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教務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地點：99.02.27(08:30~12:00) 國際會議廳
參加人員：本校全體任課教師(專、兼任教師)
壹、
貳、
參、

駐校董事高國卿神父 致詞(略)
吳柏青校長 致詞(略)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前來參加本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在此有三件事情報告：
(一)有關於老師調課問題，於上學期教務會議中通過教師調課原則僅能 「同班教
師互調」，請老師多多配合。
(二)請各位老師於開學之初，可以先跟同學明確說明課程規定及給分標準，以減
低學生對學期成績產生疑議進而申訴的比例。
(三)請各位老師遵守上下課時間，本處亦會於學期末進行教學評鑑時，積極提升
各班填答率，讓教學評鑑成績更具代表性。

肆、

教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一、課務組業務報告
(一)教師授課須知：請參考教師手冊。
(二)有關教務處各公告事項（含行事曆）將放置於學校網頁，不另發紙本，請老師隨時
上網參閱。
(三)教學巡察：教務處會不定期安排長官、各科主任及本處人員進行教學巡察，請教師
確實遵守上下課時間並且按照教學大綱授課。
巡查的內容包含下列：
學生上課紀律：上課秩序、上課點名、學生睡覺、學生在外遊蕩。
教師授課情形：上課遲到早退、未到、未按規定教室上課（調換教室應在黑板上註
記）、未按規定調補課、校外教學未完成申請作業、未按課程大綱授課。
(四)校外教學：欲申請校外教學，必須先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且教學大綱必須註明。
(五)教學計畫表：請至本校網站下載表格，於 99/03/14 前填寫完成，寄至課務組張素
蓮小姐 llchang@smc.edu.tw
(六)期中及期末考週：
1.五專 1~4 年級
期中考：第九 週(99/04/26~99/04/30)
期末考：第十八週(99/06/28~99/07/02)
2.五專五年級
期中考：第九 週(99/04/26~99/04/30)
期末考：第十四週(99/05/31~99/06/03)
3.在職班一年級
期中考：(99/05/01~99/05/02)
期末考：(99/07/03~99/07/04)
4.在職班二年級
期中考：(99/05/01~99/05/02)
期末考：(99/06/05~99/06/06)

(七)期中考和期末考考卷：考卷範本請至本校網站(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下載，
請依規定格式出題。
1.期中考考卷：99/04/11 前，將考卷紙本列印簽名送至課務組，並將考卷電子檔寄
至課務組張素蓮小姐 llchang@smc.edu.tw。
2.期末考考卷：99/06/13 前，將考卷紙本列印簽名送至課務組，並將考卷電子檔寄
至課務組張素蓮小姐 llchang@smc.edu.tw。
3.畢業班期末考考卷:99/05/23 前，將考卷紙本列印簽名送至課務組，並將考卷電
子檔寄至課務組張素蓮小姐 llchang@smc.edu.tw。
(八)教師教學評量：每學期期末進行一次教師教學評量(約在第十六週)。
(九)服務學習課程：部訂重點科目-服務學習課程，由各科及各班導師安排導生參與社
區服務、弱勢服務等工作，透過服務內容學習成長。
二、綜合組業務報告
招生業務：
(一)辦理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寒假五專各科轉學生招生：
1.本校參加北區十五所技專校院五專聯合轉學招生，共錄取 50 名；實際報到 35
名(一年級護理科 6 名、資管科 3 名、餐旅科 0 名、妝管科 3 名、健管科 6 名、
幼保科 7 名；二年級護理科 2 名、資管科 1 名、餐旅科 1 名、妝管科 1 名、健
管科 2 名；三年級護理科 2 名、資管科 1 名) 。
2.請各任課教師在課業輔導及生活教育方面多給予轉學生協助與鼓勵，以期及早適
應聖母的環境。
(二)99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入學管道及名額如下：
學制

五專

在職專班

護理科

360

-

資訊管理科

110

-

餐旅管理科

120

4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120

-

健康與休閒管理科

110

-

幼兒保育科

60

-

總計

880
1.北區五專聯合免詴入學
2.北區五專聯合甄選入學
3.五專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44

科別

入學管道

本校單獨招生

(三)99 學年度招生重大變革：新增「五專免詴入學」管道佔核定招生名額比例 35％。
99 學年度五專各聯合招生管道比較表：
佔各校科組
成績採計項目
招生管道
辦理時程
核定招生名
在校成績
國中基測成績 特別加分
額比例
五專免詴入學

99/3/1~99/3/20

35%

五專甄選入學 99/5/31~99/6/18

35%

五專登記分發 99/7/23~99/8/13
入學

30%

採計國一到國三
上學期共五學期
之在校成績

不採計

僅作為甄選基本 採計 99 年第一
條件，不列入甄選
次基測成績
總成績計算
採計 99 年第一
次或第二次較
不採計
佳一次之基測
成績

由招生學
校訂定
由招生學
校訂定
無特別加
分

(四)招生宣導活動：自 98 年 12 月起即展開至 99 年 6 月中旬將全力衝刺招生宣導工作，
懇請全體教師支援協助。
(五)本校將於 4 月下旬，承辦「99 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甄選入學『宜蘭區』宣導說明會」
。
1.參加對象為縣內 28 所國中輔導(教務)主任、註冊組長與國三畢業班導師每校 3 人
以及學生家長，另本校、蘭陽技術學院、耕莘專校、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崇右
技術學院等校招生相關工作人員等，預估參加人數約 100 人。
2.說明會型態：擬由主辦學校《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北區五專聯合甄選入學宣導
小組蒞臨宣導；另加強本校之特色介紹，請各科規劃教育成果、特色於會場設攤
展示；並請學務處支援社團表演，為本校招生宣傳最好的機會與優勢。
推廣教育業務：
(一)本學年度已規劃開課班別：護理科－專業課程學分班；妝管科－美容丙級(乙級)證照
班；餐旅科－中餐丙級(乙級)證照班；幼保科－80 學分班等課程，歡迎本校全體教
師及學生報名參加，並廣為宣傳；開班簡章將登錄本校網頁供參。
(二)學分班及非學分班歡迎全體教師踴躍申請開班授課。
三、註冊組業務報告
(一) 請各授課教師以不同班級、教授科目為單位，自行將各班學生點名條黏貼於點名冊
中，並於加退選截止後(03/15)至學校首頁「線上查詢系統」中查詢任課班級名單，於
點名冊中補上加選學生姓名或刪除退選學生名單。
(二)學生成績名冊於期中、期末考詴該科考完後七天內（本學期期中考成績送交截止日
為 99 年 05 月 07 日、期末考成績送交截止日 99 年 07 月 09 日(配合暑假轉學考調整截
止時間，若遇特殊情況將再公告或告知截止日期）連同詴卷（期末考需繳回詴卷）一併
送教務處，成績上傳日截止將無法再次更改成績。
(三)成績經評定送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如發現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及遺漏者，
經任課教師，報請教研會召集人、科主任，再會同註冊組查證屬實後，送教務會議審核，
決議准予更改，並呈請 校長核准者，得以更改。
(四)煩請導師協助宣傳，每位學生的修課課表皆預設與班上相同，若學生個人有申請過
學分抵免者，請自行做加退選作業，以免造成教師點名困擾及學生個人修課權益。
(五)煩請導師協助宣導，學生申請學分抵免（含重補修新舊學年度之課程）請依本校學
分抵免辦法於 2010/03/01～2010/03/15 期間內完成，若需申請者請至教務處領取申請
表，於填寫之後送交註冊組。
(六)依據學則第三十二條規定，學生之某科目缺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總授課時數三分之
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詴，該科成績以零分計。
(七)為確實執行以學則列之條文規定，請各授課教師落實點名制度，並於規定週次繳交
預警單與點名冊至教務處做統計以利預警與輔導。
(八)於期中考詴後二週內，教務處將提供各科及導師班級成績報表。並寄發成績單及期
中學業成績預警通知單予家長。請老師務必注意班上學生之學習狀況，如有 1/2 或 2/3
的學生，需並收回成績預警單之家長回執聯送交教務處，並依狀況適時與家長連繫(教
務處提供輔導記錄表)。
(九)註冊組提案討論:擬請討論學生休復學辦法修訂，說明詳如附件一。
決議:修改後通過。

伍、

其他處室報告

一、學務處工作報告:
1.所有專兼任老師落實點名制度，導師及學務處會在當天中午前與家長聯繫，提供
家長了解請學生缺曠課情形。
2.請加強上課禮儀，提醒同學在上課前起，除了活動筋骨外，更能提振精神。
3.H1N1 疫情降溫，上課時發現有同學身體不適時，請提醒學生到健康中心量測體溫。
4.擔任導師的老師，請務必保持手機暢通，以即時了解學生狀況及家長反映意見。

二、總務處工作報告: 如附件二
三、人事室業務報告: 如附件三
四、技合處報告:
1.本校 97.98 年本科國科會研究計畫共計 13 件，99 年的產學研究計畫及大專專題研
究計畫將於 3 月中旬截止申請
2.本校為技專院校，學生的培養目標以就業為主升學為輔，故請各位專、兼任教師協
助或加強學生考取證照

五、宗輔室報告:
1.首先要謝謝音樂老師，在上學期透過課程協助聖歌比賽活動。這學期將有復活節
的尋蛋和彩蛋活動，希望國文和藝概課程的老師，能予以協助。
2.這學期的靈修日活動日期已經寄給大家，歡迎兼任老師也來參加。
3.靈醫會設有嘉民育才獎學金，請導師向學生宣佈，操行 90 分、學業 85 分，申請對
象為一年級升二年級的同學即可申請；學雜費全免，每月還有小額的生活費。詳細
辦法請洽宗輔室。
4.3/1~3/5 有開學祈福彌撒，歡迎師長們自由前來參加。請導師記得派一位同學或您
親自上台帶領全班唸班級禱詞亦可。

六、電算中心報告:如附件四
陸、
柒、

教學研究與分組討論
散會(中午 12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