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技術學院100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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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智莉、楊雪華、林暐峻、詹皇晨、張仁豪(缺席)
列席人員：林致祥、劉明香、閆嬰紅、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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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更正學生學期成績，更改紀錄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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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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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主席指示遵照委員意見不予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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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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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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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並於 101 學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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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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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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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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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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並陳校長核定後於 100 年 11 月 28 日公告實施。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 1,538 人、雙 軌 訓 練 旗 艦 計 畫 專 班 二 技 26 人 、轉學
生 62 人，學籍於 100 年 9 月 30 日陳校長核定。
二、99 學年度計有碩士班 17 人、四技 1,058 人、二技 233 人、產碩專班 8 人、雙軌
訓練旗 艦 計 畫 專班二技 13 人，雙軌訓練旗 艦 計 畫 專班二專 31 人、台德菁英專
班二專 3 人，共計 1,363 人符合畢業資格，授予學位名冊於 100 年 9 月 28 日陳校
長核定。
三、99 學年度計有碩士班 1 人、四技 232 人、二技 35 人、二專 4 人，共計 272 人辦
理退學，退學名冊於 100 年 9 月 29 日陳校長核定。
四、本學期期中評量於 100 年 11 月 21 日截止登錄，11 月 24 日郵寄期中評量結果通
知家長。
五、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22 日臺技(四)字第 1000210812 號函有關校內轉系人數名額使
用注意事項，並於 11 月下旬至基本資料庫填報，內容摘錄如下：
(一)各校遇有缺額時，對外可依轉學相關法規辦理轉學招生考試，校內並得自訂
日(夜)間學制系科互轉、由日間學制轉入夜間學制或由夜間學制轉入日間學制
之機制。
(二)日夜間學制之入學條件不同，其難易程度有別，惟部分學校未設夜間學制轉
入日間學制之門檻，以致夜間學制轉入日間學制人數擴增，日間學制畢業生
人數亦超過總量核定名額。為維護日、夜學制名額使用之正當性，請各校建
立公平之轉系科考核制度。
課務組：
一、開學已進入第 13 週，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表請各系於 12/5 前送至課務組建檔
上傳，預選日期暫訂於 12/22~12/26，再請各系協助選課等相關事宜。
二、100 學年度技職教育再造方案─「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第二季執行期間
為 10 月~12 月，請於執行期間核銷完畢，以利後續報部作業。
三、101 年教育部補助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呈閱後已於 11 月 29 日 mail 各系，敦請各
系若要申請，請於 12 月 27 日前備妥計畫書紙本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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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近來諸多老師反應教室的課桌椅不夠，因此前往巡視，結果發現絕大多數上課時，
前中半部的座位均空著，致後到的同學則會到隔壁教室搬課桌椅補在後面，於是
造成教室課桌椅過多或缺乏的亂象，故將敦請各位主任轉知各位老師上課時能籲
請同學往前坐，共同來杜絕此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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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鑑在即，因本次評鑑委員會到教室實際去聆聽老師的上課情形，因此，鑑請各
位主任轉知週一有排課的老師注意下列事情：
(一)上課前請老師輔導同學往前坐，以方便委員觀摩時有空位可坐。
(二)請利用評鑑前的時間加強對同學叮嚀，當天務必要準時上課且注意禮貌及共
同維護教室的整潔。
(三)籲請老師充分利用黑板並加強與同學的互動；若是利用 PPT 檔上課時，切勿
照著唸。
(四)若是全英文授課的課程請老師務必要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授課方式進
行。
(五)若是協同教學的課程，則務必請原授課老師在場，共同維護上課的品質。
綜合業務組：
ㄧ、100 學年度新生入學問卷結果統計，請參閱附件一(p.6~p.9)。
二、100 學年度對高職(中)招生宣傳規劃如下：
日期

時間

學校

100/10/15 (六)
100/10/20 (四)
100/11/03 (四)
100/11/07 (一)
100/11/16 (三)
100/11/17 (四)
100/11/29 (二)
100/11/30 (三)
100/12/01 (四)
100/12/02 (五)
100/12/06 (二)
100/12/07 (三)
100/12/07 (三)
100/12/14 (三)
100/12/15 (四)
100/12/30 (五)

10:00~13:00
16:30~17:30
16:30~17:30
12:00~13:00
11:00~14:00
13:00~15:30
09:00~15:00
09:00~12:00
08:30~12:00
13:00~15:00
13:00~15:00
08:50~14:40
13:00~15:00
09:00~15:00
09:30~15:30

活動方式

華僑高中
南山中學
南山中學
亞東技術學院
永平工商
中正國中

升學博覽會
升學輔導座談
升學輔導座談
研究所甄試入學說明會
升學博覽會
蒞校參訪

海山高工

100 學年度全國工科學生
技藝競賽暨參展

啟英高中
清水高中國中部
清水高中國中部
新興中學
海山高中國中部
樹人家商
及人中學

升學博覽會
蒞校參訪
蒞校參訪
升學博覽會
蒞校參訪
升學博覽會
升學博覽會

三、亞東學報第 31 期進度：已收到投稿 30 篇。已寄出 60 件給評審委員，評審委員
已回寄 54 件。預計 12/30 出刊。
教學促進中心：
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學習期中預警資料已發至各班導師，預計於 12 月 23
日前，輔導並將資料回收完畢。另補救教學開課名單如下：
項
次
1
2
3
4
5

課程名稱
電路學
數位邏輯設計
通訊系統
數位邏輯設計
電腦輔助繪圖

授課教師

辦理單位

辦理日期

李建海
朱玉鳳
陳益華
謝昇達
陳佳萬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通訊工程系
通訊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

100/11/29-100/12/20
100/11/25-100/12/23
100/11/ -100/12/
100/11/25-100/12/16
100/11/3-1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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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開課
時數 年級
12
二
12
一
12
三
12
一
12
二

6 資料結構
7 大一英文

陳東栢
羅玉冰

資訊管理系
通識教育中心

100/12/7-100/12/14
100/11/22-100/12/13

4
8

二
一

二、於 12 月份開辦學生學習工作坊二場，歡迎全校學生踴躍參與。活動場次如下：
12/07(三) 15：00~17：00
OFFICE 系列之 PowerPoint 教育訓練-朱玉鳳老師
12/14(三) 15：00~17：00
OFFICE 系列之 Word 教育訓練-葉乙璇老師
三、於 12 月份開辦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一場，歡迎全校老師踴躍參與。活動場次如
下：
12/2(五)14：00~16：00
全英語工作坊，歡迎全校老師踴躍參與。
四、有庠大樓 4、5 樓數位教室，已經提供給 1002 學期安排課程使用，如有需要，可
向各群助理協調使用。數位教室安排如下：
10502------IRS 教室 A（90 人）-請向『電通學群』陳詩雯助理協調使用。
10503------IRS 教室 B（90 人）-請向『工程學群』江玉森助理協調使用。
10513------數位教室 C（72 人）-請向『管理暨健康學群』李彩鳳助理協調使用。
10417------數位教室 D（72 人）-請向『管理暨健康學群』李彩鳳助理協調使用。
10501、10401------數位教室 A、B（120 人）-請向『教學促進中心』賴應任助理
協調使用。(90 人以上為優先)
捌、議案討論
議案一
案由：學生歷年成績單取消「部別」，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領袖高峰會之與學務長有約」進修部學生建議，學校歷年成績單不要強調「進修
部」字樣，以利學生獲得較優之就業競爭機會。
二、敬請討論。
決議：學生歷年成績單不予取消部別。
議案二
案由：修訂本校「選拔教學優良教師實施要點」第二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說明：
一、本校選拔教學優良教師實施要點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候選資格：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 二、候選資格：應具有下列基本條
1.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講座
件
教師除外）
，在本校連續任教
1.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講
滿二年以上者。
座教師除外）
，在本校連續任
2.當年度上、下學期均符合教師
教滿二年以上者。
教學評核的基本要求。
2.當年度上、下學期均符合教
3.當年度上、下學期教學評量之
師教學評核的基本要求。
平均，需為該教學單位排名由
高至低前三分之一。

二、敬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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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維持原案，不予修訂。
議案三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轉系(組)辦法」，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本校「學生轉系(組)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p.10)
二、敬請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議案四
案由：為因應進修部轉學生、轉系生、重修生、停招系及最後一屆系之學生修課等權宜討
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因應本校部別、系所調整以及大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學生修課等問題，進而造成系所
之困擾。
二、為其解決上述問題，將針對進修部轉學生、轉系生、重修生、停招系及最後一屆系
之學生有關修課等事宜，進行放寬修訂跨系校 9 學分之限制(即不受 9 學分之限制)。
三、為顧及本校之權益，上述學生必須每學期至少在本校修課不得低於 9 學分，另校內
及校外之修課至多不得超過 20 學分。
四、另針對上述之學生，各系得採放寬課程承認與抵免之權宜之計，以求順利解決上述
原因所衍生之問題。
五、若為大五以上之學生則不受此規範。
六、敬請討論。
決議：旨揭之學生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本校未開課時，可不受本校「校際選課辦法」二技
4 學分；四技 9 學分之限制。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辦法
規定辦理。
玖、臨時動議：
案由：採認校外實習學分討論案。（提案單位：通訊工程系）
說明：學生自行找校外實習單位，是否可行？若因故未完成實習時數，學分如何採計？請
討論。
決議：
一、學生若自行找校外實習單位，應提出申請，並應有指導教師，由學系審查，通過後
即可。
二、未完成校外實習時數，由系主動協助轉介其他實習單位，或返校修讀相關課程。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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