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技術學院96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6 年 9 月 12 日(週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教學大樓 2 樓會議室(210)
參、主席：許教務長書務

紀錄：邱芬華

肆、出席人員：陳瑞金、曾建榮、郭鴻熹、王清松、李德松、彭綱毅、王冠今、陳俊宏、
魏慶國、李紹綸、袁國榮、許佩玲、王丁林、梁永屏、張玉梅(請假)、蔡
一名、柯政伸(未出席)
列席人員：王信雄、賴金輪、黃寬裕、劉明香、黃敏亮、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略)
陸、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案由：進修部機械工程系學生王俊凱申請延長休學一年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通知王俊凱同學再續辦休學一年。
二、案由：歷年學生學期成績在新舊教務系統呈現方式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組）
決議：以往教師所評定之學期成績，有小數點部分一律四捨五入。
執行情形：依決議執行。
三、案由：符合畢業資格之學生在低年級修習「非必修課程」，畢業時是否應列入排名暨
成績計算方式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以方式二通過。
執行情形：自下學 96 學年度起，凡符合畢業資格之畢業生，即列畢業排名。
四、案由：本校 97 學年度調整系所及招生名額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依(一)平均扣減二技各班人數；(二)調整進修部二技人數；(三)調整日間部二技
人數，之優先順序，會請人事室、會計室、二技各系主任相關單位精算，請示
校長後，再調整招生人數。
執行情形：提 95 學年度第 23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96 年 7 月 23 日報部審核。
五、案由：訂定本校「教務會議設置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執行情形：提 95 學年度第 22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於 96 學年度實施。
六、案由：修訂本校「學生休學及延長休學年限辦法」第七條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於網路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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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由：擬修訂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四條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行情形：依決議執行。
八、案由：修訂本校「教材編纂與教具製作獎助作業」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學促進中
心)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行情形：依照通過之「教材編纂與教具製作獎助作業」，執行第三季數位教材。
九、案由：訂定本校「獎勵教學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行情形：依決議執行。
十、案由：為落實本校教學品保制度，提升教學品質，訂定「關懷教師教學輔導辦法」討
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促進中心）
決議：緩議，請課務組刪除減超鐘點等文字後，發電子郵件給各教師，提下次教務會
議再審議。
執行情形：參照人事室教師評鑑、考核制度及涵括「關懷教師教學輔導辦法(草案)」，
制定出較為完善的「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辦法(草案)」，並於本次教務會議
中提出討論。
十一、案由：訂定本校「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審查實施要點」討論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
育中心）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行情形：依「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審查實施要點」執行。
十二、案由：95 學年度第二學期「實用中文」學期成績更正案。（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
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更正范聖中同學「實用中文」學期成績。
十三、案由：96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與高職(含綜高)建立策略聯盟計畫討論案。
（提
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由課務組與各系協調辦理高職預修課程。
十四、案由(臨時動議)：材料與纖維系 96 學年度規劃「校外產業實習」選修課程 10 學分，
擬請彈性開放選課人數限制，提請討論案。（提案單位：材料與纖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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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材料與纖維系依計畫專案簽出，核可後實施。
執行情形：已依計畫專案簽核，於 96 學年度實施。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本校 96 年度新生註冊於 8 月 27 日辦理完竣，各系新生招生率暨註冊率統計表如
附件一。
二、新生學生證將於 9 月 17 日前發放，日間部在校生學生證及學雜費繳費四聯單於
開學一星期內由班代收齊，送交出納組核對後轉註冊組蓋註冊章；進修部在校生
於 9 月 20 日(含)前送註冊組辦理，逾期班級請送聯合服務中心轉交註冊組辦理。
請各系協助宣導。
三、本學期學分抵免會議訂於 9 月 18 日召開，請各系務必於9 月 12 日(星期三)前將
學分抵免申請表、可替代課程及系抵免會議紀錄送教務處註冊組彙整。
四、復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名單已寄各相關單位，請各系轉知導師進行輔導。
五、本學期期初成績預警名單將於 9 月 21 日前送交各系，屆時請各系協助轉交導師
輔導學生。
六、解析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升學疑問：
(一)依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授予學分之上課
時數必須符合大學法相關規定，所招收之學員，須具備報考大學系所之資格。
修習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達二年制專科學校畢業學分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
學力報考各校性質相近學系轉學生考試或二年制學系招生考試。
(二)依據「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專科推廣教育學分班之課程、授
課時數、成績考核及學分計算，應符合專科校相關法令之規定，所招收之學
員，須具備報考專科學校之資格。學分班學員修讀期滿經考試及格，由學校
發給學分證明，其經專科學校入學考試錄取，所修學分得依各校學則或相關
規定酌予抵免。
課務組：
一、教學研究會已順利落幕，感謝各單位協助，請各系將分組報告會議紀錄送交課務
組。
二、下列時程，請各系協助輔導學生選課：
（一）9 月 10-14 日為在校生辦理加退選暨隨班重修。
（二）9 月 17-18 日延修生註冊繳費。
三、新學期課表已完全定案，各系若有未排課之教室，將提供給有需求之單位使用，
故請各教學單位若上課教室有異動，請告知課務組以利更新系統資料，避免使用
衝堂並確保系統資料之正確。
四、期中考前一、兩週，課務組將協助授課教師對其授課班級實施期中教學反應問卷，
此問卷調查不予計分，僅提供教師作為教學改進之參考。
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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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5 學年度招生宣傳成果：
活動名稱

場次

升學博覽會

12 場

到班說明

8場

升學演講

7場

招生廣告

分析說明
升學博覽會是學生最直接取得學校資料的方式，雖然發送簡介
屬於隨機式招生，但是對於會至攤位詢問的有心同學，可以更
容易把握住其來本校就學意願。
到班說明的目標族群明確，比較容易針對學校近況、系上發
展、課程規劃等資訊深入說明。但是到班宣導對於老師的負擔
較大，有時需要跑很多班級，準備的資料也會比較多。因為現
在很多高中職校都會請大專校院做到班說明的活動，造成同學
對於這類的活動出現疲倦甚至排斥的現象，經常表現出不耐煩
或聊天、睡覺的反應，到班說明的內容需視學生反映調整。
95 學年的升學演講主要以「推薦甄試」的準備為主，幾個場次
的反應良好，學生及校方接受度高，屬於置入性行銷的招生宣
傳方式，也許沒辦法像到班說明能深入介紹學校，但比較容易
營造學校良好的形象。
台北捷運手冊內頁廣告。
Cheers 雜誌廣告：1 期跨頁廣告。
遠東人雜誌廣告：1 期封底廣告。
亞東醫院院訊廣告：3 期封底廣告。
公車車體廣告：10 面公車廣告。
報紙招生廣告：分類廣告、夾報、新聞稿
中天「生活百分百」節目宣傳短片。

二、96 學年度招生策略：
招生宣傳活動需要的人力、物力及時間都相當的多，但是面對少子化的大環境壓
力，各校對於招生活動都相當積極，本單位擔任聯絡窗口角色，專業部分敬請各
系主任能提供最大的資源，協助招生活動順利進行。
(一)升學博覽會：比照 95 學年度方式，原則上由各系助理及工讀生協助。
(二)到班宣傳：比照 95 學年度方式，原則上由各系主任及老師協助，敬請各系
老師大力配合。因為部分學校並不舉辦相關升學活動，請系上提供需要至特
定學校宣導名單，綜合業務組會盡力聯絡相關事宜。
(三)升學演講：原則上由各系主任及老師協助，擬分上、下學期辦理，上學期以
「大學之路」為主題，輔導學生了解大學生活及科系；下學期比照 95 學年
度方式以「推薦甄試」為主題。
(四)招生廣告：預計 11~12 月寄送本校簡介至全國高中職校，並配合報名及考試
時間作各項媒體廣告，提升學校形象與知名度。.
(五)鑑於二技學生來源不足之問題，將特別針對進修部加強招生宣傳廣告。
三、《亞東學報》第 28 期將於 96 年 10 月 1 日起開始徵稿，截止日期至 97 年 3 月 31
日止，歡迎踴躍投稿。亞東學報外審制度已實施一期，請各位投稿者務必附上推
薦外審名單，以利後續作業運作。
教學促進中心：
ㄧ、為使所有亞東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新進教師能對學校行政措施更為瞭解，促進中
心擬於 96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一點-四點假有庠科技大樓四樓 學生自學中
心-小型研討室，舉辦新進敎師教學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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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於 96 年 9 月 11 日於教育部一樓大廳舉辦「95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北
區技職校院聯合成果發表記者會」，共計北區 11 所技職院校參加，藉以宣揚本校
教學卓越成果。
三、教學促進中心於 96 年 9 月 17 日起提供夜間服務，開放教師休息室供教師課間休
憩使用。教師休息室開放時間：每週一~五 09：00~21：00。
四、e 化教室推廣使用：位於有庠科技大樓四、五樓，於 96 學年第 1 學期提供各學群
一間專用 e 化教室（工程學群-10417 教室、電通學群-10401 教室、醫護學群-10502
教室、管理學群-10503 教室，共四間），另提供教室 10501、10513，供給各式種
類之教學活動使用（包含元智大學管理學院）。
五、大圖輸出室：提供各單位、各系所、教師之相關教學海報印製，目前備有大型繪
圖機 1 台。
六、數位教材課程小組：舉辦相關數位軟體教育訓練（預計 3～5 場）
，協助培育專業
TA，提供相關數位製作軟硬體設備。現推動數位教材的第三梯次，分為改進教材
11 門課程、改善教具 15 門課程，執行期間自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相關經
費務必於 11 月 30 日前結報完成。
七、補助各系改進教學經費：教育部獎補助款提供各系作為改進教學之用，以提昇教
師專業能力。各系均四萬元的補助款(含通識中心及老人照顧系)，另資通所及促
進中心則為三萬元。請務必於 11 月 30 日前結報完成。
八、輔助教學軟、硬體設備：提供 DV 攝影機 5 台、數位相機 3 台、筆記型電腦 10
部、麥克風 12 支、麥克風喇叭組 2 組、e 化教室 6 間，並搭配相關需求軟體，協
助教師教學。並於有庠科技大樓五樓設有教師休息室、教師諮詢室、教材發展室，
提供教師教學時使用。
九、學生自學中心：提供四間討論小間供學生小組討論，另有ㄧ間 30 人的小型研討
室可供師生借用。此外，規劃了學生網路自學區，購置各項軟體教學系統(Office、
Visio、Flash、Dreamweaver、Photoshop、….等 11 套軟體教學系統)，除提供學生
自修之外，亦可提供教師教學輔助器材。
學生自學中心開放時間：每週一~五 10：00~21：00。
電子計算中心：
為因應本學期虛擬教室啟用，本中心預計於十月份辦理 2~3 梯次教育訓練，教育訓練
辦理完竣後，請教務處建議教師教學檔案自 96 學年度起合併製作，以利於下學期評
鑑結果之展現。
捌、議案討論
議案一
案由：95 學年度第二學期成績更正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電子工程系、體育室）
說明：
一、通識教育中心李秀麗老師因期末成績錯置，申請更正學生曾冠龍(951030129)「物
理」學期成績原 60 分更正為 30 分；學生胡有成(941030229)「物理」學期成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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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更正為 65 分，中心會議紀錄如附件。
二、通識教育中心黃秀媛老師因成績計算錯誤，申請更正學生林信恩(931021251)「英
文」成績，學期成績原 40 分更正為 60 分，通識教育中心會議紀錄如附件。
三、電子工程系黃榮浩老師因漏登學生張斯涵(k94040129)「電路學」期末成績，申請
學期成績原 44 分更正為 75 分，電子工程系會議紀錄如附件。
四、體育室任課教師鄧碧珍、鄧碧雲及黃振華老師因學生成績登錄錯誤，申請更正體育
學期成績柯政伸(941050138)為 80 分、黃麟智(941040121)為 72 分、盧冠廷
(951010103)為 70 分、王定緯(951010139)為 68 分、張庭芳(941070106)為 60 分、
王詩雯(951070106)為 86 分，體育室課程教學會議紀錄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
案由：進修部二技資訊管理系學生李韋民申請轉入工業管理系審議案。（提案單位：教
務處註冊組）
說明：
一、進修部二技資訊管理系學生李韋民於本學期申請復學，因資訊管理系二技已停
招，擬輔導轉入工業管理系。
二、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案由：四技電機工程系學生陳豫立及進修部二技工業管理系學生林妙臻申請延長休學一
年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明：
一、四技電機工程系學生陳豫立因病擬申請延長休學一年，檢附「國防醫學院三軍總
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如附件。
二、進修部二技工業管理系學生林妙臻因懷孕申請延長休學一年，檢附產檢紀錄如附
件。
三、依本校「學生休學及延長休學年限辦法」第四條：「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除服兵
役外，以一學期或一學年為原則，若休學累計二年期滿，因重病或代表國家參與
各項國際比賽或特殊事故等無法即時復學者，得檢附證明書提出申請，由教務會
議決議通過後，再予延長一學年。」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四
案由：本校 97 學年度招收新生數計畫表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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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 96 年 9 月 6 日台技(二)字第 0960134089B 號函核定本校 97 學年度研究所招
生名額 27 人，大學部招生名額 1485 人，共 1512 人。原申請外加老人照顧系日間
部 50 名，進修部在職專班 50 名，因本校學生數超過 5,000 人，故未予通過。
二、本校 97 學年度招收新生計畫表如附件二，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議案五
案由：申請 98 學年度增設「電能與控制研究所」討論案。（提案單位：電機工程系）
說明：
一、為填補國內現階段產業發展所需人力之缺口，有效支援國內科技產業投入研發創
新，提昇國內科技產業競爭力，及依據行政院之「擴大碩士級產業研發人才供給方
案」中目前國內科技產業研發人力供給不足主要有電資（含電子、電機、電控、電
信、資工、光電等）
、材料、物理及相關跨科領域。本校擬向教育部申請 98 學年度
新設「電能與控制研究所」，發展主軸為先進電能、嵌入控制及光機電控制。
二、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議案六
案由：調整本校 97 學年度各系招生類別暨人數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明：
一、行政會議校長裁示，請各系針對招生管道及提高註冊率進行討論並提出策略。
二、96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招生率為 81.88%，係本校創校以來首次出現招生危機。二技
生源銳減是首因，但如何在少數生源中取得考生之認同，端賴各系妥善規劃提出招
生方向及策略，送交綜合業務組彙整，並協助宣導吸引考生。
三、97 學年度各系招生類別暨人數請討論。
決議：請各系將 97 學年度招生策略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彙整，並提行政會議報告。
議案七
案由：本校獨立招生考試科目是否提供參考書目或歷年試題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組）
說明：本校研究所、轉學及二技在職專班等辦理獨立招生考試，有些意見反應希望能提供
參考書目或歷年試題，是否可行，提請討論。
決議：歷年試題於本校招生資訊網公告，參考書目請各系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彙整公告。
議案八
案由：修正本校「校際選課辦法」部分條文，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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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簡化作業流程，擬修正部份條文如下：
條文
第五條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本校選讀他校課程，須提
出申請並經系主任、教務
長（進修部）同意後，持
本校發給之同意書，逕向
他校辦理選課手續。

本校學生選讀他校課程，
須提出申請並經系主任同
意，再經教務處核准後，
持本校發給之同意書，逕
向他校辦理選課手續。

說 明

二、通過後，一併修正「校際選課申請單」。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九
案由：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了解學生學習狀況，特訂定『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辦法』，請
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
一、提供『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三。
二、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緩議，請課務組召集各學群負責人、通識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
再研議，於下次教務會議再審議。
議案十
案由：訂定本校「探索講座護照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學務處）。
說明：
一、本校「探索講座護照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四。
二、通過後，原通識教育中心訂定之本校「學習護照實施辦法」停止使用，以「探索講
座護照實施辦法」取代之。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議案十一
案由：本校工商業設計系日夜間部部分專業課程需兩位以上教師共同指導上課，討論案。
（提案單位：工商業設計系）
說明：
一、本系課程因課程特色及教學品質需求，部分日夜間部專業課程之上課方式須採一對
一檢討方式上課。然而，目前班級學生上課人數之數量過多，最低上課人數為 40
人，最高人數多達 60 人，而導致教師教學負荷過重，學生無法充分享有上課資源，
致使教學及學習品質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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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慮學生之學習品質及教師之教學品質，部分專業課程需兩位以上教師共同指導上
課，以提升學生之專業能力及減輕教師之教學負荷，需兩位以上教師共同指導上課
之專業課程表如附件五。
三、目前學校規定同一門課之上課時間若有兩位以上教師同時上課，則需將上課鐘點時
數除以教師人數，而導致教師之上課鐘點時數減半；若依照上課鐘點時數除以教師
人數來分配教師之上課鐘點，則同一門課之上課時間將導致過短，老師無法在上課
時間內傳授課程所需之專業知識及技能，導致教學品質落後。
四、擬請同意日間部及夜間推廣進修部需兩位以上教師共同指導上課之專業課程，聘請
多位教師同時上課，且教師之上課鐘點時數仍維持原上課之鐘點時數，而非上課鐘
點時數除以教師人數來分配教師之上課鐘點時數。
決議：此案涉及預算，須簽文送主秘及會計室討論精算，呈校長核准後，各系比照辦理。
議案十二
案由：本校工商業設計系日夜間部大四專題設計指導教師之費用變更，討論案。（提案單
位：工商業設計系）
說明：
一、本系日夜間部大四學生之畢業專題設計（製作）課程採組別式分組指導，每組人員
約 1~3 人不定，日夜間部大四學生人數總計約 100 人，共計分成約 50 組左右。
二、為達教學品質及專題呈現成果需求，專題設計（製作）之檢討方式採分組檢討方式
上課，每位指導教師約指導 2~3 組，每週皆需檢討一次，所需檢討時間約每週至少
2~4 小時左右。
三、專題設計（製作）之指導教師除系上之專任教師外，尚包括其他大專院校相關系所
之資深教師及業界資深主管或設計師，專題指導教師共需約 18~25 人左右。
四、目前學校規定指導大四學生之畢業專題設計（製作），每指導一位學生之費用為每
學期 1000 元，整學年為 2000 元整。若依照學校目前規定來分配專題指導教師之授
課費用將導致其他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之資深教師及業界資深主管或設計師意願低
落至本校協助指導大四學生之畢業專題設計（製作）課程，進而增加系上專任教師
之負荷而影響其他課程及大四學生之畢業專題設計（製作）課程之教學品質與成果
展示效果。
五、擬請同意本系指導日夜間部大四學生畢業專題設計（製作）之指導教師費用，採鐘
點式計算，每位指導教師享有每週 2 個鐘點的費用，或每指導一組給一個鐘點的時
數，且不計入學期上課之時數鐘點，而非學校目前規定之指導一位學生之費用為每
學期 1000 元，整學年為 2000 元整。
決議：同上一案。
玖、臨時動議：
案由一：請同意本校學生重修進修部「英文」課程討論案。（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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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說明：
一、本校「英文」課程原開設每學期 2 學分，共三學期，計 6 學分，現開設每學期
3 學分，共二學期，計 6 學分。
二、為因應學生重修，特開設英文專班(第三冊)2 學分，但重修人數過多，無法容
納，請同意重修同學本學期可至進修部重修「英文」課程。
決議：同意 94 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之學生可至進修部重修英文。
案由二：本校二技在職專班跨二技日間部修讀輔系討論案。（提案單位：護理系）
說明：本校「學生修讀輔系辦法」未明確規範二技在職專班不得跨二技日間部修讀輔
系規定，應准予學生修讀或修改「學生修讀輔系辦法」。
決議：修訂「學生修讀輔系辦法」，提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拾、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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