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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時  間：108年 3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南校區：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北校區：行政大樓三樓康寧廳 

主  席：朱教務長 錦文 

列  席：王有康老師、呂學銘老師、周松和老師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前次 1072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決議案摘要 決議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有關數位影視動畫科

103 入學年度及之後學

生畢業門檻修正，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商業資訊

學院 

數位影視動畫科於 107 年

12月 11日網頁更新法規並

公告週知。 

2 

應外科和企管科擬請保

留跨領域學程-「國際行

銷學程」，提請  審議。 

終止跨領域學程之

「國際行銷學程」 

商業資訊

學院 

1.應用外語科 1072學期無
任何學生修習企管科開設
「國際行銷」跨領域之相
關課程。 

2.輔導需要重補休的學生修
習與幼保科開設【兒童美
語】跨領域之相關課程。 

3 

修訂大學部「通識教育

中心學生畢業門檻實施

要點」，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通識教育

中心 
已公告並實施 

4 
擬修訂本校「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註冊組 

已於 107年 12月 19日於教

務處註冊組網頁更新法

規，並校園公告周知 

5 

增訂「康寧學校財團法

人康寧大學碩士學位論

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

理辦法」，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註冊組 

已於 107年 12月 19日於教

務處註冊組網頁更新法

規，並校園公告周知 

6 

擬修訂本校「教師授課

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

點」部份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課務組 

於 107年 12月 19日校園佈

告及本處課務組網頁公布

週知。 

7 

學分班學生掛學籍之學

生，撤銷學籍與畢業資

格乙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註冊組 

依據學位授予法，撤銷 9位

學生學位，其中有 2位提出

疑義，其餘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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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商業資訊學院 

案由：有關資訊管理科畢業門檻作業要點修正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8.02.23資訊管理科 107學年度第 28次科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原條文：須取得中文或英文輸入基礎級（Generalist）以上證照一張

及勞委會乙、丙級技術士專業證照兩張以上，一、中(英)文輸入證照 

三、新條文：至少須取得專業證照三張：一、中(英)文輸入證照(至多一

張) 

四、修訂對照表及修改前後之作業要點請參閱附件 1-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條文修正前 條文修正後 說明 

五、

畢業

門檻 

須取得中文或英文輸入基礎級

（Generalist）以上證照一張及

勞委會乙、丙級技術士專業證照

兩張以上 

一、中(英)文輸入證照 

1.中文輸入 

2.英文輸入 

二、丙級證照 

1.電腦軟體應用 

2.網頁設計 

3.電腦硬體裝修 

4.電腦軟體設計 

5.會計事務-資訊項 

6.會計事務-人工項 

三、乙級證照 

1.軟體應用 

2.軟體設計 

3.會計事務 

至少須取得專業證照三張： 

一、中(英)文輸入證照(至

多一張) 

1.中文輸入 

2.英文輸入 

二、丙級證照 

1.電腦軟體應用 

2.網頁設計 

3.電腦硬體裝修 

4.電腦軟體設計 

5.會計事務-資訊項 

6.會計事務-人工項 

三、乙級證照 

1.軟體應用 

2.軟體設計 

3.會計事務 

修訂條

文 

附件 1：「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作業要點」(修正條文) 

附件 2：「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作業要點」(原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康寧大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附件 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修正條文) 
民國101年05月30日第20次科務會議訂定 

民國105年02月15日第9次科務會議修訂 

民國105年11月10日第5次科務會議修訂 

民國105年12月15日第6次院務會議修訂 

民國106年10月19日第4次科務會議修訂 

民國106年10月23日第5次院務會議修訂 

民國108年02月23日第28次院務會議修訂 

民國108年2月25日第2次院務會議修訂 

       

一、資訊管理科（簡稱本科）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

法】之規定，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

點】(簡稱本要點)。  

二、本科畢業門檻之訂定，係參酌本校之教學目標，以及學生畢業後銜接職場之專
業需求，訂定學生畢業門檻之適用項目及其檢核標準。 

三、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畢業門檻，係指依本校學則之規定，修畢應修之學分之外再 就

學生就業能力之需要，另行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 

四、本要點適用對象為102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五年制學生。轉學、復學
及轉科學生比照所屬班級辦理。 

五、畢業門檻及輔導配套措施：  

畢業門檻 輔導措施(課程配合)  配套措施  

至少須取得專業證照三張： 

一、中(英)文輸入證照
(至多一張) 
1.中文輸入 
2.英文輸入 

二、丙級證照 
1.電腦軟體應用 
2.網頁設計 

3.電腦硬體裝修 
4.電腦軟體設計 
5.會計事務-資訊項 
6.會計事務-人工項 

三、乙級證照 
1.軟體應用 
2.軟體設計 
3.會計事務 

本科開設有必、選修課程，及

不定期輔導課協助學生考取證
照，列舉如下： 
一、中(英)文輸入證照 

中英文輸入。 
二、丙級證照 

數位化資料處理、計算機
概論、網頁設計、硬體裝

修、程式設計、會計概論、
會計學等。 

三、乙級證照 
辦公室自動化、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網頁資料庫設
計、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會計實務、會計實務進階
等。 

本科對於未能通過畢業門

檻者，可以下列方式擇一補

救: 

1.修畢額外加選六學分專

業選修。 

2.完成12小時輔導課程，24

小時資訊技術實作。 

3.獲得校內外資訊相關競

賽前三名。 

4.取得國立大專院校入學

資格。 

5.其他特殊狀況，經科務會

議同意者。 

六、學生符合畢業門檻並取得相關證明，通過「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後，

才能滿足畢業條件。 

七、本科每學期辦理一次學生畢業門檻之檢核工作，並將檢核結果公告。檢核時間如下： 

第一次檢核時間：五專四年級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二週。 

第二次檢核時間：五專五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前二週。 

八、本要點得視產業界發展與業界需求，適時修訂所採計之技能證照種類及張數。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十、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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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原條文) 
民國101年05月30日第20次科務會議訂定 

民國105年02月15日第9次科務會議修訂 

民國105年11月10日第5次科務會議修訂 

民國105年12月15日第6次院務會議修訂 

民國106年10月19日第4次科務會議修訂 

民國106年10月23日第5次院務會議修訂 

一、資訊管理科（簡稱本科）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

法】之規定，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資訊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

點】(簡稱本要點)。  

二、本科畢業門檻之訂定，係參酌本校之教學目標，以及學生畢業後銜接職場之專

業需求，訂定學生畢業門檻之適用項目及其檢核標準。 

三、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畢業門檻，係指依本校學則之規定，修畢應修之學分之外再 就

學生就業能力之需要，另行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 
四、本要點適用對象為102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五年制學生。轉學、復學

及轉科學生比照所屬班級辦理。 
五、畢業門檻及輔導配套措施：  

畢業門檻  輔導措施 (課程配合)  配套措施  

須取得中文或英文輸入

基礎級（Generalist）

以上證照一張及勞委會

乙、丙級技術士專業證

照兩張以上 

一、中(英)文輸入證照 
1.中文輸入 
2.英文輸入 

二、丙級證照 
1.電腦軟體應用 
2.網頁設計 
3.電腦硬體裝修 
4.電腦軟體設計 
5.會計事務-資訊項 

6.會計事務-人工項 
三、乙級證照 
1.軟體應用 
2.軟體設計 
3.會計事務 

本科開設有必、選修課程，
及不定期輔導課協助學生考
取證照，列舉如下： 

一、中(英)文輸入證照 
中英文輸入。 

二、丙級證照 
數位化資料處理、計算
機概論、網頁設計、硬
體裝修、程式設計、會
計概論、會計學等。 

三、乙級證照 
辦公室自動化、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網頁資料
庫設計、動態網頁程式

設計、會計實務、會計
實務進階等。 

本科對於未能通過畢業門檻
者，可以下列方式擇一補救: 
1.修畢額外加選六學分專業

選修。 
2.完成12小時輔導課程，24
小時資訊技術實作。 

3.獲得校內外資訊相關競賽
前三名。 

4.取得國立大專院校入學資
格。 

5.其他特殊狀況，經科務會
議同意者。 

六、學生符合畢業門檻並取得相關證明，通過「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後，

才能滿足畢業條件。 

七、本科每學期辦理一次學生畢業門檻之檢核工作，並將檢核結果公告。檢核時間如下： 

第一次檢核時間：五專四年級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二週。 

第二次檢核時間：五專五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前二週。 

八、本要點得視產業界發展與業界需求，適時修訂所採計之技能證照種類及張數。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十、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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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更正台北校區學生 1071 學期成績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成績辦法」第 5 條 變更學生及格

狀態（不及格分數更改為及格或及格分數更改為不及格），需由教務長

召開教務會議議決之，任課教師應列席會議說明。 

二、北校區擬申請更正 1071 學期成績案件計有 3 件(不及格分數更改為及

格），申請表掃瞄檔請委員參閱附件，並條列如下： 

附件編號 
(請核單) 學生姓名 任課教師 課程名稱 更正原因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附件 3 

陳雅雯同學 
(F10433011
) 進修學士 
應用外語系 

4 年孝班 

王有康 
老師 

個人投資
理財 輸入錯誤 

5 
(不及
格) 

85 
(及格) 

附件 4 

林軒萱同學 
(105535102

) 
五動 3 忠 

呂學銘 
老師 3D 材質 輸入錯誤 0 

(不及格) 
73 

(及格) 

附件 5 

陳俞錡 
(107534101

) 
五資 1 忠 

周松和 
老師 

一年全民
國防教育 登記錯誤 6 

(不及格) 
83 

(及格)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 3：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陳雅雯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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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林軒萱同學 

 
附件 5：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陳俞錡同學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