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處處務會議紀錄
日期：107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誠正大樓 B307 會議室
主席：陳教務長惠萍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蔡雅芳

壹、主席致詞
一、 開學伊始，大家辛苦了，我們做最好的自己，建最佳的團隊。
二、 因昨日（2 月 26 日）校務研究會議中提及本處須於 3 月 8 日報告相關業務的分
析，拜託大家仍秉持「勇於承擔，專於學習」態度，接受挑戰，再次感謝。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三、 研究生教務組
(一) 辦理研究所課程授課教師、時間、教室異動等事宜。
(二) 受理研究生跨校選課及日夜碩班互跨相關事宜。
(三) 協助 107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及教學碩士班考試試場佈置。
(四) 辦理日間提早入學研究生及數位系碩士專班(春季班)研究生學生證領取事
宜。
(五)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外籍研究生入學事宜，本學期計有 3 位外籍研究生入
學。
(六)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交換生入學事宜。
(七) 進行 107 年度研教組設備(2 台電腦及 1 台印表機)之訪價及採購。
(八) 電話及簡訊聯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需復學之學生辦理復學、休學或退學。
(九) 教育系測統碩班系辦表示該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有 8 位，但有 6 位休學，造
成 3 門必修課只有 2 位學生選課，因開課最低人數為 3 人，請示是否以專簽方
式處理？
主席裁示：
教育系測統碩班 3 門必修課未達開課最低人數，請研教組再與系辦研議處理方式。
二、教學業務組
(一) 第三階段開學加退選時間為 107 年 2 月 22 日(四)中午 12 時至 3 月 8 日(四)下
午 5 時止。開學第一天選課時，發生伺服器錯誤情形，本組已於第一時間緊急
公告學生周知並連絡工程師進行修復，使學生得以正常選課。本組將針對此情
形進行檢討與建立對策，避免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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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截至 2 月 23 日(五)教學大綱上傳情形：
1. 教育學院 95.24%
2. 人文與社會學院 97.18%
3. 理工學院 92.83%
4. 環境與生態學院 97.83%
5. 藝術學院 89.50%
6. 管理學院 98.85%
7. 其他單位 98.84%
8. 總計 95.12%
(三) 2 月 26 日(一)中午 12:00 假誠正大樓 B309 會議室，邀請教育系尹玫君教授詳
解<數位課程認證之規準>。
(四) 進行 107 年度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財產盤點作業。
(五) 寒假期間，感謝企劃組以相關經費支援本組一名人員，協助進行府城校區教室
細項的檢查(含窗簾修繕 13 口、桌椅腳補充 89 個、板擦機購置新品 8 台)及兩
校區教學媒體開學前的檢驗，使開學作業更臻完善。
(六) 開學兩週內，已協調營繕組全面開放空調。
(七) 因應 3 月 10 日、11 日辦理 107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考試(含布置)，使用文薈樓
J106、J201~J204、J207~J208、J301~J302 為試場，因星期五下午 2 時起進行
試場布置，當作試場之教室所安排之課程，已公布調整教室方案。未來如試場
間數不多，則請企劃組評估是否調整為下午 4 時起進行試場布置，期望盡量以
不影響正常班級上課為原則。
(八) 4 月 6 日(五)調整為放假日，是日課程於 3 月 24 日(六)上課，3 月 24 日(六)
課程則調整至 3 月 25 日(日)上課。
(九) 本組擬提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之提案列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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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修正內容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教師教學須知」 一、本校課程網站上傳教學大綱及填寫能力指標時
部分條文
間為
(一)上學期請於學生第一階段選課前完成；
(二)下學期請於前一學期第 16 週結束前完成。
(略以)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微學分課 二、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各院、系所、語文中心與
程要點」部分條文
通識教育中心。(略以)
三、學生參加經認可之微學分活動模組合計達 18
小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開設單位與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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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可得到 1 學分之登錄。登錄之課程名稱
為｢自主學習課程(一)｣、｢自主學習課程(二)｣、…
依此類推，可認列為自由選修，但最多採計 4 學分
為畢業總學分。登錄之成績為「通過」，且不與其
他學期成績合併計算平均。未達標準或審核未通過
之活動模組，不得要求登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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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3

4

提案

修正內容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大學部學生選 第三條 (略以)；日夜間學士班四年級至少應修 1
課辦法」部分條文
學分（交換學生及依本校規定申請出國修課者不在
此限）。學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及名次在該
系該年學生數前 50%以內，次學期經學系主任核
可，得加選至多 3 門課。
第十一條 學生經授課教師同意，原則上得修讀較
高年級之科目。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學則」部分條
文
file:///C:/Users/User/Downloads/
%E5%AD%B8%E5%89%87%20(4).pdf
※參考臺灣大學學則
※擬於 3/5(一)組長會議提案討
論。

第十一條 學生選課應於規定時間內，按照所屬學
系之課程規定、當學期選課公告及「國立臺南大學
大學部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辦理，「國立臺南大
學大學部學生選課辦法」另訂之。
第十八條 (建議刪除)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
學期所修學分，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十六學分， 不得多於三十學分，惟進修學士班學
生不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多於三十學分。第四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三十學分。但
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且名 次在該系該
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次學期得經學系主任
核可加選一至二科目。

(十) 原定 3 月 14 日(三)召開之遠距課程會議，因目前僅 1 位教師續開 107 學年度課
程，擬移至學期中後段時間，5 月份第 2 次校課程會議前再行召開。
主席裁示：
(一) 碩士班招生考試因事前開放考場讓考生查看座位，試場布置仍須提前進行，請
教學組協助調整普通教室使用，以不影響正常班級上課為原則。
(二) 3 月 24 日(六)補行上課日，似有部分教師未留意相關課程調整，請再發予通知
信件。
(三) 數位影音課程本學期已進入籌備階段，因應課程方式調整、檢核方式改變，相
關要點均應配合修訂，請教學組再行思考連動之法規併提教務會議審議。
(四) 秘書室反映 A311 教室桌椅為一體成形，無法提供不同體型學生之需求，請更
換部分為分離式桌椅，以提升本校服務品質。
三、學籍成績組
(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來校交換生、跨選生及出國交換生，教務系統註記
結業及交換。
(二)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來校交換生及轉學生學生證製作及學籍資料建檔。
(三) 107 學年度全校行事曆業經 106 學年度第 5 次(2 月份)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四) 辦理大學部轉學生學分抵免事宜(至 107 年 3 月 8 日截止)。
3

(五) 印發大學部各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總表，供各系辦及導師參存。
(六) 傳送各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均超過（含）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1/2 或 2/3 名單及不及格科目，並請協助關心與輔導。
(七) 加退選選課確認後印發大三及大四生歷年學分主副修核對清單，供其核對畢業
學分及簽名。
(八) 傳送各學系大四畢業生英檢及通識護照修習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實施方案」(草案)已提 2 月
26 日第 1 次主管會報核定，簽辦程序請學籍組賡續辦理，日後並請依要點規定
辦理審查會議。
(二) 目前訂有輔系辦法之單位仍需再增加，請學籍組將已訂定之單位列表，後續由
本人通知各系主任。
四、企劃組
(一) 107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定於 3 月 10 日至 11 日舉行，碩士班預
計錄取 231 名，報名人數為 495 人；碩士在職專班預計錄取 248 名，報名人數
有 378 人；教學碩士班預計錄取 18 名，目前報名人數為 36 人。相關各項考試
準備工作均按排定期程進行中。
(二) 有關大學繁星推薦入學預計 3 月 14 日(三)放榜，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結果預計 3 月 28 日(三)公告，目前已通知各學系注意時程安排和協助後續各
項試務工作。
(三) 107 年度大學博覽會業於 2 月 24 至 25 日假北、中、南三區同時辦理，特別感
謝處內同仁的大力協助與配合。
(四) 茲因近年來中部學生就讀本校之學生數呈現增加趨勢，故本年度特別安排參加
台中場博覽會；本學期亦將持續拜訪中部各高中校長(中一中、中女中、彰中、
彰女、投中、中興高中、暨大附中等校)，也將比照慣例邀請各系所師長同行，
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五) 本次主動參與大學博覽會之師長名單如下：
1. 台北場：張原謀主任、王琅老師、楊美娜主任、劉子歆主任、曾明基老師、
謝麗雪老師、郭文鱗小姐、楊富仲先生等。
2. 台中場：葉耕榕老師(經管)、卜一宇老師(綠能)、程台生主任、陳建發(視
設)、許綬南主任、黃文老師(教育)、郭旭芳秘書、黃慶圓小姐等。
3. 高雄場：陳晞如老師、林聖曦主任、嚴子陵老師、林春吟老師(文資)、盧俐
雯秘書、黃丹盈小姐、黃俊傑先生、蔡雅芳秘書、劉嘉貞小姐、蔡國泰先生
等。
(六) 有關本年度 1 月至 4 月招生活動一覽表如下：
日期
1 月 29 日

地點

活動

宜蘭高中、蘭陽
拜訪校長、主任 教務處
女中、慧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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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出席單位或人員
企劃組

日期

地點

1 月 29 日 宜蘭高中
1 月 30 日 長榮高中
2 月 22 日 永仁高中

2 月 23 日 臺南女中

活動
大學博覽會
學群介紹
入班宣導

學系介紹

學系
教務處

企劃組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傅耀賢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劉奕宏

經營與管理學系

曾繁絹

教務處

企劃組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張家欽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黃家勤

生物科技學系

程台生

生物科技學系

張翠玲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張原謀

國語文學系

2 月 24 日

王琅

音樂學系

楊美娜

經營與管理學系

劉子歆

經營與管理學系

葉耕榕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卜一宇

生物科技學系

程台生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台北、臺中、高
全國大學博覽會
雄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2 月 25 日

出席單位或人員

陳建發
陳晞如

特殊教育學系

曾明基

英語學系

謝麗雪

英語學系

許綬南

英語學系

嚴子陵

教育學系

黃彥文

幼兒教育學系

林聖曦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林春吟

3月2日

新營高中

大學博覽會

教務處

企劃組

3月3日

嘉義市政府

大學博覽會

教務處

企劃組

3月5日

光華高中

大學博覽會

教務處

企劃組

諮商與輔導學系

陳志賢

教育學系

待確認

教育學系

林娟如

國語文學系

林登順

電機工程學系

許世昌

生物科技學系

吳慧珍

諮商與輔導學系

吳麗雲

資訊工程學系

李建樹

3 月 29 日 高雄市文山高中 模擬面試

3 月 30 日 國立新營高中

3 月 31 日 臺南女中
4月2日

模擬面試

模擬面試

高雄市立中正高 模擬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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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活動

中

學系
諮商與輔導學系

出席單位或人員
翟宗悌

主席裁示：
(一) 非常感謝企劃組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妥適運用大學生的力量，共同完成同時
間北中南三場大學博覽會，為將辦理情形及成果完整呈現，請蒐集會場上相關
照片製作成影片以作為成果報告。
(二) 目前面臨招生之困境，亟需有效策略以提升註冊率，本學期第 1 次招生策略暨
院長會議請邀集各系所主管擴大舉辦，並請企劃組將目前招生方式做工作報告，
及先行研議相關對策，如可成立教師招生團隊、辦理高中營隊等方式俾供系所
依循辦理。
五、進修推廣組
(一) 辦理進修學位班及進修推廣班各項經費事宜。
(二) 例行性作業含入帳、經費核支、工讀班表、開課通知、製作學員證書等事宜。
(三) 107 年度「無形文化資產-通論性議題主題講座」，將於 107 年 3 月 3 日（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辦理，全程免費並提供便當，歡迎同仁參加。
(四) 107 學年度幼教專班開班協調會已於 2 月 26 日於教育部討論，本校維持招收一
班夜間班；另原本校承辦今年幼教專班教學演示，因教育部希望每校辦理時間
更改為二年，今年仍由臺中教育大學承辦，本校承辦時間調整為 108-109 年度。
(五) 本組申請 107 年度產投人才方案的班別為「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班第 01 期」及
「越南語基礎班第 01 期」。
(六) 教育部訂於 3 月 8 日召開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開班協調會議，
已協調諮輔系及戲劇系同意開設表演藝術及輔導活動主修專長。
(七) 持續規劃及宣傳推廣教育各項學分進修、證照輔導、師資培訓及生活新知等課
程，請大家協助宣傳。
1. 學分進修：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務人員轉職系學分班（教育行政學分班、
資訊處理學分班、一般行政學分班）、107 年度特殊教育導論 3 學分班。
2. 證照輔導：創意手工皂師資培訓班、日語 N3 檢定、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
地政士業務進修考照班、記帳士考照輔導班、國際禮儀接待員輔導證照班
等。
3. 師資培訓：107 年度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107 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
4. 生活新知：
(1) 語言類：日語、韓語、越南語、德語、印尼語、背包客英語、西班牙語。
(2) 心理類：藝術治療初進階班、桌遊與心理學、藝術治療應用於身心障礙
者服務工作坊、創傷藝術治療研習、藝術治療圖卡工作坊、藝術治療應
用於老人族群、藝術治療衡鑑-家庭動力繪畫測驗。
(3) 養生類：藝術治療初進階班、桌遊與心理學、藝術治療應用於身心障礙
者服務工作坊、創傷藝術治療研習、藝術治療圖卡工作坊、藝術治療應
用於老人族群、藝術治療衡鑑-家庭動力繪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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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類：Illustrator 電腦繪圖班、Photoshop 影像處理、手機 APP 零
基礎入門、微電影創作、威力導演影片剪輯入門班、Scratch 兒童程設
思維課程班、OOP 兒童物件導向程設思維課程班。
(5) 藝術類：鋼琴基礎、進階班、書法初階班。
(6) 其他：道教研習班、無形文化資產-通論性議題主題講座。
六、教務長室
(一) 彙編本處 108 年資本門需求表、108 年收入暨支出概算，及因應數位講桌採購
數量減少調整本處 107 年資本門購買品項，調整部分目前簽辦作業中，奉核後
請各組依主計室規定於 4 月 30 日前完成請購作業。
(二) 將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四)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複評會
議，進行相關前置作業排定。
(三)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申請將於 3 月 10 日(六)截止，已於
2 月 22 日（四）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全校教師可提出申請。
(四) 教育部於年前（2 月 13 日)以新聞方式公布高教深耕計畫審查結果，本校今年
獲 4,596 萬元經費，感謝教務長為高教深耕所付出的辛勞，及帶領教務處爭取
團隊佳績。另 107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本校通過 A 類 2 案，為教
育學院「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偏鄉教育補給站」及環生學院「守護溪頭海尾
－社會與生態環境共生的實踐」
。
(五) 本校執行「106 年度弱勢學生關懷輔導課輔計畫」（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補助）
結案相關文件業於 107 年 2 月 21 日函送至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上開計畫將於 6
月 1 日(五)召開各校成果發表暨座談會，後續彙整報告資料依限提報至臺灣教
育大學系統。
(六) 彙整各處院需求向教育部提報 107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儀器及設備改善計
畫」
，經費共計新臺幣 1,800 萬元整。
主席裁示：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辦理 2018 臺湛夏令營及兩岸大學校長論壇（7 月 6 日至 7 月
11 日），昨日已先聯繫兩位師長詢問是否同意率隊參加，相關事宜請續辦之。
參、提案討論
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長室
案 由：擬訂定本處各組校務研究（IR）分析議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處各組校務研究（IR）分析議題，先由婉婷彙整他校校務研究辦公室已分析議
題列表如附件一(P8-9)，請參閱。
二、 本處需於 107 年 3 年 8 日(四)前繳交 IR 分析報告，WORD 檔範本如附件二(P10)。
決 議：會後請各組提供確切議題分析予秘書彙整，各議題之分析報告請按範本格式
於 3 月 5 日(一)前送教務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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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00)
附件一

校務研究 IR 分析參考議題-教務處
單位
教學組

學籍組

研教組

企劃組

參考議題
各院與各學系大學部開課數量分析
大學部各系及教師關課數量分析
大學部學生棄選人次及科目數量分析
教師授課時數數量分析
大學部註冊率分析（101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大學部新生畢業學校-30 所
（102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大學部新生畢業學校-性別
大學部學籍資料分析
（102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大學部學生地區別-戶籍
（103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
大學部學生學習狀況分 轉系人數（100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析
雙主修人數
（100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含進修學士班)
輔系人數（105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在校人數（100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學生現況分析
畢業人數（100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
境外生人數
（100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休學人數、休學原因
大學部學生休學退學分 （100 學年度至 1061 學期)
析
退學人數、退學原因
（100 學年度至 1061 學期)
各招生管道之學生學習成效
大學部學生學習成效分 （103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
析
各弱勢學生與一般生學習成效差異
（103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
碩士班休學分析、退學分析、休學生復學比例分析
碩士班註冊率分析
碩士班新生畢業學校-10 所
碩士班開課數量分析
碩士班修業時間分析（代議，需與電算中心確認 DATA）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分析
碩士班考試生源背景分析
招生策略分析(大學部、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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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析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單位

推廣組

參考議題
招生宣傳管道成效評估分析
日間學制碩士班錄取率及註冊率分析
推廣教育開班數分析
推廣教育各類收入分析
推廣教育滿意度分析

資料來源：
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https://oir.ntu.edu.tw/ntuir/?page_id=140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http://oir.nccu.edu.tw/nccu/#page7-container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http://www.iro.ntnu.edu.tw/web/?Home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http://ir.ncu.edu.tw/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http://oir.nuk.edu.tw/files/11-1019-882.php
東海大學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http://ir.thu.edu.tw/
南臺科大
http://bdirc.stust.edu.tw/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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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析

附件二

報告書格式(標楷體、14 號字、固定行高 18)
(範例)
分析議題：大學部註冊率分析
分析單位：教務處
議題：大學部註冊率分析
(前言)在少子化趨勢下，各校招生競爭激烈，為使考生能將本校列為選填志
願之首選，並讓學生願意報到、註冊、就讀，這些皆是校務研究須着重的面向。
一、輸入資料
101-105 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名額及新生註冊人數
二、分析過程
(統計表、圖表…等)
三、結果與建議
(一)總結
1、
2、
(二)建議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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