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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 議程 
 

會議名稱：105 學年度第 1 次 教務會議 

時  間：105 年 8 月 17 日(星期  ) 上午 9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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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教務長 端耀 

列席指導：黃校長 宜純、李副校長 惠玲。 

出席人員：請詳簽到表                                          會議記錄：陳韋君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前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擬更正專科班學生 1041 學期成績案，提請  
討論。 

註冊組 照案通過。 

2 
教師未繳交 104-1 期末成績一案，提請  討
論。 

註冊組 經三次催繳已全數繳

交。 

3 
李惠瀅老師擬更正國軍班學生 1041 學期成

績案，提請  討論。 
註冊組 照案通過。 

 

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張坤杉老師擬更正國軍班學生 1042 學期成績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休管一甲國軍班溫慶麟(觀光學概論、休閒社會學)、黃品嘉(觀光學概論、休閒

社會學)二生，因任務所需不克到課，未及參加期中及期末測驗，經聯絡補考後，

補繳作業及報告，成績及格，敬請予以協助更正。(請參閱附件 1‐4) 

二、按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成績辦法第五條規定:為
保障學生權益，凡教師提出成績修改、未依規定時間繳交或補登成績者，專任

教師送交課務組、人事室存查，作為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晉薪及升等、評鑑、

續聘時服務考核之參考；兼任教師送交聘任學系（科），以供續聘參考。 
三、此案係配合國軍班專案要求，故擬不經受以上法規要求與限制，不需送人事室

存查作為未來考核、晉薪、升等、聘任、評鑑等之負面依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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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陳尤慧老師擬更正國軍班學生 1042 學期成績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休管一甲國軍班溫慶麟(休閒運動二)、黃品嘉(休閒運動二、環境資源概論)二

生，因任務所需不克到課，未及參加期中及期末測驗，經聯絡補考後，補繳作

業及報告，成績及格，敬請予以協助更正。(請參閱附件 5-7) 
二、按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成績辦法第五條規定:

為保障學生權益，凡教師提出成績修改、未依規定時間繳交或補登成績者，專

任教師送交課務組、人事室存查，作為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晉薪及升等、評鑑、

續聘時服務考核之參考；兼任教師送交聘任學系（科），以供續聘參考。 
三、此案係配合國軍班專案要求，故擬不經受以上法規要求與限制，不需送人事室

存查作為未來考核、晉薪、升等、聘任、評鑑等之負面依據。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郭修善老師擬更改 1042 學生期末成績案，提請  討論。 
說明：郭修善老師在期末送繳成績後，確認誤植企管系三年乙班鄭亦捷同學「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一課之成績，請求更正。(請參閱附件 8)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1.照案通過。 

2.成績更正案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總成績辦

法”辦理。並送交相關單位存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顧曉明老師擬更改 1042 學生期末成績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顧曉明老師在期末送繳成績後，新增企管系三年乙班林佑威同學「經貿英文選

讀二」一課成績，提請予以協助更正。（請參閱附件 9） 

二、林佑威同學於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選課確認單上簽名確實有這一門課程，

但成績輸入系統及紙本成績中並未出現該名學生名單，系上因學生反應已聯繫

老師協助修改成績。（請參閱附件 10、11）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科班學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5 年 4月 1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81412號函意見及本處所擬修

正建議，修正本校專科班學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請參閱附件 12。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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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照案通過。 

2.修正之第 28 條條文，請相關單位確定是夜間部還是進修部，予以修正。 

提案六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增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及教育部 105 年 4 月 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81412 號函意見增訂

本要點。 
二、條文草案，請參閱附件 13。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公布後實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更正專科班學生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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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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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教務會議議決。 

二、1042 學期專科班擬申請更正學期成績案件計有 3 件(不及格分數更改為及格），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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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王昱馨同學 
二健二忠 

(103214116) 
蔡忠憲
老師 

高齡復健
照護 

遺漏登期末
報告分數 

55 
(不及格) 

60 
(及格) 

附件 17 
蔡欣諭同學 
二健二忠 

(103214107) 
蔡忠憲
老師 

高齡復健
照護 

遺漏登期末
報告分數 

57 
(不及格) 

60 
(及格) 

附件 18 
孟雨薇 
五動三忠 

(102185147) 
溫智皓
老師 

音樂與
音效 

遺漏期末 
成績 

57 
(不及格) 

73 
(及格) 

 附件順序 
附件 14：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王昱馨同學 
附件 15：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蔡欣諭同學 
附件 16：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孟雨薇同學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依規定辦理成績更正。 

決議：1.照案通過。 

2.成績更正案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總成績辦

法”辦理。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習低成就學生輔導作業實施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配合校務系統整併，將原有之登錄系統名稱改正，並酌修文字，始符合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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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爰將第 2點、第 5點及第 6點修正。 
二、配合本校行政規章制定修正標準流程，爰將第 8點修正。 

三、修正對照表(附件 17-1)及修正後全文草案(附件 17-2)，請參閱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1.照案通過。 

2.登錄系統名稱改為學習低成就學生輔導系統。 

提案九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學反映評量實施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修正全文題號，使符合本校行政規章制定修正標準。 
二、此外明定評量範圍及平均值採計方式並酌作文字修正，使現行作業更臻明確。 

三、修正對照表(附件 18-1)及修正後全文草案(附件 18-2)，請參閱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自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5 年 6 月 20 日臺教資(二)字第 1050067651E 號函辦理。 

二、函示修正「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名稱修正為「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

辦法」，其修正內容與本校有關摘述如下: 

   第五條 刪除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應報部備查之規定。 

   第九條 增列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評鑑規定由學校定之、評鑑

報告保存年限由至少三年改為至少五年。 

   第十條 明定訪視結果有缺失之處理方式，為限期改善，未改善得減少

或限制獎勵及補助經費等。 

三、綜上，爰配合修訂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相關條文。 

四、修正對照表(附件 19-1)及修正後全文草案(附件 19-2)，請參閱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院系∕單位擬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各院系∕單位擬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計有同步：1 門；非同步：18 門，合計 19 門，

彙整如附件（01-01）。 
二、各院∕單位會議決議時間∕擬開課科目數∕附件(遠距教學課程及計畫提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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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如下： 
（一）健康休閒學院：105 年 5 月 19 日∕開設 3 門∕附件(01-02)。 
（二）人文資訊學院：105 年 5 月 12 日∕開設 2 門∕附件(01-03)。 
（三）管理學院：105 年 4 月 27 日∕開設 4 門∕附件(01-04)。 
（四）通識教育中心：105 年 5 月 17 日∕開設 10 門∕附件(01-05)。 

三、申請教師繳交之教學大綱經查均符合本校相關規定。 
四、本案經 105 年 06 月 1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擬辦：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決議： 

一、依 105 學年度院系所名稱修正如下： 
（一）「健康休閒學院」修正為「護理健康學院」 
（二）「人文資訊學院」修正為「商業資訊學院」 
（三）「管理學院」修正為「創新管理學院」 

二、請教務處研擬遠距教學之管考措施，讓遠距教學評議作業依法有據。 

伍、散  會  十時四十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