 點名系統已啟用，希望各教學單位主管轉達老師使用，如有問題將於期中
教學研究會提出使用情況報告。
二、配合安排大四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各系可評估大四是否排必修課程。
三、希望各系所排課能在前一年完成，第 17 週選課前即可上線。校長將於評鑑後，
針對此項工作垂詢。
四、課程地圖請各教學單位縮減能力指數數量(原 100，改 60)，再經各教學單位、群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電算中心處理。
五、學報論文在電通、工程、管理等方面有很多地方可發表，鼓勵老師多投校外期刊。
陸、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案由：修訂本校「學生學籍規則」第 24 條，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一)提 100 年 6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100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1000112309 號函備查。
二、案由：100 學年度課程架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
一、「100 學年度課程架構」表，通識課程刪除「學群通識」；各系應找出實習方式，
並將實習表列於課程架構中。
二、請學群召集人與各系開會討論「學群專業必修」及「學群專業選修」學分數，結
果送課務彙整，一星期後再召開教務會議討論。
三、課務組製作調查表，送各系填報「系專業必修」及「系專業選修」之比例配當，
另各系必須選擇日前課務組所規劃之產業實習方式，並可考量抵免科目。
四、開課時數於會後調查，若無法滿足任課教師基本鐘點，亦一併提出討論。
執行情形：本校四技各系 100 學年度已調整為 128 學分數，建議 2 班 2 個專業模組，
並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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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100 學年度課程規劃納入專業模組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100 學年度學分數 132 調整至 128 後，建議 2 班 2 個專業模組，請各系再評估。
專業模組是否列為畢業條件由各系決定，並請課務組調查，一星期後提下次會
議再議。
執行情形：每系招生一班者，以一個專業模組，二班以上者，以二個模組，模組暫不
列入畢業條件，已公告實施。
四、案由：訂定本校「全英語授課施行細則」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第三條第三項修訂為「全英語課程選課以教學單位狀況、學生自行選課為原則」
。
執行情形：本案經 100 年 6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三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新生平均註冊率 97.41%，比去年增加 0.11%；進修部
新生平均註冊率 97.11%，比去年降低 0.59%。
二、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日間部 4,058 人(含復學生 25 人)、進修部 1,376 人(含復
學生 21 人)，共 5,434 人完成註冊程序，復學生名單已寄送各相關單位。
三、本學期未註冊學生，經催辦註冊後至 100 年 9 月 23 日止，尚有日間部 7 人、進
修部 19 人，共 26 人未辦理註冊，已寄發催辦休學通知。至 9 月 30 日止催辦休學
26 人中，尚有 7 人未到校辦理休學手續。
100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學生人數異動統計，請參閱附件一(p.8)。
四、本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計有四技機械工程系 2 人、電子工程系 1 人、工業管理系
1 人、醫務管理系 5 人、資訊管理系 3 人、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 人，共 13 人，請
各系及學務處給予協助及輔導。
五、100 學年度計有 28 位同學申請轉系組，經轉系組審查委員會議審議，18 人通過
轉系組，10 人未予通過。
六、本學期材料與纖維系 1 人申請至工商業設計系修讀輔系。
課務組：
一、開學已進入第五週，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加退選課及隨班重修已辦理完畢，感謝
各單位協助。第三週開始處理學生修課學分異常情形(超修、低修、衝堂)，目前
仍有三位同學低修尚未辦理加選課程。
二、為提高本校執行 100 學年度技職教育再造方案─「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的成果，已於 9/26(一)邀請參與本計畫之各系助理進行有關執行、報帳、資料呈
現、業師聘任等事宜的規範與意見交換，在此也敦請各系主任費心共同督導，以
彰顯成效。
三、針對本校產業實習有關暑(寒)假實習的模式已於 9/14 卓越主管會議通過以指導費
(1000 元/每人)或可選擇於下個學期折抵 0.2 小時鐘點的方式支付老師酬勞，其餘
有關學期或學年實習的模式仍以學分制的方式計算鐘點費。
四、101 年補助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計畫，呈閱後已於 10 月 3 日 mail 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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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請各系若要申請，請於 10 月 27 日下午三點前備妥計畫書紙本 1 式 1 份及電子
光碟片 10 份，送課務組洪嘉霞小姐彙整，以便備文及後續郵寄等事宜。
五、99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於 9 月 28 日經校外聘請 3 位委員審議，完成決選。
「校
教學特優獎」1 位，「校教學優良獎」5 位、「教學單位教學優良獎」10 位。前二
項得獎者將於校慶中頒發獎盃，其餘人員將製作獎狀發放。獎金也商請會計室匯
入得獎教師帳戶。
六、因日間部自然增班普通教室不夠使用，請 100 學度第 2 學期各系排課能平均分配
在一星期 5 天中，盡量不要集中於星期 2 至星期 4 排課。以後課務組安排教室會
先以該科選課人數多寡安排適當容量教室，剩餘教室才會依老師個別需求調整，
惠請各位主任轉達教室的使用原則，也請系上老師見諒！
綜合業務組：
ㄧ、亞東學報第 31 期已於 9 月 30 日截稿，本期投稿共收到自然科學類 13 篇，社會
科學類 16 篇，總計 29 篇，綜合業務組將於 10/6 召開第一次編輯暨編審委員聯席
會議後進行外審作業。
二、100 學年度與高中職校策略聯盟合作申請，共收到通訊系 3 件、電子系 1 件、工
管系 1 件、機械系 1 件及資管系 1 件，共計 7 件，將於近期召開審查會議。
教學促進中心：
一、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良 TA 名單如下：
系所

課程名稱

TA 姓名

電機工程系

單晶片實習

陳育正

工業管理系

工作研究

黃雅芳

材料與纖維系

纖維理化

陳信銘

工商業設計系

商品設計(二)

許毓芬

機械工程系

引擎系統

蔡秉辰

電子工程系

數位邏輯丙級能力認證

邱品慈

醫務管理系

社會科學文獻導讀

張瑋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專案管理

蔡昇鴻

通識教育中心

英文

許藍方

資通與通訊工程研究所

行動通訊之天線理論

羅郭祥

二、本學期學生助教(TA)培訓，共計四場。活動場次如下：
9/28(三) 基礎培訓-榮頌德講師
10/5(三) 基礎培訓-許佩玲講師
10/12(三) TA 專業培訓- 攝影技巧-白宗仁講師
10/19(三) TA 專業培訓-會聲會影 x2 -校外專業講師。
三、本學期數理盃競賽(個人賽)，將於 100 年 11 月底辦理，時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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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盃競賽：比賽時間 11/16(三)
微積分競賽：比賽時間 11/30(三)
四、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卓越課程典範名單如下：
產學創新課程
醫管系

問卷設計

簡如君

設計系

商品開發（二）

閆嬰紅

電子系

數位系統設計

陳麗玲

行銷系

創業管理

陳正道

設計系

商品設計（二）

蘇木川

資管系

專案管理

葉乙璇

行銷系

國貿實務

卓復政

機械系

自動變速箱

高泉源

課程自主規劃學習

參與閱讀能力提升課程

產業協同教學課程

五、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舉辦教師成長活動，歡迎老師踴躍參與，時程如下：
9/30(五)-10/1(六) 教師專業成長精進工作坊-蘭陽技術學院
10/6(四)-10/7(五) 優良教材教具暨教案展示-東南科技大學
10/27(四)-10/28(五) 優良教材教具暨教案展示暨經驗分享說明會-崇右技術學院
捌、議案討論
議案一
案由：申請更正 99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成績討論案。（提案單位：電子工程系、通識教育
中心、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說明：
一、電子工程系何志誠老師因學期成績登錄錯誤，申請更正學生盧澤維(K97020117)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微積分(一)」學期成績，原 0 分更正為 62 分，系務會議紀錄如附
件。
二、王信雄老師因將黃柏智(961020112)同學參加亞東探索講座次數統計錯誤，申請更正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亞東探索講座(一)」成績為 60 分(原 45 分)，通識教育中
心會議紀錄如附件。
三、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黃斐慧老師因誤登「通路管理」4 位同學學期成績，申請更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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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陳香如(981120150)學期成績為 35 分(原 32 分)、楊佳蓁(981120151)學期成績為 82
分(原 35 分)、鍾幸娟(981120153) 學期成績為 79 分(原 82 分)及江芃葳(981120154)
學期成績為 89 分(原 79 分)，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
議案二
案由：教學評量問卷增列性別平等、智慧財產權、環境安全與衛生等問項討論案。(提案單
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配合學務處、總務處及電算中心，擬將校版本、通識版本教學評量問卷加入教師上
課是否注重性別平等、環境安全衛生、智慧財產權等概念。請參閱附件二(p.9)及附
件三(p10)
二、請電算中心加在問卷學生自評項目後的其他項目中，由學生填答，但不計分。
三、敬請討論，通過後自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
決議：本案不符大部份科目之教學評量，故不予增列，由承辦單位自擬問卷。
議案三
案由：修訂本校「四技學生修讀工商業設計系為輔系之條件及審查標準」，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工商業設計系)
說明：
一、因課程異動，部分課程不再開課，或改為系選修課程及群必修課程，故刪除「設計
史」
、
「設計美學」
、
「設計心理學」
、
「基本設計(二)」
、
「二維電腦繪圖(一)」
、
「電腦輔
助設計」、「人因工學」、「材料加工與製程」及「創意與設計方法」；更改「基本設
計(一)」為 4 學分、
「設計素描」及「編輯設計」為 3 學分；增列「商品模型製作(一)」
、
「設計圖學」及「包裝設計」作為輔系應修之科目。
二、修訂後本校「四技學生修讀工商業設計系為輔系之條件及審查標準」參請閱附件四
(p.11)
決議： 照案通過。
議案四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六條、「校際選課辦法」第三條，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第六條
100 學 年
一、學生以本系所屬部別開課科目為 一、學生以本系所屬部別開課科目為 度 入 學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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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選課原則，若有下列情形擬跨系
選課原則，若有下列情形擬跨系 適用
選課，全學期以不超過當學期三
選課，全學期以不超過當學期三
分之一，惟以不超過7學分為限，
分之一，惟以不超過7學分為限，
跨系(所)選課學生應於開學後加
跨系(所)選課學生應於開學後加
退選期間上網辦理。
退選期間上網辦理。
二、凡跨學群專業選修，二技學生最 二、凡跨系專業選修，二技學生最多
多承認4學分列入畢業學分；四技
承認4學分列入畢業學分；四技學
學生最多承認6學分列入畢業學
生最多承認9學分列入畢業學分。
分。

二、本校校際選課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第三條
100 學 年
一、本校學生每學期選讀他校之課程 一、本校學生每學期選讀他校之課程 度 入 學 者
學分數，限佔該學期所修學分數
學分數，限佔該學期所修學分數 適用
總數三分之一(含)以內，惟以不
總數三分之一(含)以內，惟以不超
超過 7 學分為限。所承認之學
過 7 學分為限。所承認之學分，
分，凡二技學生最多承認 4 學分
凡二技學生最多承認 4 學分列入
列入畢業學分；四技學生最多承
畢業學分；四技學生最多承認 9
認 6 學分列入畢業學分。上述學
學分列入畢業學分。上述學分含
分含在本校跨學群修課學分數在
在本校跨系修課學分數在內，但
內，但至元智大學所修雙方認定
至元智大學所修雙方認定之學分
之學分不在此限，可全數列計為
不在此限，可全數列計為畢業學
畢業學分。
分。
二、其成績與在本校該學期所修學分 二、其成績與在本校該學期所修學分
合併計算，且仍受每學期限修學
合併計算，且仍受每學期限修學
分總數之限制。
分總數之限制。

三、敬請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刪除「校際選課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其」字，餘照案通過。
二、適用於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
議案五
案由：修訂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原「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因需求不符現況，故廢除。
二、現況須採三級三審，故擬定「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五(p.12、13)，敬請
討論。
決議：第三條第一項之「群長」修正為「召集人」；第四條第二項及第六條之「各學系(所)」
修正為「各教學單位」，餘照案通過。
議案六
案由：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力實施細則」，請審議。（提案單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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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處）
說明：
一、依業務實際執行現況，調整學生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力業務統籌單位。
二、為協助學生順利完成社會實踐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增訂補救措施實行內容。
三、本細則業經 100 年 9 月 9 日 100(1)學務主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本校「學生社會實
踐基本能力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如附件六(p.14~p.16)
決議：第十三條「大二學期」及「大三學期」修正為「大二下學期」及「大三下學期」；
第十四條第一項「…本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修正為「…本細則第十三條第一
項…」，餘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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