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技術學院101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有庠科技大樓 10416 小型研討室
參、主席：許教務長書務

紀錄：楊季青

肆、出席人員：張浚林、陳保川、李建南、謝昇達、彭剛毅、周啟雄、馮君平、白宗仁、
廖又生、李德松、陳鵬文、林致祥、魏慶國、王冠今、黃寬裕、陳保生、
許佩玲(請假)、郭有順、郭哲愷、陳冠廷、許溶軒(請假)
列席人員：賴清美(代)、黃芬芬、賴應任(代)、楊季青(代)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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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條「校安中心」更正為「軍訓室校安中心」，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後公告實施。
二、案由：申請更正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討論案。（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體育
室、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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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由：畢業生學業優秀名單產生方式，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畢業成績計算方式不變，同意四技以七學期、二技三學期、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五學期計算「學業優秀成績」。
執行情形：自 101 學年度起實施。
四、案由：本校葉易昇等四名復學生申請轉系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四位同學已分別至申請系組就讀。
五、案由：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就學辦法」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
一、第十二條第四項併入第一項：「外國學生經入學或轉學本校，因操行、學業成績
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或轉學就讀
本校，如違反此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入學資格。
外國學生轉學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22 日台文(二)字第 1010200327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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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由：「亞東技術學院全英語授課施行細則」追認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
一、第二條修正為：「本細則由各學群主導所屬各系開設專業課程以英語教學方式
開授，以群系每年合開六門，排在大一~大三選修為宜」。
二、第三條修正為：「一般英文課程，以英語為母語或授課語言之教師，以及課程
名稱中冠有”英文”二字不適用本細則」。
三、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後公告實施。
七、案由：修訂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籌管理碩士班學生專業技術暨英語文能力實施
細則」第五條討論案。（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決議：本案擱置。
執行情形：經學群會議討論後，再提第二次教務會議審議。
八、案由：訂定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籌管理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討論案。（提
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決議：本案擱置。
執行情形：經學群會議討論後，再提第二次教務會議審議。
九、案由：修訂本校「學生通識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本條適用於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考試費用之預算將另請示校長後而定。
執行情形：修訂後細則補助方式適用於 102 學年度(含)後入學新生，原舊生仍適用修
訂前細則補助方式。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 1,437 人 學籍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陳校長核定；轉學生
66 人，學籍於 101 年 10 月 3 日陳校長核定。
二、100 學年度計有碩士班 32 人、四技 1,045 人、二技 144 人、雙軌訓練旗 艦 計 畫 專
班二專 2 人，共計 1,223 人符合畢業資格，授予學位名冊於 101 年 10 月 23 日陳
校長核定。
三、100 學年度計有碩士班 3 人、四技 284 人、二技 26 人、二專 1 人，共計 314 人辦
理退學，退學名冊於 101 年 10 月 30 日陳校長核定。
四、本學期期中評量於 101 年 12 月 3 日截止登錄，12 月 6 日郵寄期中評量通知計 5,312
件。
五、完成基本資料庫及教育部定期統計報表填報作業。
六、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各系轉系標準如下表，若欲修訂請於 12 月 14 日前送教務處
註冊組，俾作為後續作業之執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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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別

轉系(組)條件

系(組)別

材料與纖維系/(材應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工商業設計系
分、面試
組)
機械工程系

面試

通訊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面試

醫務管理系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工業管理系

學業 70 分、操行 80
資訊管理系
分、面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分、面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護理系
分、面試

轉系(組)條件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分、筆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分、面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分、面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分、面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分、面試
學業 70 分、操行 80
分、面試

七、辦理 102 學年碩士班甄試及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生招生相關作業。
八、本學期成績送交日期為 102 年 1 月 28 日止，敬請各系轉知所屬教師依時限於個
人 Portal 登錄學期成績。
主席指示：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進修部有提供名額之系仍招收轉系(組)學生，如各系有
修正轉系標準，請於 12 月 14 日前送教務處註冊組修正。
課務組：
一、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科目表已全數收齊，感謝協助。另請醫管、護理、通訊
及材纖系儘速繳交課表，以利後續選課作業之進行（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預
選預計 102 年 1 月 3 日進行）。
二、101 學年度技職教育再造方案─「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目前上學期已執
行完成的系所為工管系，其餘系所若已執行完成 6 週者，煩請於 12/21(五)前依
本校會計室結算申報公告處理，特此敦請各系主任費心共同督導，以彰顯成效。
三、教育部函知有關 101 學年度寒假假期安排，建議全國開學日期統一為 102 年 2 月
18 日，本校行事曆業於 100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101.6.6)通過開學日期為 102
年 2 月 25 日，若配合教育部修正，則全部時程將大幅變動，造成師生困擾，因此
擬維持原日期。
綜合業務組：
ㄧ、101 學年度新生入學問卷結果統計，請參閱附件一(p.13~p.16)。
二、101 學年度對高職(中)招生宣傳規劃如下：
日期
101/10/17 (三)
101/10/20 (六)
101/11/10 (六)
101/11/15 (四)
101/11/19 (一)
101/11/21 (三)
101/12/05 (三)
101/12/07 (五)
101/12/12 (三)

時間
10:00~12:00
10:30~13:30
09:00~14:00
20:00~20:30
12:10~13:00
08:20~14:20
14:20~14:50
09:20~15:10
09:00~15:00

學校
成功工商
華僑中學
新生護專
應用科技碩士班
運籌與行銷管理碩士班
新興高中
三重商工
泰北高中
智光商工
-3-

活動方式
升學博覽會
升學博覽會
升學博覽會
入學說明會
入學說明會
升學博覽會
集合式宣導－機械群
升學博覽會
升學博覽會

日期
101/12/19 (三)
101/12/20 (四)
101/12/21 (五)
101/12/21 (五)
101/12/26 (三)
102/01/04 (五)

時間
14:20~14:50
09:00~15:00
09:10~16:00
10:00~15:30
11:30~13:30
15:10~16:00

學校
三重商工
樹人家商
大安高工
松山家商
海山高工
智光商工

活動方式
集合式宣導－醫管系
升學博覽會
升學博覽會
升學博覽會
行政主管拜訪
甄選入學講座

三、境外招生宣傳：
(一)外籍生：藉由 ESIT 及臺越高等教育交流中心等網路平台，登入本校各系招收
名額、獎學金及宿舍等資訊，以利外籍生搜尋或提問。另外亦配合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及深耕東南亞留台辦公室等單位製作簡介發送於各
地據點。
(二)僑生：主要以參與台灣教育展為主，已分別於 7 月 27-31 日及 11 月 17-21 日
參與馬來西亞與香港教育展，並於回國後以電子郵件發送本校宣傳文宣及重
要日程提醒。另外亦配合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及僑務委員會等
單位製作簡介發送於各地據點。
(三)陸生招生宣傳主要以參與教育展為主，預計於明年六月舉辦。
四、教育部補助技職院校建立策略聯盟計畫：
(一)國中 7 年級宣導：已辦理完成學生場、家長場。明年度尚有學生及家長各 4
場。
國中學校
土城國中
尖山國中
明德國中
育林國中

場次
學生場
家長場
學生場
家長場
學生場
家長場
學生場

日期
102/03/06 (三)
102/03/08 (五)
102/03/15 (五)
102/03/08 (五)

家長場

102/06

時間
10:00~11:00
19:00~20:00
13:05~14:05
19:30~20:30

於下學期辦理
102/06

時間未定

(二)國中 8 年級體驗學習課程：護理體驗營活動 1 場、看看電子系在做啥 1 場、
通信線路國中生體驗營 1 場，共計 3 場皆於 11/28(三)全數辦理完畢。
(三)高中職專題製作：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丙級技術士培訓班，已於 10/25-11/29
辦理完畢。
五、教育局主導「國中教師技職教育宣導研習」共計 5 場，已完成 3 場，尚有 2 場分
別於 12/11(二)、12/18(二)下午 13:00-17:00 辦理，預計參訪電通學群、設計系、醫
管系、材纖系及護理系。
六、亞東學報第 32 期進度：已收到投稿 33 篇。已全數寄出給評審委員，評審委員尚
有 1 件尚未審查完畢。預計 12/28 出刊。
主席指示：相關招生宣傳工作事項可於招生委員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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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促進中心：
一、102-105 教學卓越計畫申請，經過多次的申請會議招開，已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
完成申請計畫書，送交至教育部(台灣科技大學代收)，教育部於 11 月 24 日告知
本次的初審結果。教學卓越管理處彙整各單位初審回覆意見與相關補充資料，於
12 月 4 日，由校長領隊，協同教務長、學務長、教學促進中心主任與閆嬰紅老師
(前任卓越執行長)至台灣科技大學(教育部指定)做計畫簡報，並於簡報後，當場
回覆各委員之各項建議。(教學卓越計畫管理處)
二、101 年 11 月 14 日舉辦 1011 期中全校教師教學研討會，邀請朝陽科技大學林基源
副教務長分享教學品保制度相關經驗，活動已圓滿結束。
三、1011 學期教材上網率，已於 101 年 11 月 19 日統計完畢，全校教材上網率為
99.44%，感謝各系主任與老師的協助與幫忙。另也於 101 年 10 月協請電子計算機
中心，完成亞東個人 Portal 教師教材上網之提醒與查詢功能，提供老師查詢任教
課程之教材上網狀況。各系教材上網率如表格所示：
學群

單位

教材上網率

通識教育中心

100.00%

體育室

100.00%

工商業設計系

100.00%

材料與纖維系
(應用科技碩士班)

100.00%

機械工程系

100.00%

電子工程系

100.00%

電機工程系

100.00%

通訊工程系
(資通與通訊工程碩士班)

100.00%

工業管理系

100.0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運籌與行銷管理碩士班)

100.00%

資訊管理系

100.00%

醫務管理系

100.00%

護理系

91.53%
99.44%

共同學群

工程學群

電通學群

管理暨健康學群

全校統計

四、101 年 11 月 28 日舉辦關懷高中生身分座談會，本次與會之高中生身分同學，皆
為一年級學生，會中邀請兩位高中生身分之學長姐分享他們在亞東生活之經驗，
並協助學弟妹們解決相關問題。
五、1011 學期期中預警，已於 101 年 12 月 07 日將期中預警輔導表送交給各班導師。
輔導表預計於 12 月 26 日前回收完畢，再由教學促進中心針對預警學生需要協助
的項目，進行相關之輔導與規劃。
六、1011 補救教學與高中生身分專業課程補救教學，於 101 年 12 月 5 日完成審核，
總共通過 11 門課程，以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已通過補救教學之課程，於 12 月 6
日開始執行，並預計於期末考前一周完成所有補救課程(含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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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校學生基礎學科競賽，時間訂於 101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物理盃競賽，12 月 26
日舉行微積分盃競賽，已陸續進行學生報名與各項競賽作業，本次競賽，以三人
為一團隊為主體，由學長帶領學弟(一年級)的方式進行競賽。競賽作業進行期間，
邀請多位物理、微積分老師協助，並提供許多各項提升學生基礎學科學習之建議。
八、於北區教學資源中心業務方面，於 1011 學期，透過各項教學資源、業務執行方
式之交流，協助輔導醒吾科技大學、德霖技術學院兩所學校，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於醒吾科技大學舉辦「三校聯合成果展暨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輔導成果，
皆『通過』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台北科技大學)的成果訪視。本校 100-101
年度北區計畫，將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完成結案。(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捌、議案討論
議案一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學籍規則」部分條文，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組）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1 年 11 月 21 日法規工作小組審閱。
二、本校「學生學籍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p.17~p.33)。
決議：
一、第五十五條修訂為「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 30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
二、第六十四條中之第一款修訂為「…，且通過校訂學生基本能力畢業門檻者。」
三、餘照案通過。
議案二
案由：101 學年度行事曆畢業典禮補假日期，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10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 為本校畢業典禮活動，100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
(101.6.6)原決議為 102 年 4 月 5 日補假一天。
二、102 年兒童節及掃墓節同一日（4 月 4 日）且逢週四，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延後一日於 4 月 5 日放假，擬建議補假日期改
為 6 月 17 日(一)。
三、敬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行政會議討論。
議案三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請討論。（提案單
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共同科學群級群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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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p.34~p.37)。
決議：委由許書務教務長、通識中心黃寬裕主任、黃景暉老師、張浚林學群長及謝昇達主
任確認修正後通過。
議案四
案由：擬訂定「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作業要點」，請討論。（提案單
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明：
一，為加強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並輔導通過英語文畢業門檻，依據「亞東技術學
院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訂定「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英語文基本能
力畢業門檻作業要點」。
二、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作業要點(草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2 次共同科學群級群務會議通過，要點草案請參閱附件四(p.38)。
決議：委由許書務教務長、通識中心黃寬裕主任、黃景暉老師、張浚林學群長及謝昇達主
任確認修正後通過。
議案五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全英語授課施行細則」
，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本校「全英語授課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p.39、p.40)。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籌管理研究所學生專業技術暨英語文能
力實施細則」，請討論。（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1 年 9 月 21 日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及 101 年 10 月 8
日管理暨健康學群於群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籌管理研究所學生專業技術暨英語文能力實施細則」修
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p.41、p.42)。
決議：本案緩議。
議案七
案由：擬訂定「亞東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籌管理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辦法」，請討
論。
（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1 年 9 月 21 日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及 101 年 10 月 8 日管理暨健康學群
於群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籌管理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辦法(草案)」，請參閱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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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p.44)。
決議：第 1 條刪除「亞東技術學院」六字，餘照案通過。
議案八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校際選課辦法」，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本校「校際選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p.45、p.46)。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說明：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p.47、p.48)。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轉系(組)辦法」，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本校「學生轉系(組)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p.49、p.50)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一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組）
說明：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一(p.51~p.54)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二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課程訂定要點」，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本校「課程訂定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二(p.55、p.56)。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三
案由：擬訂定「亞東技術學院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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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原「亞東技術學院校內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廢止。
二、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草案)，請參閱附件十三(p.57)。
決議：
一、第四條修訂為「實習輔導老師鐘點費：
(二)其他實習課程：
1.不含在教師超支鐘點之內，比照專題研究，以不分教師職級，每指導一名學生
每學期核給壹仟元。但護理系及醫務管理系實習輔導鐘點費另訂實施細則，
並經三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 行。」
二、委員建議相關單位之校內外實習各項綜合性法規，可跨部會議再行討論。
三、餘照案通過。
議案十四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休學及延長休學年限辦法」，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組）
說明：本校「學生休學及延長休學年限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四(p.58、
p.59)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五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證使用暨申請補發要點」，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
說明：本校「學生證使用暨申請補發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五(p.60)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六
案由：擬修訂本校「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原本校「專業技術能力實施辦法」、「社會實踐基本能力實施辦法」「英語文基本能
力實施辦法」因重覆性太高，自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擬廢止不用。
二、自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由通識中心統一制定相關規範辦理，原各系「專業英語
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擬廢止不用。
三、本校「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六(p.61、p.62)。
決議：修改部份文字後照案通過。
議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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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訂本校各系「學生專業技術能力實施細則」，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說明：
一、本校各系「學生專業技術能力實施細則」，自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更改名稱為本
校各系「學生專業技術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
二、本校各系「學生專業技術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實施細則全
文，請參閱附件十七(p.63~p.78)，上述實施細則適用 101 學年度(含)後入學新生，
請討論。
三、醫管系實施細則於 100 年 1 月 10 日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並自 99 入學學生即
開始宣導實施，因此該版本適用 99(含)學年度以後入學者。
四、98-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凡未通過畢業門檻之補救措施者，皆依各系 101 學年度「學
生專業技術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八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註冊組）
說明：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八(p.79)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九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註冊暨註冊請假作業要點」，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組）
說明：本校「學生註冊暨註冊請假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九(p.80)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十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各種證明文件申請辦法」，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組）
說明：本校「各種證明文件申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十(p.81)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十一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學生專業技術能力實施細則」，請討論。（提案單
位：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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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1 年 10 月 5 日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及 101 年 10 月 8 日管理暨健康學群
於群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亞東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學生專業技術能力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十一(p.82~p.86)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十二
案由：擬修訂「亞東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
，請討論。
（提
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1 年 10 月 5 日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及 101 年 10 月 8 日管理暨健康學群
於群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亞東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二十二(p.87、p.88)。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十三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學評量實施辦法」，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本校「教學評量實施辦法」第十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依據教學評量之結果，其教學評 依據教學評量之結果，有效評量 增 加 文
量 之有效問卷成績 低於70分的 其教學評量低於 70 分的課程，由 字
課程，由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進 教務處通知教學單位主管，請教
行輔導，其相關輔導辦法另訂 學單位主管了解原因；並請教學
之。
單位主管將與教師、學生訪談之
結果，填寫『教學效能提昇諮詢
表 』， 彙 交 教 務 處 教 學 促 進 中
心，以便適時提供協助。教學促
進中心亦須依據教師的反映及
評量分析之結果，研擬相關配套
措施。
教學效能提升諮詢改進後，未有 期末教學評量之有效問卷平均 刪 除 文
效提升，經校教評會評定仍為不 成績低於 70 分，教學效能提升 字
佳者，得為教師升等、進修、延 諮詢改進後，未有效提升，經校
長服務、教學優良教師選拔或兼 教評會評定仍為不佳者，得為教
任教師續聘等之參考。
師升等、進修、延長服務、教學
優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師續聘
等之參考。
二、本校「教學評量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十三(p.89)，敬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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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二十四
案由：擬訂定本校「教學評量輔導辦法」，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促進中心）
說明：
一、依本校「教學評量實施辦法」，特訂定「教學評量輔導辦法」。
二、本校「教學評量輔導辦法」(草案)，請參閱附件二十四(p.90)。
三、敬請討論。
決議：
一、原第三條第三款修訂後併入第二條為「…。另於受輔期間，受輔教師可視實際情況，
提出必要的教學協助，例如：教學助理、優良教材參考、優良教師協助、教學觀摩、
教學知能研習等輔導措施。(受輔期間係指評量科目原授課學期之次一學期)」
二、第三條第一款修訂為「至少四小時」；第二款修訂為「…，受輔教師可參加教務處
安排進行『微型教學』、『課堂觀察』、『教學觀摩』等輔導措施，並可委託『教
學諮詢委員會』委員或『優良教師』一至三人組成教學輔導小組，協助受輔教師。」
三、刪除第七條；原第八、九條變更為第七、八條。
四、餘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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