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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1月 3日(星期二)下午 15時 0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列席指導：吳校長 oo 

主    席：李主任 oo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人員：曹 oo 

議程內容： 

壹、前次會議(100.11.02)決議執行狀況報告： 

一、為符合教育部「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指引總綱」之「共同核心課程」學分數至少須滿

48學分之規定，進行課程調整。 

二、幼保科、資管科課程異動，調整修業科目表。 

三、針對此次課程異動因多屬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課程，應由通識教育中心提出課程異動及替代課

程科目名稱 
 

貳、主席致詞 

略 

 

參、教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已修改實施，請教師於網頁或部落格公告同學成績時，務必考量學生

個人資料之隱私，建議公告成績時勿將學號、姓名等資料全部顯示，避免洩漏學生個

人資料。 

(二)、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學期成績登錄截止日為 101/1/16 上午九點前，為維護退學同學轉

學他校權益，請教師務必準時輸入成績。 

(三)、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內轉科申請時間 100年 12月 16日(五)止，本學期申請同學計

13人。。 

(四)、 辦理 100學年度第 2學期五專日間部轉學生招生，相關招生簡章已發售，招生委員會

為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五)、 100學年度寒假須知已發給各班同學並公告於校園佈告。 

(六)、 參與「101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台升讀五專、高中、國中簡章」討論會議及相關事

宜。 

(七)、完成日間部學生參加 101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集體報名作業。 

二、課務組 

(一)、課程綱要系統已經初步測試完成，請各科代表上網試用(於教師資訊系統內)，若有

需修正處，請與資圖中心或課務組聯繫；若無特殊修正事項，擬由 1002學期課綱

及教學計畫輸入開始實施。 

(二)、1002科秘系統開課尚未完成之科或中心，敬請儘速完成教務系統開課。五專四、

五年級及二專並無母班教室，請留意教室使用是否衝堂。 

(三)、1002教科用書及教學計畫請老師們務必於 101年 1月 31日前上網輸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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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尚未完成 1001學期期中學習低成就學生輔導之科別盡速依新式表格完成。 

三、出版組 

(一)、第十四期康寧學報校內 5位老師、校外 2位老師計有 7位老師投稿，擬訂於 101年 6

月 15日(五)出版。 

(二)、凡有關試卷(平時考、期中、期末、畢業考等試卷)請勿請學生逕拿至本組印刷。    

(三)、有關教學用試卷、行政用表單、資料；專案研究、活動等之規定，敬請各位老師詳閱

『印刷室印製須知』，為促使印刷作業順暢，各位老師送印考卷，請注意 

1.印稿撰寫一律以電腦打列編題，不得有修正液殘留稿面。 

2.一律以單面白色紙張製作原稿，原稿勿剪貼拼接(湊)，需維持稿面平整，請勿摺疊。 

3.印製之原稿請務必預留上、下、左、右邊界各 1公分以上。 

如有任何問題可至本校出版組網頁→承辦業務→印刷作業參閱、下載。 

(四)、關於印刷取件時間，懇請教師依規定時間取件。 

1.各式行政表單申請送印三天後（不含假日）取件。                                                

2.各式開學計畫講義、平時考試卷申請送印五天後（不含假日） 取件。 

3.各項專案資料、行政表單（一萬張以上）申請送印五天後（不含假日）取件。 

四、招生組 

(一)、 規劃本年度招生紀念品相關事項。 

(二)、 完成 100年度招生各科認養學校校長及輔導主任聯絡通訊資料。 

(三)、 完成寄送本校招生海報文宣給各科認養 A、B級國中及生源前 15名高中職學校。 

(四)、 出席 101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宣導說明會。 

(五)、 龍華科大技職宣導蒞校參觀案：招生組已實施完成學校：11.30萬華國中， 12.23光

榮國中。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為訂定「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提請 複決。 

說   明：(一)為落實教學目標及協助學生提升職場競爭力，實施學生畢業門檻機制。 

(二)相關內容，請參看附件 1(P4)。 

(三)本辦法經 100.11.25法規小組、100.12.07行政會議通過及 100.12.28課程委員
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擬訂定「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實務專題暨技能競賽辦法」，提請 複決。 

說   明：(一)為激發學生的創意巧思，提升實務專題研究與實務技術操作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二)相關內容，請參看附件 2(P5)。 

(三)本辦法經 100.11.25法規小組、100.12.07行政會議通及 100.12.28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註冊組--康寧專校畢業門檻實施辦法1001228.doc
提案/課務組--19-學生實務專題競賽輔導暨獎勵作業實施要點(草案)-1001116處務會議通過(主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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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幼保科修訂 99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日夜間部二年制修業科目表，提請 複決。 

說   明：(一) 配合學生興趣選修，故新增選修科目：2下「幼兒休閒活動設計」（2學分2小時）。 

(二)檢附「幼兒休閒活動設計」課程標準化網要、異動表及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3(P6)。 

(三)經本科 100.11.15（二）課程會議通過及 100.12.2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幼保科之「幼兒休閒活動設計」課程標準化網要、異動表及修業科目表，如
附件 3。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應外科擬將原選修「國際商務外語人員模組」擴充為「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並調整課

程內容，以符合產業需求及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提請 複決。 
 說    明：(一)將原「國際商務外語人員模組」調整為「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 

(二)刪除五年級「第二外語」4學分，並將這 4學分增加至「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課程。 

(三)新增課程分別為「領隊實務」和「導遊實務」各 2學分，另將「觀光英文」更改為

「領隊與導遊英語」English for 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 

(四)課程調整追加修業科目表至 97學年(四年級)、98學年(三年級)、 99 學年 (二年級)、

100 學年 (一年級)入學的學生，請參閱下表。 

(五) 課程綱要、異動表、新舊課程替代表及修業科目表詳附件 4(P26)。 

(六)已於 100年 12月 16日應外科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及 100.12.2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調 
整 
學 
年 
度 

原課程 
原 
學
分 

原開
課年
級 

調整課程 

調
整
學
分 

調整年級 替代課程 

97 

第二外語_ 
日文或 
西班牙文

(一)(二)(三) 

12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第二外語_日
文或西班牙文

(一)(二) 
8 

三上三下 
四上四下 

第二外語若因成
績不及格需重修
者，則同意以科
上所認定之選修
課程替代(含跨領
域課程等)，唯不
得重覆修習。 
業經 991020 

教務會議通過 

領隊實務 2 五上 

導遊實務 2 五下 

98 
99 

100 

第二外語_ 
日文或 
西班牙文

(一)(二)(三) 

12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第二外語_ 
日文或西班牙
文(一)(二) 

8 
三上三下 
四上四下 

領隊實務 2 四下 

導遊實務 2 五上 

提案/幼保科/教學綱要(幼保科)幼兒休閒活動設計.doc
提案/幼保科/01-99修業科目異動表-幼保科1001115.xls
提案/幼保科/01-100修業科目異動表-幼保科1001115.xls
提案/幼保科/99幼保科二專修業科目表1001115.xls
提案/幼保科/100幼保科二專修業科目表1001115.xls
提案/應外科/課程綱要100--領隊實務NEW.doc
提案/應外科/課程綱要100--導遊實務NEW.doc
提案/應外科/課程綱要100--領隊與導遊英語NEW.doc
提案/應外科/修業科目異動表_課委會用100128.xls
提案/應外科/新舊課程替代表-課委員用1001228.xls
提案/應外科/應外96~100學修業表-1001216課程會會議通過(NEW).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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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 

100 

觀光英語 2 四下 
領隊與導遊英

語 
2 五下 領隊與導遊英語 

新聞英語 4 
四上 
四下 

新聞英文 4 
四上 
四下 

-- 

決  議：照案通過，替代課程請應外科詳列如附件四。 

 

 

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有關數位影視動畫科日間部五專 100學年度修業科目表調整乙案，提請 複決。 

說   明：(一)考量課程之接續性及配套課程之完整性，擬將必修「動畫場景設計」課程由 3上調

整至 2上，學分時數不變。 

(二)100學年度五專異動表及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5(P41)。 

(三)經本科 100.11.30課程暨教學規劃委員會議、100.11.30科務會議通過及

100.12.2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數位影視動畫科日間部五專 100學年度修業科目表及異動表如附件 5。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數位影視動畫科日間部五專 98學年度修業科目表調整乙案，提請 複決 

說   明：(一) 因考量攝影棚使用率，擬將選修「攝影棚實務」課程由原本之 4上(1011)改為 3

下(1002)，學分時數不變。 

(二) 98學年度五專異動表及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6(P45)。 

(三)本案經本科 100.12.10課程暨教學規劃委員會議、100.12.10科務會議通過及
100.12.2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動畫科五專未有畢業生，故不影響同學重補修之權益。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資管科 96、97、98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5下新增選修「多媒體進階」、「網
路規劃與模擬」等各 3學分 3 小時。 

說   明：(一)為提昇學生多媒體及網路規劃能力，擬於 96、97、98學年度修業科目表新增「多

媒體進階」、「網路規劃與模擬」等選修課。 

(二)課程教學計畫、異動表及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7(P48)。 

 (三)經本科 1001128科務會議通過及 100.12.2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檢附「多媒體進階」、「網路規劃與模擬」之課程綱要。 

 

../../../../14課務組/內部/020課程委員會/1001課程委員會/1001第四次課委會100.12.28/提案/動畫科/修業科目異動表0831新版.xls
提案/動畫科/100修業科目表1001102課程及教務.xls
../../../../14課務組/內部/020課程委員會/1001課程委員會/1001第四次課委會100.12.28/提案/動畫科/修業科目異動表0831新版.xls
提案/動畫科/98修業科目表-5專-1001102課程及教務會議通過.xls
提案/資管科/1002學期教學計畫--多媒體進階.docx
提案/資管科/1002學期教學計畫--多媒體進階.docx
提案/資管科/1002學期教學計畫--網路規劃與模擬.docx
提案/資管科/修業科目異動表1001228.xls
提案/資管科/99資管科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1001228課程委員會會議.xls
提案/資管科/1002學期教學計畫--多媒體進階.docx
提案/資管科/1002學期教學計畫--網路規劃與模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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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成績更正審查委員會 

案  由：擬更正五護四忠張 oo等 3位同學之學期成績，提請  複決。 

說   明：100.12.28.成績更正審查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提      

案 

案                                 由 審   查   結   

果 

提案一： 

楊鎧玉老

師 

擬更正 1.五護四忠張 oo同學（學號 97115ooo），992「內

外科護理實習(一)」課程學期成績為 71分， 

      2.五護四忠邱 oo同學（學號 97115ooo），992「內

外科護理實習(一)」課程學期成績為 73分， 

3.五護四愛葉 oo同學（學號 97115ooo），992「內

外科護理實習(一)」課程學期成績為 71分，提請

討論。 

100.12.28.成績更

正審查委員會議決

議通過予以更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為修訂「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學則」，提請討論。 

說   明：(一)100.12.21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二)學則相關修正內容及辦法，請參看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8)。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    會： 

 

提案/註冊組-學則.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