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務會議(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3 日下午 2 時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主         席：教務處○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略 

 

貳、教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一、 註冊組 
(一)五專一年級新生核定名額：565名，註冊人數：544名，整體報到率為 9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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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人，報到率 101 %； 

(2)資管科 100 名，註冊 94人，報到率 94 %； 

(3)幼保科 50 名，註冊 44人，報到率 88 %； 

(4)企管科 115 名，註冊 107人，報到率 93.04 %； 

(5)應外科 50 名，註冊 48人，報到率 96 %； 

(6)動畫科 50 名，註冊 49人，報到率 98 %  

(二)二專一年級新生核定名額：85名，註冊人數：71名，整體報到率為 83.53%，各科新生

人數與報到率如下：(含外加名額) 

(1)幼保科 45 名，註冊 44人，報到率 97.78 %； 

(2)健管科 40 名，註冊 27人，報到率 67.5 % 

(三)98 學年度各年級轉學生已於 8月 14日完成註冊，報名名額 27人，實際註冊名額：

23，未報到名額：4人，報到率 85.19%。 

(四)日間部新生完成學生編班及學號編排作業。 

(五)日間部延修生註冊辦理時間為 9/2、9/3。 

(六)轉學生、轉科生、復學生及重新入學之新生於 9/9前提出抵免學分之申請，預計 9/16

召開抵免學分審查會議。 

(七)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處業務手冊已公告於本校網頁，書面資料請各班至教務處領

取。 

 
二、 課務組 

(一)972 日、夜間部教學評量統計如下：課程共 750門，同學填答 741 門，填答率為 98.8

％（971為 98.2）；全體同學上網填寫率為 61.7％（971為 68）；全校教師獲評總平

均為 7.54（評量 0-9）。 

(二)98 年暑修共開課 39個班次，共有 187 位同學修習。 

(三)98/5/5 召開 981 第 1次排課協調會議，98/5/14召開 981第 2次排課協調會議討論細

修排課時序。並確認「英文」「國文」每班每日不得連續 3小時。98/8/25召開 981

第 3次排課協調會議，議定母班教室分配及運用原則，並要求各科確實依排課準則調

整 981課程。 

(四)預訂 98/9/3召開 981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幼保及健管體育課程修業科目表修併

事宜。 

(五)98 年度就業學程護理科所提「護理職場專業人才與證照輔導學程計畫」計畫書建議修

正部份已由○○○副教授辛勞處理畢，將依計畫次第進行。 

(六)97年度就業學程資管科所提「電腦資源管理及維護」已執行完畢，並陳報成果報告及

第 2期核銷資料，9/9下午將來本校實地評鑑，正由蕭振木教授整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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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九-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業教師方案」及「培育優質
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 8-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均已由
各用人單位充份進用，協助各項校務推動。 

 

三、 出版組 

(一)第十二期康寧學報截稿日為 98年 11月 16日(一)，擬預定於 99年 6月 15日(二)出刊，

懇請各位老師踴躍賜稿。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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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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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實施 98 年招生 DM、海報、紅布條、紀念品等文宣物品總清點工作。 

(二)98 年赴各高中職、國中招生宣導紀錄資料統計。 

 

五、進修部 

(一)98 學年度招生情形: 

   在職專班：98 學年度在職專班幼保科新生註冊已完成，核定名額 88 人，註冊人數 88

人；資管科核定名額 40 人，註冊人數 12 人。 

夜間部聯合登記分發：98 學年度夜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新生註冊人數為，幼保科分發名

額 22 人，註冊人數 21 人；資管科分發名額 22 人，註冊人數 18 人；動畫科發名額 44

人，註冊人數 28 人。 

   夜間部單獨招生：98 學年度夜間部單獨招生入學考詴，報名人數為幼保科 47 人，缺考

0 人；資管科 32 人，缺考 0 人；動畫科 69 人，缺考 6 人。 

   幼保科學分班：另 98 學年度幼保科學分班持續招生，截至 9/2 統計已有 25 名學生登

記。 

 (二)98 年暑修共開課 4 個班次，共計 41 人次同學修課。 
 

 
提 案一：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各科 98 學年度[新生入學修業科目表]提請    複決。 

說  明：(一)、經 980421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下列提案。 

科系 說明 

高齡社會
健康管理

科 

1. 經本科 98.04.13第五次科務會議決議通過。 

2. 二年制日間部新生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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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科 

1. 經本科 980409-972第 6次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日間部新生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2頁) 

3. 與 97差異說明請參見異動表(附件第 3頁)。 

  (二)、經 980428第二次課程委員會(餘案)通過下列提案。 

護理科 

1. 經本科 98.04.13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日間部新生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4-7頁） 

3. 與 97差異說明請參見異動表（附件第 8-11頁）。 

資管科 

1. 經本科 97學年度第十七次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12-13頁）。 

3. 二年制進修部夜間班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14頁）。 

4. 二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15頁）。 

5. 課委會決議：本案通過。但五年制修業科目表之［備註］另於第十

一案討論。 

(三)、經 980505第三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應外科 
1. 經本科 980415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16頁） 
3. 與 97差異說明請參見異動表（附件第 17頁） 

(四)、980428第二次暨 980610第四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幼保科 

1. 依據九十七學年度修業科目表訂定。 
2. 本科 98.04.21（二）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3. 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18-19頁）。與 97差異說明請參見異

動表（附件第 20頁）。 

4. 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21 頁）。與 97 差異說明請參見異
動表（附件第 22頁）。 

5. 二年制進修部夜間班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23 頁）。與 97 差異說明請參見
異動表（附件第 24頁）。 

6. 二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25 頁）。與 97 差異說明請參
見異動表（附件第 26頁） 

7. 依據本科 98.05.12（二）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8. 通識教育中心建議將本科二年制課程「康寧全人教育」統一安排於
二上，本科配合辦理。 

(五)、經 980421第二次暨 980804 第五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下列提案。 

動畫科 

1. 經本科 98.04.15課程既教學規劃委員會及科務會議討論通過。 
2. 並於 98.7.8課程既教學規劃委員會及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3. 為使轉學生可以順利畢業擬將「傳播學」由 2 上調整至 1下，另為

平衡開課學分數擬將「創意思考與方法」由 1下調整為 2上。 

4. 五年制日間部新生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27-28頁)異動表(附件第 29頁)。 
5. 二年制夜間部新生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30頁)異動表(附件第 31頁)。 

決  議：通過。 
 
 
 
提 案二：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各科各學年修業科目異動，提請 複決。 
說  明： 
(一)、 經 980421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科系 說明 

老人健康
管理科 

修正本科 97學年度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80413第五次科務會議通過。 



 四 

2. 異動對照表（附件第 32頁）。 

課委會決議：學生實習時數按 3:1折算學分數;教師鐘點計算依實習時
數按 3:1折算鐘點費。 

企管科 

修正本科 95、96、97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80409-972第 6次科務會議通過。 

2. 配合 98學年度本位課程模組規劃，重新調整 95、96及 97學年度

課程，修業科目異動表（附件第 33-35 頁）及修正後「修業科目表」

（附件第 36-38 頁）。 

護理科 

 

修正本科 97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8.03.11科務會議通過。 
2. 為統一課程名稱，97 學年度修業科目表校定選修之「報告寫作」

擬修改為「護理報告寫作」。 

資管科 

修正本科 95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7學年度第十七次科務會議通過。 

2. 選修課「人力資源管理」及「計算機結構」各由 3學分修改為 2學分。 
修正本科 96、97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7學年度第十七次科務會議通過。 

2. 將「資料結構」（4學分）由三上、三下開課修改為四上、四下開課。 

3. 選修課「人力資源管理」及「計算機結構」各由3學分修改為 2學分。 

(二)、 經 980610第四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資管科 

修正本科 94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為提升本科學生在辦公室電腦軟體之使用處理能力，新增校定選修

「數位教材發展」3學分。 
2. 本案經本科 98.05.20科務會議提案通過。 
3. 修訂後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39-40頁）異動對照表（附件第 41頁）。 
經 980610第四次課委會決議：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通過本案。 

動畫科 

修正本科 96、97、98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為提升本科學生在辦公室電腦軟體之使用處理能力，新增校定選修

「辦公室自動化」2學分。 

2. 平衡開課學分數，調整 98 入學修業科目表，「化學」擬由 1 下調

整至 2上。 

3. 本案經本科 98.06.09 課程暨教學規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及

98.06.09 科務會議討論通過。 

4. 修訂後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42-47頁）異動對照表（附件第 48-50頁）。 
經 980610第四次課委會決議：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通過本案。 

 
(三)、 經 980804第五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國貿科 

修正本科 94及 95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80618-972第 14次科務會議通過。 

2. 因應 97評鑑結果緊急改善國貿科課程架構。 

3. 修訂後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51-52頁）異動對照表（附件第 53-54頁）。 

決  議：通過。 

  

 

 
提 案三：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各科「可替代課程」對照表修訂案，提請 複決。 
說  明： 
(一)、 經 980421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科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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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科 

1. 經本科 980416-972第 7次科務會議通過。 

2. 配合 98學年度本位課程模組規劃，重新調整 95、96及 97學年度課程，管
理專題製作(一)(二)以實務專題替代，（附件第 55頁）。 

幼保科 

1. 本科 98.04.21（二）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2. 替代科目如下表所示，若替代後，其必修學分數不足部分，擬由選修

學分數部份補足，以維持總畢業學分數不變。 

原課程名稱 新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選

別 

學

年 

學期

別 

學分

數 

時

數 
科目名稱 

選

別 

學

年 

學期

別 

學分

數 

時

數 

幼兒教材教

法(一) 

必

修 
97 四上 3 3 

幼兒教材教

法(一) 

必

修 
98 四上 2 2 

幼兒教材教

法(二) 

必

修 
97 四下 3 3 

幼兒教材教

法(二) 

必

修 
98 四下 2 2 

人類發展學 
必

修 
97 一上 3 3 人類發展學 

必

修 
98 一上 2 2 

專業倫理 
必

修 
97 一下 3 3 專業倫理 

必

修 
98 四上 2 2 

 

(二)、 經 980610第四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科系 說明 

幼保科 

1. 本科 98.05.12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2. 替代科目如下表所示，若替代後，其必修學分數不足部分，擬由選修

學分數部份補足，以維持總畢業學分數不變。 

原課程名稱 新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年 

學期
別 

學分
數 

時
數 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年 

學期
別 

學分
數 

時

數 
備註 

專業 

倫理 
必 1 下 3 3 

教保專業

倫理 

（二專） 

必 2 下 2 2 
二選

一 
專業倫理 

（五專） 
必 4 上 2 2 

 

決  議：通過。 

 

 
提 案四：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94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學生，三、四年級軍訓課程不及格重補修規劃案，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本校 94 學年度(含)前入學之五年制日間部三、四年級軍訓課程，因 95 暫行綱要實施後，三、

四年級已無軍訓課程，故特按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條第七款(五年
制與二年制之科目學分得依第四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互為抵免)規劃不及格同學之重補修課
程。 

(二)、 現行五專三年級軍訓與二專一年級軍訓授課內容相同，五專四年級軍訓與二專二年級軍訓授課
內容相同；建議五年制日間部重補修同學可至二專部一年級或進修部一、二年級選課。 

辦  法： 
94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學生，三年級軍訓課程需重補修者可至日間部二專一年級或進修部一年
級重修；四年級軍訓課程需重補修者可至進修部二年級重修。 

(三)、 經 980421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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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五：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五專四、五年級開設軍訓選修課，並自 95 學年度入學生實施乙案，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本校自 95 學年度起，因實施 95 暫綱等因，除已將軍訓改名國防通識課外，並刪除三、四年級

軍訓課，以及縮減一、二年級時數由每週 2 小時改為 1 小時，惟此等已影響男同學考預備軍士

官及役期折抵權益。 

(二)、 按本校現行國防通識課(軍訓課)之授課現況，由 95 學年度入學之五專男生，實已無法報名參

加未來預備軍士官考選，另役期折抵天數由原先可折抵 28天遽減為 8天。 

(三)、 考量本校現況及維護保障學生最大權益，建議自 95 學年度入學之五專學生，於四、五年級每

學期均開設軍訓選修課，每週 2小時，0學分。 
經 980610 第四次課委會決議： 

(一)、 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同意辦理。 

(二)、 惟 99學年度以後是否繼續開課，應再逐年檢討。 

課務組說明：該課程經網路初選後人數未達開班，擬依選課辦法辦理不予開班。 

決   議：通過。 
 
 
提 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98學年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各科【專業通識化課程】確認，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有關通識中心建構整體【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業經 980218 教務會議決議：在不增加學校經費

負擔及增加學生畢業學分兩項前提下通過。 
(二)、 其中【專業通識化課程】2 學分；通識中心建議各科為[校定選修]且為必選，不及格時仍需重

修，為合選性質，本科學生需選讀他科，此外該 2 學分內含於總畢業學分，課務組建議開設學
期別一致性訂為二上。 

(三)、 本案表達相關意見之科系如下： 
護理科： 
專業通識化課程：因〝必選修〞有違教育部規定，為免學生畢業時有學分爭議，本科建議亦已
列為校必修。 
幼保科： 
原通識於 98.03.31(二)本科課程會議提案修正本科 98 日間部五專修業科目表，新增 校定必
修【專業通識化課程】2 學分，學期別［一下］，但課務組於 98.04.01(三)公告通知將【專業
通識化課程】2 學分規劃於[校定選修]且為必選，不及格時仍需重修，學期別［二上］，其結
果與當初討論結論有出入。 
資管科： 

一、本科尊重通識中心開設專業化通識課程的用心，亦會鼓勵同學選修該課程。 

      二、專業化通識課程 2 學分，將使本科專業選修減少 2學分，會影響專業能力之培養。 

      三、本科需要開設足夠的專業選修課程，培養學生專業及特色能力。 

      四、專業化通識課程將不列計為本科學生畢業學分。 

經 980421 第二次課委會議決議： 

(一)、 本課程列入［校定選修］為必選，各科學生必頇在他科選修該課程，並納入原有總畢業學分內。 

(二)、 課程名稱一律訂為【專業通識化課程】，子題科目名稱由各科洽通識中心決定。 

(三)、 該課程應納為「跨領域學程」科目之一，請各科配合修改跨領域學程科目。 

(四)、 該課程一律於二年級上學期開課，採固定時段開課（上課時間一律為週五第 1.2節）。 

(五)、 各科開班總量不超過各科該年級班級數。 

(六)、 以上決議若執行上有重大窒礙之處，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七)、 上開決議於 98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開始適用。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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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全校合選【通識選修課程】配合修訂各科各年制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應評鑑 972 增開下列選修課程，擬請各科配合修訂 93 至 95 修業科目表，格式如下：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校定選修 

英文實作 2 2 

增列於第一學年(下學期) 
第二外國語言-西班牙語 2 2 

安全與衛生 2 2 

康寧大師講座 1 1 

(二)、 經 980505 第三次課委會決議：通過，自 98 學年度起上開四門課程由［校定選修］改為［一
般科目］之選修分類通識課程。 

決    議：通過。 
 
 
提 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98 學年度一年級共同英文仍維持分級教學，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已於 980415 應外科務會議通過。 

(二)、 經 980421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 案九：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應外科「英語聽力與表達」自 98學年度始接續「英語會話」調整為小班教學，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本科英語會話課程一直是小班教學且聘請外籍教師授課，自 95 學年度之修業科目表已將 
(二)、 課程名稱改為英語聽力與表達。 
(三)、 已於 980409 本科務會議通過並自 98 學年度三年、四級開始實施(96 學年入學)。 
(四)、 經 980505 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應外科［進階英語寫作］自 98 學年度始實施小班教學，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本科英文寫作課程已自 97 學年度始依 93 評鑑委員建議調整為小班教學。 

(二)、 自 98 學年度始進階英語寫作(一)(二)，擬持續以小班教學方式授課。 

(三)、 已於 980415 本科務會議通過。 
(四)、 經 980505 第三次課委會決議暨 980610 第四次會議修正後：為提昇應外科教學品質，今年此

課程實施小班教學原則通過，惟因學校經費拮倨，請應外科先爭取校外計畫支付教師鐘點，不
足數學校處理。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一：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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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資管科、幼保科、動畫科、國貿科五年制日間部畢業學分中專業選修需達至少 20學分方 
能符合科之專業訓練，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畢業選修學分 22 學分至少需有專業選修 20 學分。 

(二)、 經 980505 第三次課委會決議：通過，並自 98 學年度新生開始適用。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二：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98體育學群新開課程科目案，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落實本校標榜的核心價值：以仁為本全人發展。 

(二)、 推展德智體均衡的全人教育。 

(三)、 因應本校 9月到來的 98 體育訪視。 

(四)、 正常化、健全化本校體育課程。 

建議辦理方式： 

(一)、 五專四年級開進階分類通識課程一門，名稱為運動休閒，0學分兩節課必修。 

(二)、 五專五年級開選修分類通識課程兩門，名稱為體適能、運動賽事，0學分兩節課。 
經 980610 第四次課委會決議： 

(一)、 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同意： 

1. 98學年度五專四年級增開「運動休閒-體適能」、「運動休閒-球類運動」、「運動休閒-舞

蹈」A班及「運動休閒-舞蹈」B班課程，均為[選修]0學分 1小時，為四年級必選課程。上學

期開設課程供護理科四個班修，下學期課程供商管類科（資企應國）四個班修，上下學期總

計增加 8 小時，開放各該科同學上網點選。 

2. 98 學年度五專五年級上學期增開一門「運動休閒-體適能」，為[選修]0 學分 2 小時，開放學

生上網點選。 

(二)、 請各科配合修訂 94及 95入學生修業科目表。 

(三)、 惟 99學年度以後是否繼續開課，應再逐年檢討。 

經 980804 第五次課委會決議通過該四年級體育課由一小時增加為二小時 

說  明： 
(一)、 因應 98體育評鑑-改善課程以利評鑑結果。 

(二)、 主秘參加全國大專校務發展會議後指示。(體育評鑑悠關學校未來三年獎補助款申請乙事) 。 

(三)、 經 98體育評鑑第二次籌備會議 98.07.14規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課務組說明：五專五該課程經網路初選後人數未達開班，擬依選課辦法辦理不予開班。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三： 
提案單位：夜間部成績更正委員會 

案  由：學生成績更正委會初審通過○○○等 3 位同學 971 學期成績，提請 複決。 

說   明： 
提      案 案                                 由 審   查   結   果 

○○○老師 

擬更正專資ㄧ忠○○○同學（學 97123○○○），

971「計算機概論」學期成績為 87 分。 

98.4.23.成績更正審查委

員會議第二次會議決議通

過予以更正 

○○○老師 
擬更正專幼二忠○○○同學（學 96133○○○），

971「婚姻與家庭」學期成績為 93 分。 

98.4.23.成績更正審查委

員會議第二次會議決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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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予以更正 

○○○老師 

擬更正夜動一忠○○○同學（學 97143○○○），

971「軍訓」學期成績為 74分。 

98.4.23.成績更正審查委

員會議第二次會議決議通

過予以更正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重(補)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於 98年 8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康寧護理專科學校重(補)修辦法 

原條文 修正後 說明 

第五條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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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學分數應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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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各科本位課程實

行，致造成課程調

整，故修改本條文，

以增加學生選課彈

性。 

第六條第八款 

本校學生於他校暑修，以本

校未開該課為原則，並由本

校函介他校，經該校同意後

方可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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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各科本位課程實

行，致造成課程調

整，故修改本條文，

以增加學生選課彈

性。 

第六條第九款 

暑修學生，每學年度以不超過

十學分為限，但應屆畢業生得

酌增五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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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數學分並增加學分

數較符合學生需求。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五： 

提案單位：國貿科 

案    由：增訂「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企業管理科暨國際貿易科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如附件第 56-

59頁。  
說    明：(一)經本科 980831-981-2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二)企業管理科暨國際貿易科為了使學生理論與實務相結合、親身體驗在校所學、熟悉職

場環境，養成學生實作能力，特於 97 年 02月 21日經 962學期第 2次科務會議通過

擬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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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一：五專一年級無課時排訂自習教室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為加強五專一年級新生的輔導與管理，擬於未排課時段安排自習教室，並請科辦及導師多予輔
導。 

(二)、 請各科安排母班教室或專業教室供一年級新生班級自習用，安排點名並予管理輔導，教務處亦
將其列入巡堂資訊。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修訂九十八學年度幼保科二年制日間部、夜間部及在職專班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依據本科 98.08.26（三）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二)、 將選修科目「教育統計」變更為「幼兒教育專題導論」，其修習年度及其學期別不變。 
決  議：通過。 

 

提案三：修訂九十八學年度幼保科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依據 981 排課協調會第三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 二年制日間部其體育課學分時數一律改為 1學分 2小時。 

決  議：通過。 

 

提案四：修訂九十八學年度健管科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依據 981 排課協調會第三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 二年制日間部其體育課學分時數一律改為 1學分 2小時。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修訂 94、95學年度護理科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為使四、五年級生可以選修”就業學程”，擬新增校訂選修科目： 

1.「共通核心職能課程」(3學分 3小時) 

2.「病歷導讀」(2學分 2小時) 

3.「職場體驗」(2學分 2小時) 
(二)、 經本科 980715 課程委員會、科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應外科延修生王致中同學重補修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王致中同學原為轉學生因重補修事宜已延畢第二學年，為使該生能順利就學，且已考量搶修課

程之難易程度，因情況特殊擬以個案方式提請討論是否同意該生以一下「基本英文法」課程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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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基本英文法」課程。 

(二)、 已經本科 980813科務會議通過，並將課程內容做成附件以專案簽呈會辦教務處。 

(三)、 因情況特殊陳請學校以個案方式處理，讓學生能順利就學。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應外科延修生程慧婷重補修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 程慧婷同學亦為轉學身份且已修畢第二學年，但其二年級聽力訓練(2 上,2 下)各 1 學分計 2 學

分尚未修畢，因課程調整則該生需再補修二上,二下英語聽講練習各 2 學分計 4 學分始得畢
業，為使同學能縮短其修業期間且符合總畢業學分數，則提請討論以個案方式討論是否同意該
生修修二上英語聽講練習(2 學分)替代二年聽力訓練（2 上,2 下各 1 學分）。 

(二)、 已經本科 980813 科務會議通過並上專案簽呈會辦教務處。 

(三)、 因情況特殊陳請學校以個案方式處理，讓學生能順利就學。 

決  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夜間部成績更正委員會 

案  由：學生成績更正委會初審通過○○○等 6 位同學 972 學期成績，提請 複決。 

說   明： 
提     案 案                                 由 審   查   結   果 

○○○老師 擬更正五專護理科延修生○○○同學（學號

91115○○○），972「化學」課程學期成績為 60分。 

98.9.3.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老師 擬更正五專資管科延修生○○○同學（學號

92125○○○），972「康寧大師講座」課程學期成績為

65分。 

98.9.3.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老師 擬更正五資二孝○○○等 25名同學，972「二年數位化

資料處理」課程學期成績。【詳細資料如附件】 

98.9.3.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老師 擬更正耕莘專校跨校修課生○○○同學，972「產科護

理學」課程學期成績為 61分。 

98.9.3.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老師 擬更正五資二忠○○○同學（學號 96125○○○），972

「電腦動畫」課程學期成績為 61分。 

98.9.3.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老師 擬更正五動一忠○○○同學（學號 97185○○○），972

「一年數學」課程學期成績為 88分。 

98.9.3.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決  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