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資訊學院
一 O 二學年度
第四次碩士在職專班 班務會議
會議紀錄
聯絡人：靜茹#7297

開會事由：一 O 二學年度第四次碩士在職專班 班務會議
開會時間：103.3.17(一)12：10
開會地點：E307 電資學院會議室
出席人員：胡懷祖院長、王煌城班主任、鄭岫盈主任(請假)、吳德豐主任、李志文老師(請
假)、林秀菊老師、陳旺根(學生代表)、李明修(學生代表) (請假)。
主
席：王煌城班主任

主席報告:
一、 103 學年度碩專班的報名時間已截止，本次報名人數總計有 26 位(甲組:17 人、乙組:9
人)，與以往相比增加許多報名者，在此非常感謝兩系主任的大力協助與宣傳!!
二、 本校合作社每學期皆提供碩專班學生＜優秀獎學金２０００元＞一名，102-1 先由一
年級電子組中推派總成績第一名學生：林東毅獲獎。
附加決議：102-2 改推派電機組一年級生當學期總成績第一名同學；往後每學期依此原則
輪流推派。
三、 請各組於新生報到時，針對課程選課規定、尋找指導教授等相關問題舉辦說明會，向
新生做簡單說明，讓新進學生對本班與各組能快速地認識與了解，並迅速地適應環境。

議題：
一、提請討論，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之準則。
說明:1.「科技英文」於 103 學年度起訂為必修之課程，且未來必修課以規劃於星期六
上課為原則，但應開在哪個學期較為合適，請討論。
2.103 學年度起入學者之修業規章規定:每學期修課以不超過 12 學分為限，因此
每學期各組的開課數是否需明確規範，請討論。
3.檢附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時間表參考如下:
專題討論 一
碩士論文 一

2
1

必修
必修

共同
各教師

週六 56
週日 2

交直流轉換器設計

3

選修

電機組

週三 ABC

高速網路

3

選修

電子組

週六 234

電機驅動控制理論與分析

3

選修

電機組

週一 ABC

模糊理論

3

選修

電機組

週六 234

類神經網路

3

選修

電機組

週五 ABC

計算機輔助電路設計

3

選修

電子組

週六 789

碩士論文 三

2

必修

各教師

週日 34

1

決議:1.「科技英文」課程開授學期定為一年級下學期，並可考量以教師合開方式授課，
而具體授課內容待推動小組針對課程設計(含課程大綱)討論確認後，再依據決
議事項執行，並邀請兩組有意願開授此課程之教師一同參與小組討論。
2.往後本班必修課程開授時間以星期六為限，以保障學生修課權益。
3.因應未來每學期修課以不超過 12 學分為限之規定，請二組盡早列出各學期預計
開課清單，並於新生說明會以及每學期選課前，將選課調查表發給學生填寫，
除能瞭解學生的修課方向外，亦能達到基本的課程開授數，且滿足學生的修課
需求。
4.未來開授遠距課程之教師，請務必依「國立宜蘭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如附
件一)執行，另於課程結束後由本班協助將課程資料送校外委員審查，並依回饋
意見調整課程內容以提升課程品質；倘教師有意願送教育部做課程認證，本班
亦將協助辦理。

二、提請討論，本班學生本學期跨系(班)修讀認定原則。
說明:本學期共有兩名同學(張生、鄭生)選修多媒體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一門課程(陳
懷恩老師—行動通訊)，由於新版之修業規章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學者，但因該課
程亦非本班學分一覽表中之課程，因此請討論。
決議: 103 學年度以前入學者，認定跨系(班)修讀課程列入畢業學分之總數以 2 門課為限。

三、 提請討論，本班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改善意見。
說明:1.依教發中心 2.17 通知，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各單位應依授課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針對教學反應問卷之意見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2.各教師回饋建議表如附件一。
決議:1.請尚未繳交之教師，於本週五(3/21)前將資料補齊後送院辦。
2.對本班授課教師之建議:課程中可增加學生的“口頭報告”方式，而減少“作
業”的撰寫，相信對學生較有幫助。
3.後續依教學發展中心之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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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宜蘭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102 年 5 月 29 日 101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促進學術交流及資源
共享，依據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與「教育部辦理數位學習教材與
課程認證審查及認證申請須知」，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電腦網路(非同步)、視訊頻道(同步)等傳輸媒體，並以通
訊網路(即郵寄、電話或即時電子通信等)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且每一科目總授
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進行者。

第三條

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之課程開設：
一、本校主播之遠距教學課程如屬同步遠距教學(採即時視訊會議)，應有收播學
校，否則不屬之。
1. 教師應將教材置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同時開闢線上討論區，提供電子帳
號或其他連絡管道，供修課學生進行教學之雙向溝通。
2. 若遇通訊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時，主播教師應提供錄影，主
動送請收播端或以視訊隨選方式另請安排補課。
二、遠距教學課程如屬非同步遠距教學(電腦網路)，應建置教學系統，具備課程
內容、教學進度、學習評量、師生交流紀錄、系統使用說明等，並應紀錄師
生全程上課、互動、繳交作業、學習評量及勤怠情形。
開課單位應於每年定期評鑑所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並做成評鑑報告，
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受訪視時之參考，至少保存 3 年，另備份送課務組。
若評鑑不合格者，得限制或禁止其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其課程性質與鐘點時數之計算如下：
一、本校以選修課程為原則。
二、教師教授一門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另增加 1 小時之授課鐘點。
三、教師首次教授一門非同步網路教學課程，另增加 1.5 小時之授課鐘點；增加
的授課鐘點不計入基本鐘點內，以免影響系所正常的開課總量。
四、收播他校遠距課程之本校負責協助教學教師，其授課鐘點以該課程總時數二
分之一核計。
教師開設遠距教學加計本條第二、三款鐘點之課程，每學期以一門為限，惟超鐘
點之總時數，仍依照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遠距教學課程(外校主播視同本校課程)之選課、考試及成績評量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本校學生與校外人士得依本校校際選課與相關辦法修讀遠距教學課程。
學生學位之取得，其修習遠距課程之學分數(含抵免學分)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
之二分之一（數位學習在職專班不在此限）。
為落實並提高數位學習之效果，本校開授遠距課程之課程品質須符合教育部「辦
理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認證審查及認證申請須知」八大規範之要求，且每項規範
須達到 A 等級(含)以上始得同意於下ㄧ學期繼續開課。
本校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以教育部建立參考名冊所列之國外學
校為限。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辦法辦理。
遠距教學之教材製作，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本實施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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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學反應問卷--教師回饋建議表
課程名稱

專題討論 一

交直流轉換器設計

學生教學反應問卷
提出之問題或其他意見

教師改善措施

可以提供實際論文寫作練
習，再交由專業老師協助訂
正及修改，對於將來發表論
文或期刊文章時，內容將可
更加順暢達意。

本學期課程邀請台大寫作教學中心
中文組組長蔡柏盈老師到本班講授
論文寫作技巧，希望能提升學生論文
寫作能力，學生反應也普遍良好。未
來可考慮增加實際論文寫作練習，並
由授課教師依其專業做講評。惟實務
上論文訂正及修改工作仍須依賴個
別學生之指導教授，建議學生與指導
教授建立更緊密之互動。

希望能多提供課程教學內 有關課程教學內容之資料，皆於第一
容之資料,或提供蒐尋網站 堂時提供給同學，若有其他補充內容
與平台。
之教材亦將隨時補充給同學。

電 機 驅 動 控 制 理 論 減少課程小考,多增加報告
未來課程安排將減少線上測驗的次
與分析
資料的搜尋及運用,以增加
數，改以議題討論等方式進行。
運用上的技巧及應用。
1.作業多屬章節主題的練習，難度並
不高，實作之後，有助於課程內
容銜接。
我覺得課程讓我收穫最多 2.本課程屬程式設計類課程，有程式
的是： 知道了 IC 設計的底
設計基礎者，覺得簡單；沒有程
層設計概念。
式設計基礎之修課生，覺得較為
計算機輔助電路設
艱難、所指派作業量就會覺得多。
計
我對本課程切實、中肯的建 3.學期期間已提供作業補交措施，俾
議：作業太多。
予在職生調適工作與作業繳交之
壓力並已事先說明作業安排的原
因，讓修課生能有心理準備；日
後在作業繳交將依實際反應情形
予以減量、以及延長期限。
高速網路

學生並無提出任何問題

類神經網路
(吳德豐老師)
模糊理論
(陶金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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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關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