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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3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4 次行政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4 次行政會議已於 99 年 2 月 24 日完

成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資料製作十三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備

查。 

 

敬  陳 

校長                                             

職 

蔡志超   謹簽 

 
 

單
位
主
管 

 

核 

稿 

 

決 

行 

 

 
 
 
 
 
 
 
 
 
 
 
 
 
 
 
 

CGP01--70D 



  

慈濟技術學院 9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4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9年 2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10：00 

二、地  點：本校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蔡志超老師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蔡長書教務長、羅文瑞學務長、牛江山總務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主任、許瑋麟主任、蔡宗宏主任 

葉善宏主任、吳善全主任、翁仁楨主任、蔡裕美主任 

謝麗華主任、李長泰主任、蔡武霖主任、羅文瑞學務長 

謝易達主任、孫瑋蓮同仁代、李志偉主任、呂家誠主任 

楊天賜組長、田一成組長、曾瓊禎組長、翁銘聰組長 

張玉瓊組長、沈淑惠教官、李春蓓組長、楊耀宗組長 

迪魯．法納奧組長、許彙敏組長、陳玉娟組長、黃正立組長 

魏  鑫組長、蔡志超組長、魏子昆組長、牛江山總務長代 

游崑慈組長、張志銘組長、田培英組長莊艷妃組長 

江玉君組長、陳志聖主任。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編製教科書出版補助辦法」。照案通過。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修正通過。 

(三)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修正通過。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施辦法」。照案通過。 

(五)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班級資源回收競賽獎勵辦法」。照案通過。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請假規則」。照案通過。 

(七)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專業科目擋修規定」。照案通過。 

(八)護理系擬設置台灣健康照護實證中心案。照案通過。 

 

七、主席報告： 

(一)99 學年度本校將接受教育部評鑑，因此請各單位針對前次校內自我評鑑暨董

事會評鑑之缺失，提出改進計劃。 

(二)請秘書室就董事會對本校之評鑑報告，召開檢討改進會議。 

(三)本校去年底接受教育部體育評鑑，評鑑內容包含活動競賽成果、組織人力、

教學課程、學術研究及場地設施等方面。教育部希望各校至少須有一場一館。

由於本校至今仍舊未設置體育館，因此評鑑結果不甚理想。希望基金會能儘

快協助興建體育館。 

(四)請各所系科中心積極網羅下學期之專任教師。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略，詳參期末校務會議）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第九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教學績優教師於每年校慶時頒

發表揚。教學績優教師為本校

次學年度「教學促進小組」當

然委員，任期一年。 

第九條 

教學績優教師於每年校慶時

頒發表揚。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學習反應評量實施辦法」第三、四、六條條文，提

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結果作為教師改進教

學及教學績優教師評審之參

考。 

 

第 三 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每學期實

施一次，評量時間為每學期之

十七及十八兩週，學生填完評

量問卷之後方得選習下一學

期課程。 

修訂第三

條，原第三條

改至第四條

修正 

第 四 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執行方式

分別如下：  

一、學期中評量：得由各所、

系(科)自行於學期中評估執行

為原則。  

第 四 條   

教 師 授 課 科 目 學 分 超 過

1/3(含)以上之班級皆需評

量，由學生自行上網填卷，統

計結果由教師發展中心上網

公告，作為調整教學之參考。 

原第四條移

至第五條 



  

二、學期末評量：應由教務處

依各所、系(科)定之評量

項目，於網路上進行施

測。評量時間為每學期之

十七及十八兩週，學生填

完評量問卷之後方得選習

下一學期課程。 

第 五 條  

教 師 授 課 科 目 學 分 超 過

1/3(含 )以上之班級皆需評

量，由學生自行上網填卷，統

計結果由教師發展中心上網公

告並交由各所、系(科)、通識

中心及該科授課老師，作為調

整教學之參考。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原第五條改

至第七條 

第 六 條   

評量結果列為教學輔導對象

者，每學期應送交該所、系(科)

並依「教師教學」調查結果分

析應用與回饋作業流程進行教

學輔導。 

 新增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實施要點依本校「提升本校學生英文、中文暨資訊能力規畫」訂定之。 

http://tad.tccn.edu.tw/ezcatfiles/tad/img/img/463/202003678.doc
http://tad.tccn.edu.tw/ezcatfiles/tad/img/img/463/202003678.doc


  

   二、為提升本校學生國語文之一定基本能力，俾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生涯所須。      

草案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草案） 

99年 2月 23日通識教育教學研究會議通過 

99年 2月 23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 2月 24日第 104次行政會議訂定 

一、實施依據：本實施要點依本校「提升本校學生英文、中文暨資訊能力規畫」訂定

之。 

二、實施目的：為提升本校學生國語文之一定基本能力，俾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生涯

所須。 

三、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四技一年級學生、二技一年級學生及專科部三年級學生。

九十九學年度試辦，一００學年度實施。 

四、檢測時間：第二學期第十四週週會（星期三）時間施行。 

五、檢測地點：由教務處安排教室舉行。 

六、作業程序： 

（一）由教務處按照本校正式招生考試方式，成立「中文基本能力檢測」試務中心，

製作試題、試卷、安排監考人員，並聘請教授「國文」之教師參與閱卷等相

關工作。 

（二）「中文基本能力檢測」的項目包括作文、應用文及語文測驗三項。採用文字

書寫與測驗題型的形式，由「中文基本能力檢測委員會」負責命題相關事宜。 

（三）由「中文基本能力檢測委員會」製作評分標準卷，訂定相關指標，其指標為： 

1、作文部份： 

  （1）、質化部份 

 



  

級  分 評  分  規  準 備 註 

六級分 六級分的文章是優秀的，這種文章明

顯具有下列的特點：          

a、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

適當的 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

明， 以凸顯文章的主旨。 

b、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段落分

明，內容前後連貫，並能運用適當

的連接詞聯貫全文。 

c、遣詞造句：能精確使用語詞，並有

效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d、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幾乎沒

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

的錯誤。 

 

五級分 五級分的文章在一般水準之上，這種

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的特點：  

a、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

相關材料，並能闡述說明主旨。  

b、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

偶有轉折不流暢之處。 

c、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

用各種句型，使文句通順。 

d、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少有錯

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

誤，但並不影響文意的表達。 

 

四級分 四級分的文章已達一般水準，這種文

章明顯具有下列的特點：  

a、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

材料，  尚能闡述說明主旨。  

b、結構組織：文章結構稍嫌鬆散，或

偶有不連貫、轉折不清之處。  

c、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

 



  

表達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

贅句；句型較無變化。  

d、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

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

錯誤，但不至於造成理解上太大的

困難。 

三級分 三級分的文章是不充分的，這種文章

明顯具有下列的缺點：  

a、立意取材：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

取材料，但選取的材料不甚適切或

發展不夠充分。  

b、結構組織：文章結構鬆散，且前後

不連貫。 

c、遣詞造句：用字遣詞不夠精確，或

出現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  

d、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

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

錯誤，以致於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二級分 二級分的文章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不夠

好，在表達上呈現嚴重的問題，除了

有三級分文章的缺點，並有下列的缺

點：  

a、立意取材：雖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

選取材料，但所選取的材料不足或

未能加以發展。 

b、結構組織：結構本身不連貫；或僅

有單一段落，但可區分出結構。  

c、遣詞造句：用字、遣詞、

構句常有錯誤。  

d、錯別字、格式與標點

符號：不太能掌握格 

  式，不太會使用標點符號，且錯別

 



  

字頗多。 

一級分 一級分的文章顯現出嚴重的缺點，雖

提及文章的主題，但無法選擇相關題

材、組織內容，並且不能在文法、字

詞、及標點符號的使用上有基本的表

現。這種文章具有下列的缺點：  

a、立意取材：僅解釋提示；或雖提及

文章主題，但無法選取相關材料加以

發展。 

b、結構組織：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

或僅有單一段落，且不能辨認出結

構。  

c、遣詞造句：用字遣詞有很多錯誤或

甚至完全不恰當，且文句支離破

碎。  

d、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完全不

能掌握格式，不會運用標點符號，

且錯別字極多。 

 

零級分 使用詩歌體、完全離題、只重抄題目或

只抄寫說明、空白卷。 

 

（2）量化部份（四級分最低標準要求） 

     a、作文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含標點符號）。 

     b、能依據內容分段寫作，至少分為三段。 

     c、正確使用標點符號，且錯誤不得多於 8 個（含）。 

     d、正確使用文字，錯別字不得多於 8 個（含）字。 

2、應用文部份：能依據題幹與選項正確選擇答案；命題範圍含括公文、書信、

柬帖、題辭、對聯、履歷、自傳、名片。 

3、語文測驗部份：能依據題幹與選項正確選擇答案。 

七、檢定標準： 



  

（一）作文部份依據質化標準與量化標準，分為1—6級，四級（含）以上為「通過」；

三級（含）以下為「不通過」。 

（二）應用文及語文測驗部份總分為100分：應用文佔30分；語文佔70分。以60分

（含）為「通過」門檻。 

（三）作文、應用文及語文測驗三項皆「通過」，方為「檢測及格」。 

八、未通過檢定的替代課程： 

（一）未通過「中文基本能力檢測」者，得於次年再次參加檢測。 

（二）兩次不通過者，本校將開設「中文基本能力」選修課程予以輔導。 

選修課程通過評定者，視同檢測通過。 

九、「中文基本能力檢測」成績，一００學年度大學部四技一年級入學新生、二技一

年級入學新生及專科部一年級入學新生列為學生畢業門檻，通過「中文基本能力

檢測」者，始取得畢業資格。 

十、本實施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教務法規辦理。 

十一、本實施要點經通識教育教學研究會議、教務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提案四：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資訊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草案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資訊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草案) 

 

99年 2月 23日通識教育教學研究會議通過 

99年 2月 23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 2月 24日第 104次行政會議訂定 

一、實施依據：本實施要點依本校「提升本校學生英文、中文暨資訊能力規畫」訂定

之。 

二、實施目的：為提升本校學生資訊之一定基本能力，俾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生涯所

須。 

三、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四技一年級學生、二技一年級學生及專科部二年級學生。

九十九學年度試辦，一OO學年度實施。 

三、資訊基本能力指標內容包含：文書編輯、電子試算表、簡報軟體等科目之檢定。 

1.質性標準： 

(1)能熟練文書編輯軟體之文字編輯及格式設定、表格及圖表設計、文章 排版

等功能，足以完成一般文書編輯之工作。 

(2)能熟練電子試算表軟體之資料輸入與編輯、格式設定、圖表製作及應用基

本公式於資料分析等功能，足以完成一般之計算分析工作。 

(3)能熟練簡報軟體之投影片編輯、表格及繪圖物件之應用、播放及動畫 設計

等功能，足以完成一般投影片設計及製作之工作。 

2.量化標準： 

分別於 40 分鐘內完成各單項測驗所指定之功能，並錯誤率低於 30%以下。 

四、業務負責單位由「資訊基本能力檢測委員會」負責實施本辦法所訂定之相關規定

及考試作業。 

五、檢定標準 凡通過下列兩項檢定方式其中之一，即視為通過本校資訊能力檢定： 

甲、取得校外具公信力單位認證並經本校「資訊基本能力檢測委員會」認可等

同或優於上述考試內容之資訊類別證照。包括下列證照（但不限於）：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認證項目 

TQC 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辦公軟體應用類之 Word、Excel、

PowerPoint及 Powerpoint 三科實用級 

勞委會技能檢
定 

勞委會 電腦軟體應用類乙、丙級 

MOS 認證 微軟公司 標準級（任三科） 

經濟部專業資

訊人員鑑定 

經濟部 各類專業認證 

全國性資訊競
賽 

各主辦單位 入圍以上者 

 

乙、通過本校所自辦之資訊基本能力檢定考試。 

六、實施方式 

1.已通過校外「資訊能力檢定」者，須將成績證明文件送至本校教務處登錄，以

作為該項「資訊能力檢定」通過之評定依據。 

2.參加本校資訊能力檢定之受測學生需通過「實作」測驗。測驗將採上機實作測

驗方式進行。 

3.本校舉辦資訊能力檢定之時段為每年三月、五月、十月、十二月。 

4.實作部份分為文書編輯、電子試算表、簡報軟體三個科目，單項科目滿分為 100 

分，通過標準為每科目分數均需達到 70 分以上。 

5.學生得分梯分科應考，已通過標準之單項科目成績得保留，三科均通過 者，

方為通過檢定。 

6.未通過檢定之學生得在下次測驗時段公布時，自行上網預約參加測驗。 

7.單項科目測驗未通過達兩次以上者，得選修本校開設之文書處理課程，成績及

格者得視同通過資訊基本能力檢定。 

8.已通過測驗之學生不得再預約測驗。 

9.持有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不適參加本辦法所訂檢定方式，應由電算中心以

個別適性評量方式施測。 

七、本實施要點經通識教育教學研究會議、教務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呈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秘書室提案 

提案五： 

案  由：本校各單位前往景文科技大學評鑑觀摩重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觀摩日期：99 年 2 月 26 日，9:00-12:00 

二、觀摩人員共 47 位，名單如下: 

 
序號 處  室 職稱 姓名  序號 處  室 職稱 姓名 

1 慈濟基金會 副總執行長 陳紹明(素)  31 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 李志偉 

2 校長室 校長 洪當明  32 研究發展中心 組長 吳淑貞(素) 

3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彭台珠  33 進修推廣部 主任 翁仁楨 

4 秘書室 組員 王怡文  34 進修推廣部 組長 游崑慈 

5 秘書室 組員 葉秀品  35 進修推廣部 組長 張志銘 

6 秘書室 辦事員 馮甜妮  36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蔡裕美(素) 

7 教務處 教務長 蔡長書  37 會計資訊系 主任 吳善全 

8 教務處課務組 組長 曾瓊禎  38 會計資訊系 教師 馮軒綾 

9 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 楊天賜  39 會計資訊系 教師 陳皇曄(素) 

10 教務處出版組 組長 田一成  40 資訊工程系 主任 許瑋麟 

11 教師發展中心 主任 陳志聖  41 資訊工程系 教師 杜信忠 

12 教務處圖書館 主任 謝易達  42 資訊工程系 教師 馮振邦 

13 教務處圖書館 組長 張玉瓊  43 資訊工程系 教師 李國彰 

14 教務處電算中心 主任 呂家誠  44 資訊工程系 教師 謝依蓓 

15 教務處電算中心 組員 林信漳(素)  45 資訊工程系 助理 詹筑涵 

16 學務處 學務長 羅文瑞  46 醫務管理系 主任 蔡宗宏 

17 學務處生輔組 組長 沈淑惠  47 護理系 主任 彭少貞(素) 

18 學務處衛保組 組長 楊耀宗      

19 學務處課指組 組長 李春蓓      

20 原住民事務組 組長 許彙敏      

21 學務處體育組 組長 迪魯.法納奧      

22 學務處學諮中心 主任 陳嬌芳      

23 總務處 總務長 牛江山      



  

24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黃正立(素)      

25 總務處採購組 組長 魏鑫(素)      

26 總務處文書組 組長 蔡志超(素)      

27 總務處保管組 組長 陳玉娟(素)      

28 人事室 主任 蔡武霖(素)      

29 會計室 主任 李長泰      

30 會計室 組長 江玉君      

 

三、各單位本次參訪重點如附件。 

四、注意事項：(一)請穿著標準制服。 

                  (二)台北集合時間地點：8:30；台鐵火車站東三門集合再搭乘專

車至景文(一台大巴和一台 6 人箱型車) 

                  (三)中午在景文用餐後，搭乘專車回到台北火車站。 

(四)校長、副總、主秘、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主任、

會計室主任及通識中心主任請與護理系主任轉往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進行參訪，預計參訪時間為 14:00-16:00。 

 

附件 

主題：為評鑑做準備～大專院校評鑑觀摩活動 

地點：景文科技大學 

時間：99 年 2 月 26 日 

單位： 

一、教務處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教務處 

一、教師教學評鑑及學生成績不理想之輔導機制 

二、學生中英文、資訊及體育能力提升情形 

 

課務組 

一、學生課業輔導(補救教學)實施方式及成效評量 

二、學生選課管理(期中加退選機制) 

三、排課系統 

 



  

註冊組 

一、學生成績預警制度及輔導 

 

出版組 

一、出版服務及出版品 

 

教發中心 

一、教師教學輔導相關措施 

二、教師教學發展相關事項 

三、教師教學評量制度 

 

電算中心 

一、電算中心的 e 化成果 

二、校務資訊系統的特色 

三、校務資訊系統的架構 

四、選課及排課的方案 

五、學生及教師的 e-portfolio 

六、全校性的專案計畫管理 

七、虛擬化導入現況 

八、機房維運及管理模式 

 

圖書館 

一、推動圖書資源有效利用之具體策略為 

    何？ 

二、圖書經費之編列及各系所圖書預算分配原則為

何？ 

三、外文期刊使用率如何統計(呈現) 

四、教育部評鑑對貴館提出那些建議事項 

    ；其中又有那些建議事項可以提供本校參考 

五、貴校如何推廣電子資源利用服務 

 

二、學務處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生輔組 

一、學生請假缺曠管理 

 



  

二、學生宿舍管理 

三、賃居生服務 

四、生活輔導教育 

五、安全教育 

六、人權法治教育（含智慧財產權教育） 

七、春暉專案教育 

八、品德教育 

九、學生自治幹部輔導 

 

課指組 
一、社團補助費用之原則 

二、優良導師遴選辦法及評分項目 

三、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四、學生會會費收費、退費、使用暨管理辦法 

五、學生會財務管理辦法 

 

衛保組 

一、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推展 

二、學校衛生保健工作執行 

 

學諮中心 

一、新生高關懷篩選的執行情形及成效 

二、輔導志工的訓練情形及發揮的功能 

三、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發揮的功能 

四、生涯輔導的多元性及其成效 

五、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展及其成效 

六、各種活動成果報告的形式 

 

體育組 

一、體育組織架構及任務分派 

二、體育專兼任教師聘任情形 

三、運動場館開放情形 

四、體育課程委員會設置情形 

五、學校體適能檢測及其追蹤輔導情形 

六、體育場館借用辦法 

 

三、總務處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保管組 

一、財產遺失、失竊的處理流程 

二、財產編列原則及重要校產管理方式 

三、教育部評鑑之心得(重點) 

四、在職教育訓練管道 

五、財產盤點模式 

 

事務組 

一、預計參訪了解事務組所管業務中如場地借用管

理、校園警衛安全、派車、一般垃圾資源回收處

理、校園清潔及景觀維護等作業或管理方式。 

 

採購組 

一、採購相關辦法（流程、底價訂定、驗收程序） 

二、綠色採購之具體做法 

三、以限制性採購（或招標）方式辦理之採購案件有

哪些 

四、獎補助款資本門設備之執行 

五、獎補助款執行後之修正支用計畫以及配合修正計

畫召開專責會議之日期 

 

文書組 

一、稽催公文模式 

二、公文管理模式 

 

 

四、秘書室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中長程計畫 

二、行政及校務會議運作情形 

三、學校評鑑運作(負責單位、評鑑表冊) 

四、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情形 

五、學校規章辦法管理 

六、公文列管及稽催流程 

 

五、人事室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教育部評鑑 

(一)教職員編制： 

1、系所科中心教師編制現況及依據。 

2、行政人員編制人力資源評估及增減核    定作業。 

(二) 兼任教師聘任流程及保險申報 

1、課程訂定後兼任教師需求作業流程。 

2、兼任教師是否全部加入勞保? 

(三)教師評鑑： 

1、評鑑期程及評鑑項目、評鑑比例設定。 

2、獎優汰劣制或輔導制作法? 

3、評鑑結果與考績考核是否同步勾稽? 

(四)學校資料庫維護: 

1、人事資料管理程式電算中心如何規劃   維護? 

2、跨處室資料庫維護權責? 

(五)教育部獎補助款： 

1、權責單位如何運作? 

2、核銷作業? 

 

 

六、會計室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會計制度及財務審查程序之執行與檢討情形 

二、會計、出納及財產等內部控制之執行與檢討情形 

三、預算編列、資源分配機制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或內部控制制度)組織及執行運

作情形 

五、各類基金之投資情形及執行成效情形 

六、學校內部控制制度研擬、訂定情形 

 

 

七、研發中心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學術服務組 

    校內學術評量實施現況、結果以及因應對策 

(一)辦法 

(二)未通過比率 

 



  

(三)未通過者因應對策 

二、國際學產組 

(一)政府部門投標案 

    業務單位與計畫主持人權利義務相對關係 

(二)教育部專案計畫業務專責單位 

(1)隸屬： 

(2)成員編制： 

 

八、進修推廣部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進修推廣部評鑑資料之撰寫 

二、評鑑現場經驗請益 

三、進修推廣部之學務、教務及推廣教育業務運作之

參訪 

 

 

九、通識中心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英語分級及畢業門檻設定 

二、英語補救教學 

三、通識課程地圖 

 

 

十、護理系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生師比計算 

二、教學助理制度 

三、落後學生輔導機制 

 

 

 

十一、醫務管理系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參訪資管系或企管系相關之實驗室或專業特色教

室 

二、觀摩評鑑準備資料(書面資料、專業資料表、簡

報)，若可能的話，敬請詢問是否可以複製一份參

 



  

考用。 

三、觀摩 e-learning 教學相關系統。 

 

十二、會計資訊系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會計系課程如何接軌國際會計準則 

二、會計系辦理學生實習經驗 

三、會計系輔導學生證照經驗 

四、會計系產學研究如何結合課程 

 

 

十三、資訊工程系 

預定參訪重點 參訪心得 

一、實驗室設備相關設施 

二、簡報評鑑時的簡報 

三、評鑑資料展現 

 

決  議：照案通過。各單位若欲更改人員名單，請於今日下午 3：00 前完成。另請秘

書室再將相關資料傳至景文科技大學。 

 

學務處提案 

提案六： 

案  由：體育組擬變更十公里路跑路徑，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每年辦理之十公里越野路跑未達到減碳的目的，擬將路徑變更。 

二、變更路徑去回起、終點為本校。 

決  議：暫以此案實施之。 

 

十、陳副總紹明致詞：希望全校教職員工多多參加人文活動，參與慈濟活動，如此，

分享時即能有諸多材料。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