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處處務會議紀錄
日期：10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地點：誠正大樓 B309 會議室
主席：陳教務長惠萍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郭旭芳

壹、主席致詞：
一、上午召開主管會報，有幾點指示與建議：
(一)大同國小實驗室搬遷，為考量長久規劃，擬請教務處提先提供幾個
方案，並評估優缺點。並有師長建議搬遷至附中的可行性，請一併
評估。
(二)為增進行政績效，加強考核，各項會議須提列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未來請秘書進行追蹤管考。
(三)新任教育部長上任後，對未來高教藍圖的規劃，擬推動課程選修擴
大化、進行課程分流、並強化業界的實質交流。教務處擬再加強鼓
勵系所實施課程分流。
(四)有關學雜費調整案，請學籍組再準備，以下資料：(1)本校與其他大
學收費之比較分析。(2)增加學雜費收入後如何規劃?請提出相關建
議。
二、有關理工學院提議，大學部預研生選修研究所課程，是否能夠免予收
取學分費？(請研教組、學籍組評估學分費減收情形及影響？)
三、有關碩士班甄試未錄取學生，其碩士班考試報名費優惠 50%，擬將此
優惠措施載明於碩士班報名簡章。
四、碩士班考試採各學系聯合招生，請企劃組評估招生系統、考科及志願
填寫等配套措施。
貳、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案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票 選 教 務 處 處 服 桃紅色有領衫，以 12 票獲多 已調查同仁尺寸，
顏色及款式。
數過，教務長將致贈每名同仁 請廠商印製 logo。
一件，以表達感謝之意。
預計 5/25 前交貨。

參、各組工作報告
一、研究生教務組
(一)6 月 1 日舉辦第 2 及第 3 場論文比對系統說明會，目前第 1 場（教
師場，E401）報名人數有 22 人，第 2 場(研究生場，E308)報名人
數 100 人(人數已滿)，已 mail 給研究生改參加第 1 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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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 105 特教暑期碩士在職專班及經管系 EMBA 班課程事宜。
(三)辦理 93 學年以前進修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籍影像上傳於教務線上
管理系統業務。
(四)處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課程棄選事宜，本學期計有三位研
究生提出申請。
(五)通知未完成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論文指導費核銷事宜之系所儘速完
成，目前有數位系及幼教系尚未完成。
(六)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休退學第二次退費相關事宜。
(七)辦理研究生學雜費及學分費未繳者之催繳事宜。
(八)理研究生學生證補發、中文單學期及歷年成績單、各項證明文件影
印、英文成績單及英文畢業證書等申請案。
二、教學業務組
(一)目前輔系課程架構提院課程審議的有諮商與輔導學系及應用數學
系。
(二)第 10~11 週受理學生棄選作業，共棄選 192 門(含師培、通識、大學
部及碩班課程)。
(三)105 年暑期英語加強班申請時間為 6/1 至 7/5 下午 5 時截止，符合申
請之學生自行上網申請修課。
(四)依據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105 學年度起開學加退選
期間已更改為 10 天，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加退選時間為 9/12(一)
中午 12 時至 9/21(三)下午 5 時截止(為維護學生權益，本訊息在
E-course、學校首頁、導師會議、班代會報時間本組組長到場說明、
學籍組另發放紙本學生註冊須知加以宣傳)。
(五)「國立臺南大學普通教室借用管理要點」已送 105 年 5 月 18 日第七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六)有關榮譽校區門窗汰換施工，經洽詢榮譽校區梁先生，數位講桌如
要統一存放，唯一可放置之空間為忠孝堂闈場(但暑假有轉學考試
須使用)。另洽詢電腦公司表示，不建議將數位講桌拆除移動，因
拆除線路與重新啟動設定皆相當耗時，且數位講桌內部儀器並不適
合如此搬動遷移，會損傷內部主機與線路連結，費用上也將會是一
項開銷。與營繕組長李組長連繫，營繕組表示除已交待廠商完全包
覆教學設備外，施工大樓設有鷹架及防水布，若有風雨應不致造成
問題。
(七)因大同國小實驗室施工因素，下學期接獲指示保留 ZA306、ZA307、
ZA308 轉為大同研究中心之實驗室；教室之課桌椅須搬至忠孝堂存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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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有關加退選時間異動，學生反映部分授課教師僅於課堂中進
行加簽作業，煩請加強宣導各授課教師協助學生加簽作業。另外，
擬於開學日班代會報再次進行加退選時間異動之宣傳。
主席裁示：
(一)榮譽校區門窗汰換施工，數位講桌一定要嚴密包覆，請教學組同仁
於廠商施工前，再次檢查。
(二)下學期若榮譽校區部分課程調整至府城校區上課，請注意上下節課
程地點一致性，減少學生來回交通的危險。並請各學系協調專業課
程安排於週一、週五上課，以利教室調度。
三、學籍成績組
(一)填報教育部委託世新大學辦理之原住民族教育統計調查。
(二)學雜費調整及管理學院學雜費，預計於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決行後
報部。
(三)通知 1/2 扣考學生盡速確認請假缺曠紀錄(目前為止尚有 5 位)。
(四)第 13 週辦理大學部學生因休退學退費（退 1/3）。
(五)彙整完成 105.1 學期在校生及非指考生註冊須知。
四、企劃組
(一)105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本校招生 396 名、登記分發 286 名，
其中 13 位放棄入學，缺額共 123 名流用至指考。
(二)10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於 105 年 5 月 20 日放榜，錄取正取生 31 名、
備取生 17 名，定於 25 至 27 日辦理報到。
(三)105 年 5 月 28 至 29 日配合學校舉辦阿勃勒節活動，於誠正大樓中
庭設置攤位進行招生宣傳，這兩天將排班請各組同仁輪流到場協
助。
(四)大學招聯會函轉教育部有關配合社會救助法之修正，中低收入戶考
生減免報名費 60%，將自 105 學年轉學考、進學班招生開始適用。
五、進修推廣組
(一)105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B 班目前報名人
數 33 人，持續招生中，報名至 5 月 27 日截止。
(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目前報名人數 39 人，已
於上週五召開放榜會議，預計於本週五（5 月 27 日）公告錄取名
單。
(三)105 學年度幼教專班招生簡章已於上週五公告，6 月 17 日（五）至
6 月 27 日（一）報名，並訂於 7 月 17 日(日)統一考試。
(四)105 年夏令營活動，預計推出，下列班次：
1、日語入門（陳儒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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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綻放的小宇宙繪本（林盈秀老師）
3、桌遊數學（許永清老師）
4、籃球之星（本校籃球隊）
5、魔幻藝術育樂營（本校魔術社）
6、初級桌球（陳進祥老師）
7、兒童英語夏令營（黃歆琦老師）
8、朗讀（王琅老師）
9、初階素描（謝旺自老師）
10、油晝（鄭福源老師）
11、超記憶學習課程
(五)持續規劃及宣傳推廣教育各項學分進修、生活新知、證照輔導、師
資培訓等，近期開設課程如下：
1、學分進修：公務人員轉職系學分班（教育行政學分班、一般行
政學分班、文化行政學分班）。
2、師資培訓：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國民小學教
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國中教師第
二專長學分班—輔導活動主修專長規劃中）。
3、生活新知：藝術治療初階班、藝術治療進階班、內家太極養生
功、簡報製作及網路工具、個人形象塑造與時尚彩妝班、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超簡單-App Inventor 零基礎入門班、寶石基礎入
門、商業主持人及婚禮主持人訓練班、口才訓練、家事魔法師、
桌遊與心理學、玄空風水學、日語、日語檢定、韓語、背包客
英語、越南語等課程。
補充報告：推廣組辦公室進行空間微調，值班人員安排固定座位，電腦
也裝設教務系統，以利同仁使用。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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