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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101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務會議第 1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10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列席指導：吳校長、井副校長 

主    席：李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通過修訂 101學年度五專新生修業科目表格式 

二、通過修訂【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為【數位學習實施辦法】 

三、通過各科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及組織規程 

四、通過【學生跨校選課要點】 

五、通過【期中期末評量監考規則】 

六、通過修訂【考詴規則】 

七、通過更正五帅五忠朱○○等 6位同學之學期成績 

 
參、教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101 學年度五專一年級新生核定名額：586 名，註冊人數：584 人，整體報到率為

99.66%，各科新生人數與報到率如下(含外加名額)： 

1.護理科 200 名，註冊 204 人，報到率 102 %；(含保留入學 1 人) 

2.資管科 98 名，註冊 95 人，報到率 96.94 %； 

3.帅保科 50 名，註冊 48 人，報到率 96%； 

4.企管科 100 名，註冊 99 人，報到率 99 %； 

5.應外科 50 名，註冊 52 人，報到率 104 %； 

6.動畫科 88 名，註冊 86 人，報到率 97.73 %。 

(二) 101 學年度日二專一年級新生核定名額：78 名，註冊人數：62 人，整體報到率為

79.49%，各科新生人數與報到率如下(含外加名額)： 

1.帅保科 43 名，註冊 36 人，報到率 83.72 %； 

2.健管科 35 名，註冊 26 人，報到率 74.29 %。 

(三)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年級轉學生已於 8 月 14 日完成註冊，錄取人數：30 人，實

際註冊人數：22 人，未報到名額：8 人，報到率 73.33%。 

(四)完成日間部新生學號編排、編班作業(如需班級名條請至 N 槽：註冊組／對外／

00-1011 學生班級名條下載列印)；完成日間部新生學生證製作及發送事宜。 

(五)日間部舊生、延修生註冊手續未完成者，依本校「學則」：開學後逾二週尚未到

校註冊，亦未申請休學者，概以退學辦理。 

http://webmail.knjc.edu.tw/cgi-bin/downfile/57851314923_tmp1.doc/附件/101修業科目表--決議(修正)/4-修業科目表-企管科修正1010424.xls
file:///F:/評鑑/附件/課務組法規/跨校選課要點101.05.30.doc
file:///F:/評鑑/附件/課務組法規/期中期末評量監考規則101.05.30.doc
http://webmail.knjc.edu.tw/cgi-bin/downfile/57851314923_tmp1.doc/附件/課務組法規/考試規則--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101.06.1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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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轉學生、轉科生、復學生及重新入學之新生申請抵免學分之結果已公告，請同學

確認抵免結果。 

(七)辦理 101 學年度各科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查作業。 

(八)教師成績冊請於第六週後至教師資訊系統下載。 

(九)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業務手冊已公告於本校網頁。 

 

二、課務組 

(一)日間部期中考詴將於 101 年 11 月 5 日(一)至 101 年 11 月 9 日(五)舉行，詴題卷繳交日期：

10 月 15 日(一)至 10 月 22 日(一)繳交期中考詴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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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已掛置

學校網站與出版組網頁。 

(二)第十五期康寧學報截稿日為本年 11月 15日(四)，歡迎踴躍賜稿。 

(二)凡有關詴卷(帄時考、期中、期末、畢業考等詴卷)請勿請學生逕拿至本組印刷。    

(三)有關教學用詴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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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室印製頇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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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維持稿面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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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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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時考詴卷申請送印五天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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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策略聯盟 

1.參加 101 年 8 月 15 日「10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基北宜區

策略聯盟組協調工作會議。 

2.本校五專各科推薦之種子教師（本校種子教師名單：嚴○○、桂○○、楊○○、彭

○○、嚴○○、李○○、王○○、藍○○老師）於 8 月 28 日 09:30~15:20 參與台

北科技大學種子師資培訓活動。 

3.感謝應外科李○○老師協助完成 9 月 12 日台北市內湖國中技職教育宣導講座活動。 

(二)招生宣導活動： 

1.協調規畫 11/9 (五)上午新北市汐止國中八年級生蒞校參加職業探索營活動相關事

項.。(參加護理科、企管科體驗課程) 

2.協調規畫 11/30(五)下午台北市誠正國中八年級生蒞校參加職業探索營活動相關事

項。(參加護理科、帅保科體驗課程) 

(三)拜訪招生窗口 

1.拜訪國中招生窗口：成德、三民、誠正、南港、汐止國中輔導主任、組長，協商本

學期招生宣導相關事宜。 

2.拜訪高職招生窗口：莊敬家商、稻江高職校長、主任、組長，協商本學期招生宣導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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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來源動機問卷調查 

    感謝各科新生班導師協助完成新生來源動機問卷調查工作，本組將陸續完成後續統

計工作。 

(五)招生文宣品： 

1.進行辦理校門口 LED 招生廣告燈箱採購事項。 

2.進行辦理下學期招生紀念品相關事項規畫。 

3.完成上學期招生紀念品盤點工作。 

 

五、夜間部 

(一)1011 夜間部學生統計：夜間部 5 班，學生 144 名：假日在職專班 6 班，學生 177 人，

總計 11 班，學生 321 名（截至 101.10.11 統計）。 

(二)101 學年度二年制夜間部在職專班教育部核定名額為帅保科 96 名，註冊人數 85 名，  

註冊率 88.54%；健管科核定名額 40 名，註冊人數 34，註冊率 85.00%。101 學年度
二年制夜間部核定名額為帅保科 46 名，註冊人數 41 名，註冊率 89.13%；資管科核

定名額 42 名，註冊人數 28，註冊率 66.67%，動畫科核定名額 45 名，註冊人數 16，
註冊率 35.56%。 

(三)101 學年度夜間部（隨班附讀）學分班招生情形 

夜間班：資管科 1 人、帅保科 2 人 

假日在職專班：帅保科 12 人、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 7 人。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擬修訂本校數位學習實施辦法如附件 1，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依數位教材實際製作與獎勵之需求，修訂第 3及 13條，其餘不變。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 

本校設置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委員若干人

由校長聘請教務主任、技術合作處主任、

資訊圖書中心主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各科主任、通識中心主任、夜間部主任及

教師代表 3 人兼任之，委員聘期兩年並得

連任，主任委員由教務主任擔任，課務組

組長擔任執行秘書。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負責數位學習相關規範的制定、及獎助之

審查等事宜。 

第三條 

本校設置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委員若

干人由校長聘請教務主任、技術合作處

主任、資訊圖書中心主任、教師發展中

心主任、各科主任、通識中心主任及教

師代表 3人兼任之，委員聘期兩年並得

連任，主任委員由教務主任擔任，課務

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數位學習推動委

員會負責數位學習相關規範的制定、及

獎助之審查等事宜。 

第十三條 

為鼓勵教師製作遠距教學課程及網路輔助

學習教材，通過審查者，每一案依 1 學分、

18 週計算，每案獎勵金最高為肆萬伍仟

元，且每一案以支給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為鼓勵教師製作遠距教學課程教材，通

過審查者，每一課程按 1學分、18週計

算，獎勵金最高為肆萬伍仟元，但每一

課程以支給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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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本辦法之獎助費用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

助經費」經常門項目中支出。 

本辦法之獎助費用由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項目中支出。 

 

(二)於民國 101年 7月 25日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修訂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決  議：修改每一案以 16小時計算，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擬修訂本校重（補）修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應重補修及特別是寒暑修現況需求，因此擬修訂本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民國 92年 2月 19日教務會議訂定 
民國 92年 9月 4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93年 4月 28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94年 9月 21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95年 6月 21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98年 9月 3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99年 9月 15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1年 9月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92年 2月 19日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民國 92年 9月 4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3年 4月 2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4年 9月 21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5年 6月 21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9月 3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年 9月 15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改文字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 刪除文字 

第二條  本校辦理重（補）修事宜，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辦理重（補）修事宜，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不變 

第三條  下列學生頇參加重(補)修： 

一、必修科目成績不及格者。 

二、轉科生、轉學生頇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

科目者。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滿畢業總學分者。 

四、高中職時為非相關科(組)之學生，經各科

指定頇補修之必修科目學分者。 

第三條  下列學生頇參加重(補)修： 

一、必修科目成績不及格者。 

二、轉科生、轉學生頇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

修科目者。 

三、應屆畢(結)業生未修滿畢業總學分者。 

四、高中職時為非相關科(組)之學生，經各

科指定頇補修之必修科目學分者。 

刪除文字 

第四條  本校重(補)修方式，分為隨班重(補)

修、寒暑期重(補)修二種。 

第四條  本校重(補)修之方式，分為隨班重

(補)修、寒暑期重(補)修(以下簡稱

寒暑修)二種。 

刪除部分

文字 

第五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參加寒暑修班： 

一、已符合退學標準者。若在重補修課期間內

退學，所修課程學分不採計。 

二、在休學期間者。 

三、已符合畢業資格者。 

第六條 

五、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參加暑修班： 

(一)已符合退學標準者。若在重補修課

期間內得知退學，所修課程學分不

採計。 

(二)在休學期間者。 

     (三)已符合畢業資格者。 

項次調整

(原第六

條第五

款)及修

改部分文

字。 

第六條 隨班重(補)修相關規定： 

一、 隨班重(補)修科目以選讀本科組開設者

第五條 隨班重(補)修之相關規定： 

一、 隨班重(補)修科目以選讀本科組開設
更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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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原則。 

二、 重(補)修生應於開學後一週內至教務處

課務組(夜間部)辦理選課事宜，選課時各

重(補)修科目之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

堂，所選課程應經導師、任課教師、科主

任同意，方為完成選課手續。超過期限申

請重(補)修者，不予受理。 

三、 選課後，欲更改或退選者，應在本校學生

選課辦法規定之期限內申請，逾期不予受

理。凡自行加選者，該科目不予記分；自

行退選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四、 如因特殊情形無法在本科組重(補)修

者，經申請獲准後，得跨科組、跨年制或

跨部重(補)修，但所修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頇相同或相近。 

五、 夜間部學生參加重(補)修應依規定繳納

學分時數費。 

 

六、 隨班重(補)修之應屆畢業生，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先行舉行期中、末考詴。 

 

七、 重(補)修生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

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得限制該

生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詴；學期中因實習而

缺課者亦同。 

八、 未能如期畢業而頇延長修業年限者(以下

簡稱延修生)，應於規定日期到校註冊，

於開學後一週內完成重(補)修之選課手

續。 

九、 延修生重(補)修注意事項： 

(一) 在本校應修學分未能修習完畢，仍需留

校繼續修習者，均需註冊並辦理隨班重補

修。 

(二) 重補修之課程屬於下學期者，上學期需

至少選修一門課或辦理休學一學期。 

者為原則。 

二、 重(補)修生應於開學後一週內至教務

處課務組，辦理選課事宜，選課時各重

(補)修科目之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

堂，所選課程應經導師、任課教師、科

主任同意，方為完成選課手續。超過期

限申請重(補)修者，不予受理。 

三、 選課之後，欲更改或退選者，應在本校

學生選課辦法規定期限內申請，逾期不

得受理。凡自行加選者，該科目不予記

分；自行退選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四、 如因特殊情形無法在本科組重(補)修

者，經科主任及教務主任同意，得跨科

組、跨年制或跨部重(補)修，但所修科

目名稱及學分數頇相同或相近。 

五、 進修部參加重(補)修學生應依規定繳

納學分費。 

六、 隨班重(補)修之應屆畢業生，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先行舉行期中、末考詴。 

七、 重(補)修生每一科目缺課時數達該科

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

以零分計算；學期中因實習而缺課者亦

同。 

八、 未能如期畢業，而頇延長修業年限者

(以下簡稱延修生)，應於規定日期到校

註冊，於開學後一週內，完成重(補)修

之選課手續。 

九、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頇於下學期重（補）

修者，上學期得任選一科目，以辦理緩

徵；如有不及格或缺修科目頇於上學期

修習者，必頇先行重（補）修。 

十、延修生肄業期間應遵守學生手冊之規

定，如有違規行為，依校規處分。 

號及修

改部分

文字。 

 

第七條 寒暑期重補修開班規定： 

一、開課注意事項： 

(一)寒暑修每年於寒、暑假舉辦，時間及開班

日期，依教務處(夜間部)公告辦理。 

(二) 每期寒暑修開課以單學期課程為原則，

但不得低於四週。每一學分至少授課十八

小時(含考詴)。 

(三) 開課以必修課程為原則，授課教師應於開

課前二週提出教學計畫，送教務處核備，

並於課程結束一週內送交成績至教務處

第六條 寒暑期重補修課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寒暑修班每年於寒、暑假舉辦，每期上

課以單學期課程為原則，但不得低於四

週。每一學分至少授課十八小時(含考

詴)。 

二、申請寒暑修之時間及開班日期，依教務

處公布辦理。但應屆畢業生因課程提早

結束，經由各該科主動提出申請者，不

在此限。 

三、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至教務處辦理申請

原第六條

第五款移

至第五

條、 

更改條號

及修改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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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註冊組(夜間部)。 

(四)寒暑修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上限為 20小

時，每天不得超過 6小時，兼行政工作之

教師必頇同時考量授課時間以不超過上

班時間三分之一為原則。 

(五)學生每週上課不得多於五天，且以 40小時

為限。 

(六)專簽開課之授課地點(教室)科應先與相關

單位申請或確認。 

(七)安排於夜間或假日開班之課程頇會簽夜間

部，並由夜間部督導課程授課事宜。 

(八)教師鐘點費計算參照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

鐘點費計算辦法。 

二、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至教務處(夜間部)辦

理申請寒暑修相關手續。 

三、寒暑修科目除特殊情況經專案核准者外，

滿十五名開班。應屆畢業生因情形特殊，

滿十名即可開班，不足十名者得由各科以

專簽核准後辦理或至他校寒暑修。 

四、本校寒暑修班以接受本校學生申請為原

則，他校學生頇經其學校同意並檢附跨校

選課申請單，經核准後始得修課。 

五、寒暑修學生修課，每學年度以不超過十二

學分為限，但應屆畢業生得酌增六學分，

如有超修情事者，超修部份學分不予採

計。 

六、學生參加寒暑修班，應在規定時間內繳交

學分(時數)費，各科目開課後，已登記繳

費者，除人數未滿十五人(畢業班十人)

無法開班可退費外，休退學及不可抗力事

故得以專案處理外，一律不得申請退費。 

暑修手續。 

四、申請寒暑修開課課程以： 

1.必修課程為原則。 

2.授課教師應於開課前二週提出開課

計畫及課程綱要，送教務處核備。 

3.授課教師於課程結束一週內送交成

績至註冊組。 

 

 

 

 

 

 

 

 

 

 

六、寒暑修科目除特殊情況經專案核准者

外，滿十五名開班。應屆畢(結)業生因

情形特殊，滿十名即可開班，不足十名

者得由各科以專案簽准後辦理或至他

校暑修。 

七、本校寒暑修班以接受本校學生申請為原

則，他校學生頇經其學校同意並出示公

函始得修課。 

八、寒暑修學生，每學年度以不超過十二學

分為限，但應屆畢業生得酌增六學分。 

九、學生參加寒暑修班，應在規定時間內繳

交學分(時數)費，各科目開課後，已登

記繳費者，除人數未滿十五人無法開班

可退費，休退學及不可抗力事故得以專

案處理外，一律不得申請退費。 

十、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上限為 20小時，兼行

政工作之教師必頇同時考量授課時間以

不超過上班時間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八條 本校學生重補修，以在本校修課為原

則。但本校未(停)開設之課程或必要時，

經本校同意，學生可至他校修課。 

第七條  本校學生重補修，以在本校修課為

原則。但本校未(停)開設之課程或必要

時，經本校同意，可至他校修課。 

更改條
號、修改
文字 

第九條 隨班重(補)修實得學分及成績均應與

各學期學分成績分別計算，但寒暑修學分

第八條  隨班重(補)修實得學分及成績均應

與各學期學分成績分別計算，但暑修學
更改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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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列入學分累計欄內，成績應併入畢業成

績核算。 

分應列入學分累計欄內，成績應併入畢

業成績核算。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更改條號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教務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決議，教務會議

通過，呈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更改條

號、刪除

部分文字 

(二)於民國 101年 9月 21日法規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擬修訂本校學習預警及低成就學生輔導作業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應學生學習低成就之預警與輔導，因此擬修訂本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學習成

效，特訂定學習預警及低成就學生輔導作業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改善本校學習低成就學生之
學習成效，特訂定學習低成就學生
輔導作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要點名稱修改 

二、實施對象為日(夜)間部期中考及學期學

習低成就學生及學習成效異常班級。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日(夜)間部
期中考及學期學習低成就學生及學
習成效異常班級。 

 

三、學習低成就學生指期中成績 2/3以上學

分不及格與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學習成

就異常班級指任一科目期中成績有 1/3以上

學生不及格之班級。 

三、本要點之學習低成就學生指期
中成績或學期成績 2/3以上學分不
及格之學生；學習成就異常班級指
期中成績或學期成績有任一科目成
績超過 1/3學生不及格之班級。 

 

四、每學期期中考後，由教務處(夜間部)彙

製各班學習低成就學生名單、未通過科目成

績報表與各科學習成就異常班級名冊會簽各

科進行輔導規劃，並寄發學生成績單通知家

長。 

四、每學期期中考後，由教務處(夜
間部)彙製各班學習低成就學生名
單、未通過科目成績報表與各科學
習成就異常班級名冊會簽各科，並
寄發學生成績單通知家長。 

 

五、各科目授課教師於第 9週前，應完成教

師教學歷程檔案系統中所有任課班級學生之

學習預警，並於第 14週前完成學習成就異常

班級之輔導紀錄，該輔導紀錄系統會自動送

各科主任查核。 

五、各科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及學
習成就異常班級進行學習輔導。在
第 14週前完成學生提升自我學習
成效計畫表、學習低成就學生輔導
紀錄表及學習低成就學生輔導紀錄
總表及學習成就異常班級輔導管制
表，由科依班彙整後，連同管制表
簽送教務處(夜間部)，陳校長核
示。 

時程與表單修

改 

六、導師應針對學習被預警與學習低成就學

生進行學習輔導，並於第 14週前完成教師教

六、各科於次學期第 3週前完成前
一學期學習低成就學生之輔導成效
評量，由科依班彙整後，連同管制

因應系統功

能，修改低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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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歷程檔案系統中被預警學生及學習低成就

學生之輔導紀錄，該輔導紀錄系統會自動送

各科主任查核。 

表簽送教務處(夜間部)，陳校長核
示。 

成效說明。 

七、受輔學生若學期成績仍有不及格者，導

師頇於次學期第 1週結束前，輔導學生完成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中的重補修課程規畫

表，並輔導學生完成加退選修科目。 

七、各科於次學期第 14週前完成前
學期期末各科學習成就異常班級之
輔導管制表簽送教務處(夜間部)，
陳校長核示。 

修改期末仍不

及格，進行重

補修計畫之時

程。 

 八、各科依本要點規劃學習低成就
學生輔導計畫，輔導對象至少頇包
括期中成績 2/3、學期成績 2/3及
歷年成績仍有不及格頇重補修之學
生及班級。 

原第八點刪除 

八、各科應主動轉介輔導後學習成效仍未見
改善之學生至學生輔導中心，進行學習能力
之評估與輔導。 

九、各科應主動轉介輔導後學習成
效仍未見改善之學生至學生輔導中
心，進行學習能力之評估與輔導。 

原第九點改為

第八點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原第十點改為

第九點 

(二)於民國 101年 9月 21日法規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訂定本校教師課外教學諮詢時間實施要點如附件 4，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加強對學生課業及生活輔導，並增進師生良性互動，擬新增本要點。 

(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日法規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訂定本校新修訂課程審查作業要點如附件 5，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提昇課程品質，規範各科、中心提送課程修訂案審查作業，以維護學生

權益及增進課程審訂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日法規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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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擬新增本校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編修管理要點如附件 6，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規範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之制定與修定之教學品保，擬新增本要點。 

(二)於民國 101年 9月 21日法規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因應實際作業之需求，故修訂本要點。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本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得與本

校學生公共服務、康寧勞作教育

及相關教育課程相結合，其服務

時數得併計採認。 

第五條本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得與本

校學生公共服務及相關教育課

程相結合，其服務時數得併計

採認。 

條次不

變，內

容沒變 

刪除 

第六條實施本課程所需經費，由學務

處 

導師經費及通識中心全人教育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刪除 

第六條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對本課程均

有參與推動與輔導之責任與義

務，行政單位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 

第七條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對本課程均

有參與推動與輔導之責任與義

務，行政單位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 

條次變

更，內

容沒變 

第七條開課教師(導師)應依學生工作

態度、工作表現、累計成果之紀

錄評定成績，成績分優良(80分

以上)、通過(60~79分)與不通過

(59分以下)三個等級，未通過者

必頇重修，全部通過者始得畢

業。 

第八條開課教師(導師)應依學生工作

態度、工作表現、累計成果之

紀錄評定成績，成績分優良(80

分以上)、通過(60~79分)與不

通過(59分以下)三個等級，未

通過者必頇重修，全部通過者

始得畢業。 

條次變

更，內

容沒變 

第八條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

完畢後，各開課教師(導師)依學

校規定將成績送交教務處。 

第九條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

完畢後，各開課教師(導師)依學

校規定將成績送交教務處。 

條次變

更，內

容沒變 

第九條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成績，得列為 

申請校內各項獎學金及工讀等

申請審查條件。 

第十條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成績，得列

為申請校內各項獎學金及工讀

時的審查條件之一。 

條次變

更，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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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修習本課程表現優異之學生與

教學優良之教師得提報敘獎，或

於適當場合表揚。 

第十一條修習本課程表現優異之學生

與教學優良之教師得提報敘

獎，或於適當場合表揚。 

條次變

更，內

容沒變 

第十一條各項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之

規劃必頇考量學生安全，實施校

外服務時，依學校相關帄安保險

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各項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之

規劃必頇考量學生安全，實施

校外服務時，依學校相關帄安

保險規定辦理。 

條次變

更，內

容沒變 

第十二條本要點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初議，經教務會議及學生事務

委員會議複議，送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本要點經本校課程委員會通

過後，提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

更，文

字修正 

(二)於 101年 3月 14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 與學務確認 

 

第八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因應企管科 101學年度就業學程計劃案，擬修改新增 97學年入學生選修課程

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101學年度企管科就業學程計劃「不動產專業暨經紀人員培育學程」已通

過職訓局審查。 

(二)業界專家建議就業學程開設課程，建議增列於選修課中： 

民法概要 (3學分/3小時) –五上 

不動產實務（2學分/2小時）–五上 

土地法與土地稅法相關法規概要 (2學分/2小時) –五上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1學分/1小時) –五下 

估價概要(1學分/1小時) –五下 

(三) 97學年度修業科目表修訂後如附件 8。 

(四)經本科 1010829科務會議通過。 

(五)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企管科 101學年度就業學程計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企管科 101 學年度就業學程計劃「不動產專業暨經紀人員培育學程」已通

過職訓局審查。 

(二) 依就業學程要點第 4條規定列入教務會議審議。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file:///G:/25教務會議101-1%201011016/各科提案/企管科/4-修業科目表-企管科修正1010829.xls
file:///G:/25教務會議101-1%201011016/提案/護理科/新生修業科目-五專1000406玉惠修1000704new.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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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有關本(數位影視動畫)科夜間部二專延修生及五專日間部 97入學年度替代科

目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101學年度夜間部課程以影視為主，部份停招前之延修生課程無法銜接。 

(二)因 100學年度部份課程調整。 

(三)課程替代表如附件 10。 

(四)本案經本科 101.09.06科務會議通過。 

(五)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 101 應外科學年度新生入學修業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97 年專科評鑑委員建議本科增加模組的學分數及課程，使模組和課程名實

相符，故擬增加校訂選修「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一門選修課程，以強化

模組的培育目標。 

1.新增五年級上學期 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一門課程：「臺灣鄉土文化英語

導覽」2 學分。 

2.刪除專業及實習科目之二年級上學期「企業管理概論」2 學分，替代課

程為「臺灣鄉土文化英語導覽」或科認可「國際行銷」跨領域的選修課

程。 

(二)另將校訂選修 「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之一年級下學期「辦公室自動化」2

學分的選修課調整至專業及實習科目。 

(三)課程異動表、課程替代表、修業科目表及「台灣鄉土文化英語導覽」課程綱

要如附件 11。 

(四)業經本科 101.07.04 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五)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應外科科校訂選修「職場實習」課程可為所有選修之替代課程，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科「職場實習」雖已列為選修課程，但本科選修課程中有許多連貫課程，

可否抵免事宜常造成審核單位的困擾，為配合教育部鼓勵技專校院赴職場實

習，擬明確定義「職場實習」課程可為所有選修之替代課程，並加入本科修

業科目表中。 

(二)課程替代表如附件 12。 

(三)業經本科 101.07.04 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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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應用外語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作業要點修正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    明：(一)為符合本科學生實際狀況，擬再調整本科學生畢業門檻。 

(二)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修訂護理科 97學年度修業科目表就業學程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一) 為因應職場實務需求建議修訂： 

1. 「病人安全」由原 1學分 1小時改為 2學分 2小時。 

2. 「病歷導讀」(2學分 2小時) 改為非就業學程選修科目。 

3. 新增「臨床檢查報告判讀與應用」(2學分 2小時)。 

4. 「職場體驗-護理綜合實習」修改科目名稱為「職場體驗-護理實務」

(2學分 5小時，學分數不變)。 

(二)97學年度修業科目畢業總學分為 224(學分數不變)。 

(三)課程異動表及修訂後 97學年度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14。 

(四)於本科 101.09.22第 6次科務會議通過。 

(五)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修訂護理科 101學年度新生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 

說    明：(一) 為配合護理科課程發展作業要點之規定，課程之各科目皆以開授一學期為

原則，如需開授 2 學期以上課程，應訂定不同科目名稱，或以（一）、（二）

等副碼標示於科目名稱後，因而將原內外科護理學依上、下學期區分為：

內外科護理學(一)、內外科護理學(二)。 

(二) 課程異動表及修訂後 101學年度新生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15。 

(三) 於本科 101.07.04第十九次科務會議通過。 

(四)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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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護理科申請 101就業學程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申請 101就業學程計畫名稱：臨床護理暨證照輔導就業學程 

(二)於本科通過 101.03.30第十次科務會議通過。 

(三)於民國 101年 10月 2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應外科 100、101 修業科目表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為「國際商務與觀光模組」的培育目標及專業外語能力的培養，擬將國貿

實務與新聞英文課程對調，如下表說明。 

原課程性
質 

原始課程/學
分(時數)  

調整後課程 
性質 

調整後課程/
學分(時數) 

調整原因 

專業及實
習科目 

國貿實務 (2/2) 

三上 

校訂選修: 

國際商務與觀光
模組 

國 貿 實 務
(2/2) 

課程內容符合國際商務
與觀光模組的培育目
標。 

專 業 選
修 : 國 際
商務與觀
光模組 

新聞英文 (上
下 2/2) 

三上，三下 

專業及實習 

科目 

新聞英文 

(上下 2/2) 

課程內容注重專業外語
能力的培養。 

(二) 課程異動表及修訂後 100至 101學年度新生修業科目表如附件 17。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帅保科修定 97學年度及 101學年度日間部五年制修業科目表案 

說   明：(一)為增加五年制選修課程之多元化：修訂本科 97～101年度五年制「修業科

目表」之「教務相關規定」內容。 

(二)原「修業科目表」第四條教務相關規定：4、注意事項：各科自行填寫注意

事項。 

(三)修訂「修業科目表」第四條教務相關規定：4、注意事項：本科學生選修科

內各年制部別開設之校定選修課程可承認其為選修學分。 

(四)若原「修業科目表」內，無「教務相關說明」者，則以備註方式加註說明。 

(五)於本科 101.10.02（二）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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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案  由：帅保科修定 100學年度及 101學年度日夜間部（在職專班）二年制修業科目表

案 

說   明：(一)為增加二年制選修課程之多元化：修訂本科 100～101年度二年制「修業

科目表（日夜專）」之「本科相關規定」內容。 

(二)原「修業科目表（日夜專）」本科相關規定：無。 

(三)修訂「修業科目表（日夜專）」本科相關規定：本科學生選修科內各年制

部別開設之校定選修課程可承認其為選修學分。 

(四)若原「修業科目表」內，無「本科相關規定」者，則以備註方式加註說明。 

(五)於本科 101.10.02（二）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修正「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休復學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配合委員會名稱修改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

休學： 

一、缺課累計達該學期授課總日數三

分之一者。 

二、身體過弱或患有嚴重疾病，經區

域醫院以上證明有休學必要者。 

三、經本校獎懲委員會議決必頇辦理

休學者。 

四、頇於延長修業年限次學期重（補）

修而當學期無課可修者。 

 

第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

休學： 

一、缺課累計達該學期授課總日數三

分之一者。 

二、身體過弱或患有嚴重疾病，經區

域醫院以上證明有休學必要者。 

三、經本校訓育委員會議決必頇辦理

休學者。 

四、頇於延長修業年限次學期重（補）

修而當學期無課可修者。 

條次不變、文

字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案：  
提案單位：抵免委員會 

案  由：新修正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九條有關學生辦理抵免後應修學分數規
定，提請討論。 

說   明：1.依 101 年 3 月 1 日召開之抵免委員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2.為期能輔導轉、復學等身分學生，建議以抵免轉入年級前應修者為限，入

學後每學期之應修課程不得抵免，修正條文說明如下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九條 

為培育五育兼備之學生，本校
學生體育、軍訓、國防通識及

第九條 

為培育五育兼備之學生，本校學

生體育課程以抵免轉入年級前

 

修改抵免

科目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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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全民國防教育等課程之抵免
以轉入年級前應修者為限，入
學後每學期應修之上述課程
不得抵免。 

應修者為限，入學後每學期應修

之體育課程不得抵免。 

制。 

 

決  議：1.為加強教官輔導轉學生，協助及早適應學校生活。 

          2.學生修習之相關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不影響同學權益，同意上述相關課程 

以抵免轉入年級前為限。 

 

 

第二十二案：  
提案單位：成績更正審查委員會 

案  由：擬更正帅保科謝易璋等 6位同學之學期成績，提請  複決。 
說   明：10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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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提案人： 

徐○老師 

擬更正夜間部帅保科延修生謝○○同學（學號 981338○○），

1002「特殊教育(二)」課程學期成績為 60 分。 

101.9.19.學生成績更正審

查委員會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第二案提案人： 

劉○○老師 

擬更正五帅一忠許○○同學（學號 1001351○○），1002「公民

與社會」課程學期成績為 81 分。 

101.9.19.學生成績更正審

查委員會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第三案提案人： 

劉○○老師 

擬更正五帅一忠吳○○同學（學號 1001351○○），1002「公民

與社會」課程學期成績為 95 分。 

101.9.19.學生成績更正審

查委員會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第四案提案人： 

蘇○○老師 

擬更正五護三愛林○○同學（學號 981154○○），1002「多媒

體應用」課程學期成績為 90 分。 

101.9.19.學生成績更正審

查委員會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第五案提案人： 

蘇○○老師 

擬更正五護三愛許○○同學（學號 981154○○），1002「多媒

體應用」課程學期成績為 82 分。 

101.9.19.學生成績更正審

查委員會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第六案提案人： 

蕭○○老師 

擬更正五資二孝林○○同學（學號 991252○○），1002「程式

設計二」課程學期成績為 62 分。 

101.9.19.學生成績更正審

查委員會決議通過予以更正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  討論。 

說   明：修訂第一及第十條，其餘不變；修正條文如下：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成立課程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成立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依據本校組

織章程第二

十六條。 

第十條 

本規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第十條 

本規程經教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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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實施，修正時亦同。 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織章程第二

十六條。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案：  
提案單位：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 

案  由：討論教學計畫審查檢核表及課程綱要外審檢核表等格式如附件 24，提請  複決。 

說   明：(一)教學計畫審查檢核表於 101.09.04教學品保推動小組會議通過；課程綱要

外審檢核表於 101.06.13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二)於 101.10.02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案：  
提案單位：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 

案  由：各科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計畫審查作業，提請  複決。 

說   明：(一)各科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計畫檢核表如附件 25。 

(二)於 101.10.02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案：  
提案單位：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 

案  由：各科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排課審查作業，提請  複決。 

說   明：(一)各科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排課作業檢核表如附件 26。 

(二)於 101.10.02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案：  
提案單位：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 

案  由：審查畢業門檻作業流程，提請  複決。 

說   明：(一)擬建立畢業門檻檢核機制，提升學生專業能力，符合各科畢業條件。 

(二)於 101.10.02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file:///G:/25教務會議101-1%201011016/品保附件/2-教學計畫檢核表(101.09.04教學品保小組會議通過)--word檔.doc
file:///G:/25教務會議101-1%201011016/品保附件/1-課程綱要外審檢核表--格式.xls
file:///G:/25教務會議101-1%201011016/品保附件/畢業門檻檢核表10110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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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案：  
提案單位： 擬修訂本校排課作業準則，提請  討論。 

案  由： 依教育部來文指示，各授課科目每學分授課時間不得少於十八週，畢業班亦

同。 

說   明： 擬刪除第二點第三小點「(畢業班十四週)」及第 13點，其餘不變。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二 

(三)各授課科目授課時間不得少於

十八週，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

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或

實驗以每週授課兩至三小時滿一學

期者為一學分。 

二 

(三)各授課科目授課時間不得少於

十八週(畢業班十四週)，學分之計

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

一學分；實習或實驗以每週授課兩

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十三 

本準則經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務

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十三 

本準則經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

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正「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教務會議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說   明：1.配合學校組織章程修訂，增加新單位成員。 

          2.教務會議章程需經校務會議通過之程序文字修訂。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組織 

       本會以教務主任、夜間部主

任、技術合作處主任、資訊及圖書中

心主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語言中

心主任、各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專任教師代表若干人組成，另應

有學生代表列席。 

第三條 組織 

       本會以教務主任、夜間部主

任、技術合作處主任、資訊及圖書中

心主任、各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專任教師代表若干人組成，另應

有學生代表列席。 

加列新增單

位成員 

第七條 章程之修訂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

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七條 章程之修訂 

       本章程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務會議章

程需經校務

會議通過，修

改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