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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務會議(第 1 次)記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7 日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列席指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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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務組： 

一、各科 99 學年新生修業科目表調案經多次協調後，已於 5 月 26 日通識委員會議審議定案，

6 月 2 日送課程委員會，並研調修業科目表暨替代科目。 

二、982 教學評量已啟動，畢業班經敦促後，已帄均達 76％之填答率。另為避免部份在校班級

評量率偏低，將續請導師、教官及學藝股長協助，促請同學上網評量。 

三、991 學期預選課程原定於本學期第 15 週辦理，因受課程改革影響，將改為第 17 週

(6/17~6/22)。 

 

註冊組： 

一、辦理畢業生(含延修生)二技推薦甄選第二階段報名事宜，計有 81 名同學報名，相關推甄資

料已寄送至各推甄學校。 

二、請各科及畢業班導師提醒畢業班同學 99學年度二技日間部登記分發為網路個別報名，報名

期間為 99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至 99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 

三、請各位老師請依規定於期末考後一週，7月 8日上午九時前輸入結算後的學期成績。 
四、99 學年度日間部暑假頇知辦理會簽作業，預計於期末考週送發各單位及各班同學。 

五、99 學年度五專甄選入學現場登記分發作業於 6 月 18 日舉行，6 月 17 日辦理場地佈置事宜，

謝謝各單位前置作業的協助與配合，各科現場登記分發簡報請於 6/10 前繳交。 

六、99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科申請作業自即日起至 6 月 11 日止，預計 8 月中旬公告轉科申請結

果。 

七、99 學年度二專推甄於 6 月 18 日領取表件，本組整理表件後再送相關科系進行審查作業，預

計於 7 月 8 日放榜，7 月 15 日辦理報到。 
 

 

招生組： 

一、本年度（99）本校新生主要入學管道有免詴升學、推薦甄選、聯合登記分發及運動績優四種

管道；其中第一階段免詴升學管道各科分配名額如下： 

 

 

 

以上名額已於 3月 20 日全額分發完畢。 

 

護理科 
資訊 

管理科 

企業 

管理科 

應用 

外語科 

數位影視動

畫科 

帅兒 

保育科 
合 計 

70人 34人 35人 17人 30 人 17人  2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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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推薦甄選管道各科分配名額如下： 

 

 

 

以上名額將於 6月 18日現場分發。 

 

 

三、本學年度截至 6月 3日為止，全校招生活動統計如下： 

 

升 學 博

覽會 

入班

宣導 

集中

宣導 

蒞校

參訪 

郵 寄 招

生資料 

國中多元入

班教師授課 

拜訪窗口（校長

室、輔導室） 

31 7 10 9 32 1 10 

 

 

出版組： 

(一).第十二期康寧學報，共計 10位投稿者，校內校師 7位，校外教師 3位，已於 99年 6月 3日

(四)出版，隨即寄送各處室及校內外投稿老師。     

(二).第十三期康寧學報截稿日為 99年 11 月 15日(一)，擬預定於 100年 6 月 15日(三)出刊，懇

請各位老師踴躍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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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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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有關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案，提請複決。 

說  明： 

(一)、 經 981028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 增加校外委員以豐富本校課程之視野及內涵，並爭取評鑑加分。 
(三)、 更正校名。 
(四)、 修正對照表如列: 

私立康寧護理專科學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改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列條文 修改原因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私立康寧護理專科學校 更正校名 

護理科 
資訊 

管理科 

企業 

管理科 

應用 

外語科 

數位影視動

畫科 

帅兒 

保育科 
合 計 

70人 34人 35人 17人 30 人 17人  2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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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本
校教務主任為當然委員，另
遴聘具深厚學養之校外學者
專家 2人擔任校外委員，經
校長核定後聘任之，任期二
年，連聘得連任之。其餘委
員由各科(含通識教育中心)
分別遴選教師代表二人、體
運學群教師代表及軍訓教官
各一人共同組成。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除教
務主任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
由各科(含通識教育中心)分別
遴選教師代表二人、體運組及
軍訓教師分別遴選教師代表一
人共同組成。 

增加校外委員以豐富
本校課程之視野及內
涵，並爭取評鑑加
分。 

決    議：通過。 

 

提 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修訂「排課作業準則」，提請複決。 

說  明： 

(一)、 經 980514排課協調會議修訂通過。 

(二)、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第 1頁)。 
決    議：通過；第七條第三款 (國防通識)更正為(國防通識、全民國防教育)。 

 

提 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本校「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實施要點」條文修正案，提請複決。 

說  明： 

(一)、 經 990602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二)、 本要點實施對象僅五專部學生，唯實施要點只說明不包含夜間部，為周延選修對象，故提案修

改。 
(三)、 本案業於 99年 5月 5日本處第 9次處務會議提案通過。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1 

二、凡本校五專部學生，頇於在
學期間修習「服務學習與實
踐」課程二學期，每學期總
時數不得低於 18小時。 

二、凡本校學生(不含夜
間部學生)，頇於在
學期間修習「服務學
習與實踐」課程二學
期，每學期總時數不
得低於 18小時。 

目前實際運作
情形 
 

決    議：通過。 

 

 

提 案四：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有關「跨領域學程」修訂及新增案，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經 981216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科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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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說明 

企管科 

1. 新增跨領域學科--企管科國貿科『行銷與流通學程』 
2. 經本科 980930-981第 7 次科務會議通過。 
3. 培養學生跨領域領域，故結合企管科與國貿科的本位課程特色，提

升國貿科學生在行銷與流通跨領域專業上的競爭力。 
4. 學程規劃表及學程實施細則如(附件第 2~3頁)。 

(二)、 經 990602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科系 說明 

帅保科 

1. 修訂「兒童美語」學程規劃表及「兒童多媒體動畫」學程規劃表。 
2. 依據本科 99.06.01（二）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3. 配合修訂之 96～99學年度五年制修業科目表進行修訂。 
4. 「開課年級/ 學期」內容變更「依據各年度五年制修業科目表開課

年級及學期」。 
5. 課程選修科目「兒童美語教學」變更為「兒童美語教學（兒童實用

美語）」。 
6. 「兒童美語」學程規劃表及學程實施細則如(附件第 4~5頁) 
7. 「兒童多媒體動畫」學程規劃表及學程實施細則如(附件第 6~7頁)。 

決    議：通過。 
 
提 案五：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各科 99 學年度[新生入學修業科目表]，提請 複決。 
說  明： 
(一)、 經 990602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科系 說明 

護理科 
1. 經本科 990430第六次課程會議通過。 
2. 五年制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8～11頁）。 

帅保科 

1. 分別經本科 990504 第二次課程會議及 990518 第三次課程會議通
過。 

2. 五年制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12~13 頁），與 98 學年度差異之異
動對照表（如附件第 14~16 頁）。 

3. 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17頁）。 
4. 二年制進修部夜間班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18頁）。 
5. 二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19 頁）。 

資管科 

1. 經本科第十七次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20~21 頁），與 98 學年度差異之異動

對照表（如附件第 22~29 頁）。 
3. 二年制進修部夜間班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30頁）。 

企管科 

1. 經本科 99 年 5月 12日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31頁），與 98 學年度差異之異動對

照表（如附件第 32~33頁）。 

動畫科 

1. 經本科 990519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34~35 頁），與 98 學年度差異之異動

對照表（如附件第 36~40 頁）。 

應外科 

1. 經本科 990531第 11次科務會議通過。 
2. 五年制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41~42 頁），與 98 學年度差異之異

動對照表（如附件第 43 頁）。 

健管科 

1. 990518經第六次科務會議通過。 
2. 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44頁）。 
3. 二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45 頁）。 

決    議：1.護理科暫時保留；待護理科與通識中心討論「通識職能課程」中每學期的課程名稱
與配當後再決定。 

2.資管科備註加註「選修本科各學年選修課程學分均予採計」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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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修部」改為「夜間部」。 

4.其餘通過。 
 
提 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各科各學年修業科目異動案，提請 複決。 
說  明： 
(一)、 分別經 981216及 990602 課程委員會議，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修正通過。 

科系 說明 

護理科 

1. 護理科 91 學年度起修業科目表之選修課程科目現況，為因應時勢逐
年新增選修科目，而衍生輔導延畢生修課之困境，為嘉惠本科學生
順利修習學分期滿畢業，提請增列備註事項：「選修本科各學年選
修課程學分均予採計」。 

2. 經 981216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並修正文字「都」改為
「均予」。 

修訂 95學年度入學之五年制日間部護理科修業科目表。 
1. 經 990305第二次科務會議通過。 
2. 為增加本科學生就業職場體驗經驗之深度與廣度，擬調整「內外科

護理實習(三)」更名為「綜合護理實習」，學期別不變。 
3. 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46 頁）。 

修訂 95~98學年度入學之五年制日間部護理科修業科目表。 
1. 經 990305科務會議通過。 
2. 校訂選修第五學年下學期加列科目： 
 「病人安全」(1學分 1小時)、「症狀護理」(2學分 2小時)。 
3. 課程名稱「職場體驗」更名為「職場體驗-護理綜合實習」。 
4. 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47 頁）。 
「綜合護理實習」科目修訂案。 
1. 經 990528科務會議通過。 
2. 護理科 96、97、98 學年度修業科目表，與 95 學年度一致，校訂必修科

目「內外科護理實習(三)」更名為「綜合護理實習」，學分數和時數不
變(3學分 9小時)，原校訂選修科目「綜合護理實習」刪除。 

3. 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48 頁）。 

修訂 94、95學年度入學日五專學生修業科目表 
1. 94、95 學年度入學日五專學生修業科目表選修科目「職場體驗」2

學分經本科 980715 課程委員會、科務會議討論通過,於 980903 教務

會議通過。 

2. 98/9/1 提案單中「職場體驗」修業時數誤植為 2 學分 2 小時，呈請協

助修訂為 2學分 5小時。 

3. 經費由學校支出。 

經 990303第一次課委會決議： 
1. 請護理科先洽勞委會職訓局協商調整計劃將鐘點費納入。 
2. 通過修正時數，若計劃案無法修正時，因本學期課程已進行，經費

只得由學校支應。 
3. 希望爾後提有關增加課程之計劃案時將鐘點費列入其中，以免增加

支出。 

修訂 95學年度入學日五專學生修業科目 
1. 通識中心擬請護理科開設選修課程。 

2. 經本科 990112第 16次科務會議通過。 

3. 95 學年度入學日五專學生修業科目表中選修科目增列科目：「環境
保護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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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說明 

帅保科 

修訂 96~98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案 

1. 分別經本科 98.10.13及 99.02.02及 99.05.18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2. 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49~52 頁）。 

3. 修訂後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53~58頁）。 

另修訂 96-99 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依據本科 99.06.01（二）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2. 選修科目「兩性議題」變更名稱為「性別議題」。 
3. 修訂後修業科目表同上附件。 

企管科 

修正企管科 94-95學年度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81007-981第 8 次科務會議通過。 
2. 配合企管科新調整本位課程模組規劃，部份修正 94-95學年度課程。 

3. 經本科 99 年 5月 20日科務會議通過。 
4. 新增「商用日文」及「職場法規」選修課程。 
5. 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59~60頁），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61~63頁）。 

修訂 96-98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案。 
1. 經本科 99 年 5月 20日科務會議通過。 
2. 配合 99修業科目表同步變動 96-98學年度相關修業科目表。 
3. 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64~66頁），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67～69頁）。 

1. 分別經 981216第二次、981223第三次及 981230 第四次課委會決議:

保留再議，經 990303第一次課委會決議通過。。 

2. 經本科 981207-981第 15 次科務會議通過。 
3. 因應教育部規劃補助各技專校院校外實習補助，修正本科 96 及 97

學年度修業科目表。 
4. 規劃 96及 97學年度原實務專題 4下 1學分、5上 2學分調整為 4下

9學分、五上 1學分。 
5. 配合實習學分數調整原有修業科目表部份課程，修業科目異動表如

(附件第 70-71頁)及修業科目表同 (附件第 64~65 頁)。 

國貿科 

修正 94及 95學年度修業科目表。 
4. 經本科 981007-981第 8 次科務會議通過。 

5. 因應 97 國貿科評鑑委員建議改善事項，調整本位課程模組規劃，部

份修正 94及 95學年度課程，修業科目異動表如(附件第 72-73頁) 

修訂 95學年度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 99 年 5月 20日科務會議通過。 
2. 因應 98國貿訪視委員建議開設網路行銷課程，調整 95學年度修

業科目表選修科目「網路行銷」學期別於 991開設。 
3. 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74頁)，異動情形(附件第 75 頁)。 

動畫科 

修訂本科 96、97、98學年度日間部五年制新生入學修業科目表 
1. 為銜接手繪轉數位化能力，擬於三下增開校訂選修[數位插畫]3 學分

3小時。 

2. 經本科 98.10.27科務會議討論通過。 

3. 另本科為提升專題製作之進階能力，擬於五專 96 年修業科目表增
開選修課程「影視動畫工作坊」3 學分。 

4. 本案經 99.5.19 科務會議討論通過。 

5. 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76~81 頁)，異動情形(附件第 82頁)。 

修訂本科夜間部 98年修業科目表 
1. 本科為強化專題製作之基礎能力，擬增開選修課程「多媒體整合設

計」3學分。 
2. 本案經本科 98.11.18科務會議討論通過。 
3. 修業科目表(附件第 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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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說明 

資管科 

修訂本科 96、97 及 98 學年度五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第九次科務會議通過。 
2. 為加強學生程式設計能力，於 982學期三年級新增［程式設計實

務］3學分選修課。 
3. 經本科第十六次科務會議通過。 

4. 為配合實習課程，四上新增「資訊管理企業實習一」、「資訊管
理產業實習一」及五上「資訊管理企業實習二」、「資訊管理產
業實習二」選修課各 3 學分。 

5. 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84~89頁），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90頁）。 

修訂本科 97學年度二年制進修部假日班修業科目表 
1. 經本科第九次科務會議通過。 
2. 982學期新增［企業網路資料庫設計］選修課 3學分 3小時。 

(二)、 經 990602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健管科 

修訂 98 學年度入學之二年制日間部修業科目表 

1. 經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 990518科務會議通過。 
2. 為使本科學生對於高齡者之社會服務工作有更具體的認知學習，

擬調整選修科目「臨床社會工作」更名為「高齡社會工作」，學
期別、學分、時數不變。 

3. 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 91頁），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92頁）。 

應外科 

修訂本科 95~98 學年度修業科目表調整暨課程異動表 

1. 本科課程模組原為行政業務及專業助理人員模組、帅兒英語教學及
教學助理人員模組、外事公關及專業服務接待人員模組，整合為國
際商務外語人員及兒童英語教學及教學助理人員二大模組。 

2. 已於應外科 990505 科務會議通過，請詳見附件。 

3. 修業科目表（如附件第93~96頁），異動情形（如附件第 97~100頁）。 

決  議：1.護理科自 91 學年度起增列備註修正為「選修本科各學年選修課程學分均予採計」。 

2.資管科自 95學年度起增列備註為「選修本科各學年選修課程學分均予採計」。 

3. 四上新增「資訊管理企業實習一」、「資訊管理產業實習一」及五上「資訊管理企
業實習二」、「資訊管理產業實習二」選修課各 3 學分。由該科自行調整學分因
應，不得增加學校經費負擔。 

4.其餘通過。 

 

提 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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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216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科系 說明 

企管科 

1. 經本科 981207-981第 15 次科務會議通過。 

2. 因應新增實務實習9學分，調整現有96及97學年度修業科目表，部份替代
課程，（如附件第101頁）。 

國貿科 

1. 經本科 980917-981第 5 次科務會議通過。 

2. 國貿科 3 年級下學期金融市場為最後一屆開設課程，若有同學需要重

補修，建議以理財與生活課程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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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場 必 三 下 2 2 理財與生活 選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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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科 

全校英文實作替代課程： 
1. 本校於 96 學年度推行全校五專一、二年級英文實作課程，後調整為

選修課，但因 98 學年度未開設英文實作課程，則經本科 980915 科
務會議決議通過除共同英文外，同意以本科所開設之必、選修英文相
關課程可替代。 

2. 經 981216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決   議：通過，但情形特殊者另案簽
報並會簽應外科。 

1. 案一：本科自 98 學年度修業科目表依預評教授建議將原英語字彙
(一)、(二)、(三)之課程名稱修改為「基礎字彙」、「字彙與閱讀」、
「閱讀策略與技巧」，其替代課程亦同，已於 980419 科務會議通
過，98 學年度修業科目表並於 980903 教務會議通過。 

2. 案二：本科之資料處理課僅「資訊管理與應用」為替代課程，經
980915 科務會議決議通過擬增設資管科「一年數位化資料處理課
程」，以利同學修課。 

3. 案三：「英文閱讀指導」(上,下)之替代課程為「英文閱讀與習作」，
若「英文閱讀與習作」有重覆修課情況時則可以一年英文閱讀與習作
或進階英文法替代，經 980901 科務會議通過。  

4. 案四：「英語應用文(上) 」因新舊課程交替本學期未開課，擬增加替
代課程進階英文寫作(一)及英文翻譯，經 980915 科務會議決議通
過。 

5. 案五：「語言與文化(2 學分)」課程調整至五下開課，學生面臨無課可
修因境，經本科 980901 科務會議決議，98 學年度以「社交英文
(選) 」替代。 

6. 修正後之應用外語科可替代課程對照表詳如(附件第 102頁)。 
(二)、 經 990602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應外科 

982 學期畢業班重補修事宜： 
案一： 
1. 94 學年度入學之應屆畢業生，因第二外語日文(三)連貫課程上、下學

期本學年並沒開課，需有替代課程，以維持學生修課權益。 
2. 經本科 990303 科務會議通過，第二外語日文(一) (二) (三)或西班牙

文  (一) (二) (三)，同學們應修習 12 學分之課程，若因成績不及格需
重修者，則同意以科上所開設之選修課程替代，唯不得重覆修習。另
95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亦比照辦理。 

案二： 
94 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學生原會計學(3 學分)其替代課程為跨修國貿科及
企管科，但因國貿科已無二年級，經本科 990309 科務會議通過可跨修
資管科會計學 2 學分課程，唯總畢業學分數不變，故如有以少抵多導致
總畢業學數不足者，請自行加修會計相關科目補足。 
案三： 
修正後之應用外語科可替代課程對照表(95 暫網前適用)詳如(附件第
103~105 頁)。 

決    議：通過。 
 

提 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有關「國防通識」課程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及軍訓教官以專長協助任教非其本職

課程案，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本案經 990602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 配合 99高中職課綱之頒布，將「國防通識」改為「全民國防教育」。 
(三)、 軍訓教官 98學年第 2學期起，其專長兼任「國防通識」、「全民國防教育」或「軍訓」以

外之專業課程授課者，在符合本校兼課原則下，得依校教評會議通過之聘任決議，參照
「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另支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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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提 案九：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為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提昇學生體能，擬於五專高年級開設必修或選修體育相關課程，

提請複   決。 

說  明： 
(一)、 因應 98體育專案評鑑。 
(二)、 961教務會議曾通過 96學年度五專新生於其四年級增加體育選修課程 2學分。(應於 99學

年度開設)。 
擬 辦: 
(一)、 自 99學年度起，五專四年級開設必修「體育興趣選項」課程 0學分 2 小時，（配合各科全

學期實習，護理科及企管科開設在上學期，其他各科開設於下學期，總計 22小時）。 
(二)、 五年級則開列選修之「運動與休閒」課程(含游泳課)0學分 2小時。 
(三)、 各科 96至 99修業科目表配合修正。 
(四)、 本案經 990602課程委員會議原則通過，必要時再做檢討。 
決 議：1.99學年度如案通過，並請各科配合修正 99學年度修業科目表。至以後年度則視學校

財力狀況及教師人力調整情形，逐年檢討。 
2.96至 98學年修業科目表隨同修正，但亦應逐年檢討。 

 
提 案十：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通識中心有關「安全與衛生」認列進階通識自然類課程，並於每學年下學期開課，提請 

複   決。 

說  明： 
(一)、 業經 98學年第二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第 2次科評會議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來文字號 0990000728表示，建議開設安全與衛生，利於全校環境安全評鑑。 

(三)、 目前 982尚未開課，是否符合教育部規定。 

(四)、 經 990303第一次課委會決議通過：增設全校選修「安全與衛生」2學分 2小時，供同學加

退選。 

(五)、 另於加退選週結束後選課人數為 0，擬依選課辦法之規定不予開課。 

決    議：通過課委會決議，請各科配合修正加入修業科目表。 
 
 
提 案十一： 
提案單位：成績更正委員會 

案  由：學生成績更正委會初審通過○○○等 11 位同學學期成績，提請 複決。 

說   明： 

提      案 案                                 由 審   查   結   果 

提案一： 

○○○老師 

擬更正五護二愛○○○同學（學號 97115○○○），981

「健康與護理（三）」課程學期成績為 74分。 

99.3.8.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二： 

○○○老師 

擬更正專帅二忠○○○同學（學號 97133○○○），981

「國文」課程學期成績為 76分。 

99.3.8.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三： 

○○○老師 

擬更正五應三忠○○○同學（學號 96165○○○）、○○○同

學（學號 96165○○○）、○○○同學（學號 96165○○○）

等 3名同學，981「多媒體應用」課程學期成績分別

為 88分、87 分、91分。 

99.3.8.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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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案                                 由 審   查   結   果 

提案四： 

○○○老師 

擬更五應一忠○○○同學（學號 98165○○○）981「資訊

管理與應用」課程學期成績為 80分。 

99.3.8.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五： 

○○○老師 

擬更正五護二仁○○○同學（學號 97115○○○），972

「公共服務」課程學期成績為 87分。 

99.3.8.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六： 

○○○老師 

擬更正夜動二忠○○○同學（學號 97143○○○），981

「數位影音理論與製作（二）」課程學期成績為 61

分。 

99.3.8.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七： 

○○○老師 

擬更正二帅二忠○○○同學（學號 97132○○○），981

「二年實用英文」課程學期成績為 95 分。 

99.5.5.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八： 

○○○老師 

擬更正夜二動一忠○○○同學（98143○○○學號），981

「軍訓」課程學期成績為 68分。 

99.6.7.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提案九： 

○○○老師 

擬更正五護五仁○○○同學（學號 94115○○○），982

「國學常識」課程學期成績為 68分。 

99.6.7.成績更正審查

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予以

更正 
 
決   議：通過。 

 

 

提 案十二：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教師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正「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教師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目前教學資源中心的設立，特修改本辦法。 

二、經 99年 3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詳如(附件第 106  頁)。 
決   議：通過；研發中心改為技術合作處。 

 

 

提 案十三：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正「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目前教學資源中心的設立並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特修改本辦法。 
二、經 99年 3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詳如(附件第 107   ~  119  頁)。 
決   議：通過；研發中心改為技術合作處。 

 

提 案十四：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方案申請說明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正「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方案申請說明」，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為因應未來教師能到其他機構研習，提升教師研究領域，特規劃本說明。 



  第 11 頁 

二、依據「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辦法」修正通過之後辦理。 

三、經 99年 3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詳如(附件第  120  ~  135  頁)。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定訂本校學生校外專業實務實習作業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實習輔導組 

一、因應本校組織改變，並落實實習業務，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已於 99年 03月 31日交付實習委員會討論詳如(附件第  136  ~  137  頁)。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由：99學年度五專三、四年級開設軍訓選修課程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中心曾於 98.6.10 九十七學年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提案開設軍訓選修，惟決

議略以︰(ㄧ)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同意辦理軍訓選修課程，(二)惟 99學年以後

是否繼續開課應再逐年檢討。基此，特再提本案。 

(二)、 基於男同學未來報考預備軍士官(需有五專三、四年級軍訓成績)及役期折抵之需求(每 8小

時軍訓可折抵役期 1 日)，實有必要於五專三、四年級開設軍訓選修課。 

(三)、 建議 99學年度五專三、四年級每學期開設軍訓選修課，每週 2小時，0學分。 

(四)、 經 990316通識教育中心第 3次科評會議通過。 

(五)、 經 990602課程委員會決議：在不增加學校總經費之原則下，同意辦理。 

決    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