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業務職掌暨分層負責表
【壹、組織成員及職務代理人】
單位

職

稱

姓 名

校內分機

第一職務
代理人

第二職務
代理人

註冊課務組

組長

陳建安

2135

周珮鈴

尤慈寧

註冊課務組

組員

周珮鈴

2149

尤慈寧

周珮鈴

註冊課務組

組員

尤慈寧

2133

周珮鈴

尤慈寧

註冊課務組

組員

蘇煥欽

2137

蔡惠君

邱致綺

註冊課務組

組員

蔡惠君

2131

邱致綺

蘇煥欽

註冊課務組

組員

邱致綺

2136

蘇煥欽

蔡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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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職掌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註冊
課務組

組長

陳建安

1. 綜理及督核組內所有行政事務
2. 主管交辦事項

周珮鈴

1. 綜理共同業務推動(註冊)含系統升級
(1) 休退學工作圈
(2) 註冊作業內控
(3) 學籍管理作業內控
(4) 成績送繳及更正作業內控
2. 召開教務會議
3. 管控年度預算業務(含教學資源預算、行政耗材採購、零用金申請)
4. 法規修訂、報部及授予學位報部業務
5. 註冊課務組公文收發管理(含斐陶斐公文簽辦)
6. 教育部檢核學生受教權益業務
7. 新(轉)生入學(統籌)
(1) 規劃年度新生報到活動
(2) 轉系作業(含轉學生名額提供)及公文文號需入校務系統
8. 註冊管理(統籌)
(1) 編製註冊須知
(2) 召開註冊時程協調會議
9. 畢業管理(統籌)
(1) 統籌畢業生(含中五制)資格審查作業(含評估系統改善)
(2) 召開畢業離校程序協調會議
(3) 召開畢業敘獎名單(智育獎及正冠代表)甄審會議
(4) 證書編號及失效簽核作業
(5) 畢業生名冊簽核作業
10. 統計業務(統籌)
(1) 統籌教育部校庫統計報表(10/20)
(學 1、學 2、學 10 學 10-1、學 10-2、學 14、學 22、學 24、
學 24-A、學 24-1、學 24-2、學 25、學 26)
(2) 教育部定期統計報表填報作業(10/20)
(3) 各類人數統計(含休退及在學人數)
(4) IR 資料提供
(5) 人事室退撫填報
(6) 提供會計室新學期繳費名單
(7) 會計室沖帳作業
11. 臨時業務
(1)主管臨時交辦事項
(2)單位同仁互助業務

註冊
課務組

組員

業務職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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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12. 組內工讀生管理及核銷業務
13. 彙整組內(工作)行事曆及訂定開學日
14. 訂(修)定各項規章辦法
15. 彙整單位工作報告(行政會議)
16. 實習業務(統籌)
(1)管理系統建置及維護
(2)實習委員會(會議組成、召開與執行)
(3)實習保險
(4)校庫填報(學 10、10-1、10-2)
負責單位：傳播學院
【大傳系、影劇系、(廣電系)、(原民班)】

註冊
課務組

組員

尤慈寧

【負責系所之入學、註冊、學籍、成績、畢業、課程規劃、開排
課、選課、教學評量、課堂、跨域學習、實習及教師管理】
1. 新(轉)生入學(統籌)
(1) 編製新(轉)生入學手冊及裝袋作業
(2) 新(轉)生學生證製作及發放規劃(學生照片掃描上傳)
(3) 新(轉)生簽核及學籍核定公告作業(公文文號需入校務系統)
(4) 新生註冊報到作業(傳播)
(5) 受理轉系申請(傳播)
(6) 學生證製作及補發(傳播)
2. 註冊管理(傳播)
(1) 學生註冊(學生證蓋章)
(2) 延畢生註冊、選課作業
3. 學籍管理(傳播)
(1) 學生學籍資料建檔與管理
(2) 學生休學、退學、復學、保留學籍、修業屆滿、輔系、雙主修、
跨域學程、雙重學籍、在學證明
4. 成績管理(傳播)
(1)受理教師成績更正申請
(2)複審學生學分抵免
5. 畢業管理(傳播)
(1) 畢業資格審核及證書發放
(2) 中五制加修學分審查
6. 統計業務(傳播)
7. 課程規劃(傳播、通識)
(1) 推動微學分課程(統籌)
(2) 審查課程規劃(傳播)
(3) 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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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8. 開排課作業(統籌)
(1) 開排課規劃作業(含教室分配)
(2) 教師新學期授課通知(含課堂管理)及教學大綱上傳
(3) 教師課程教學成果報告上傳
(4) 審查開排課資料(傳播、通識)
(5) 開課課程異動(傳播、通識)
(6) 定期盤整教學資源(含教室)(傳播、通識)
9. 選課管理(傳播、通識)
(1) 校際選課
(2) 選課及期中停修輔導
(3) 延畢生學分費清單
(4) 選課異常處理(超修不足、衝堂、重複修習等)
10. 教學評量業務(統籌)
(1) 教學評量題項設定作業(教師勾題、轉檔及不予納計)
(2) 公告教學評量施測作業
(3) 教學評量統計及簽核作業
(4) 教學評量不予納計系統設定(傳播、通識)
11. 課堂管理(傳播、通識)
(1) 巡堂異常處理(傳播)
(2) 受理學生暑修申請(傳播)
(3) 受理學生考試假申請(傳播)
(4) 受理教師集體校外參觀申請(傳播、通識)
(5) 教室使用協調、安排及借用(傳播、通識)
(6) 期中考、期末考及畢業考試卷印製與保管(傳播、通識)
12. 跨領域學習(傳播)
(1) 受理輔系申請
(2) 受理雙主修申請
(3) 受理跨領域學分學程申請及證明核發
13. 實習業務(傳播)
(1) 查核實習課程績效
(2) 查核實習資料登錄
(3) 實習成效統計(人數,時數)
14. 教師業務(傳播、通識)
(1) 教師評鑑作業
(2) 提供教師升等參考資料
(3) 受理教師請假調補課及代理監考
15. 校庫填報(學3、學3-1、學20-1、學20-2、校14)
16. 計畫徵案、執行及經費管控業務
(1) 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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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2) 高教深耕計畫
17.實習業務(統籌)
(1)經費管控
(2)實習保險
負責單位：社會科學院
【社工系/所、應心系/所、法律系/所、宗教系/所、(中文系)、(生命)】

註冊
課務組

組員

蘇煥欽

【負責系所之入學、註冊、學籍、成績、畢業、課程規劃、開排
課、選課、教學評量、課堂、跨域學習、實習及教師管理】
1. 新(轉)生入學(社科)
(1) 新生註冊報到作業
(2) 受理轉系申請
(3) 學生證製作及補發
2. 註冊管理(社科)
(1) 學生註冊(學生證蓋章)
(2) 延畢生註冊、選課作業
3. 學籍管理(統籌)
(1) 復學作業
(2) 學歷查驗案件(含新轉生未繳交學歷證件處分)
(3) 學籍管理作業內稽
(4) 學生學籍資料建檔與管理(社科)
(5) 學生休學、退學、復學、保留學籍、修業屆滿、輔系、雙主修、
跨域學程。雙重學籍、在學證明(社科)
4. 成績管理(社科)
(1)受理教師成績更正申請
(2)複審學生學分抵免
5. 畢業管理(社科)
(1) 畢業資格審核及證書發放
(2) 中五制加修學分審查
6. 統計業務
(1) 校庫填報(學12)
7. 課程規劃(統籌)
(1) 校級課程及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作業(會議組成、召開與執行)
(2) 學年度課程規劃(含中五制、輔系、雙主修及修業規定)
(3) 推動跨領域學分學程
(4) 推動新生銜接課程(含準大學生先修課程聯合認證)
(5) 課程外審作業
(6) 課程上傳教育部網站作業(含遠距教學,教育主題填報)
(7) 課程規劃作業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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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8) 審查課程規劃(社科)
(9) 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社科)
8. 開排課作業(社科)
(1) 審查開排課資料
(2) 開課課程異動
(3) 定期盤整教學資源(含教室)
(4) 課程規劃作業內控
9. 選課管理(社科)
(1) 校際選課
(2) 選課及期中停修輔導
(3) 延畢生學分費清單
(4) 選課異常處理(超修不足、衝堂、重複修習等)
10. 教學評量業務(社科)
(1) 教學評量不予納計系統設定
11. 課堂管理(統籌)
(1) 暑修登記及開課作業
(2) 期末考試假及補考作業(公告申請、補考試務及成績登錄)
(3) 巡堂異常處理(社科)
(4) 受理學生暑修申請(社科)
(5) 受理學生考試假申請(社科)
(6) 受理教師集體校外參觀申請(社科)
(7) 教室使用協調、安排及借用(社科)
(8) 期中考、期末考及畢業考試卷印製與保管(社科)
12. 跨領域學習(社科)
(1) 受理輔系申請
(2) 受理雙主修申請
(3) 受理跨領域學分學程申請及證明核發
13. 實習業務(社科)
(1) 查核實習課程績效
(2) 查核實習資料登錄
(3) 實習成效統計(人數,時數)
14.教師業務(統籌)
(1)教師授課時數統計及簽核
(2)教師評鑑作業(社科)
(3)提供教師升等參考資料作業(社科)
(4)教師教學大綱及教學成果上傳作業(社科)
(5)受理教師請假調補課及代理監考申請作業(社科)
15.校庫填報(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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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負責單位：藝術設計學院(藝設院學士班、視傳系、時尚系、藝創系)

註冊
課務組

【負責系所之入學、註冊、學籍、成績、畢業、課程規劃、開排
課、選課、教學評量、課堂、跨域學習、實習及教師管理】
1. 新(轉)生入學(藝設)
(1) 新生註冊報到作業
(2) 受理轉系申請
(3) 學生證製作及補發
2. 註冊管理(統籌)
(1) 未註冊預警及勒休勒退處分作業
(2) 每學期註冊在學人數簽核作業
(3) 註冊作業內稽
(4) 延畢生註冊及選課作業(藝設)
(5) 學生證註冊蓋章(藝設)
3. 學籍管理(藝設)
(1) 學生學籍資料建檔與管理
(2) 學生休學、退學、復學、保留學籍、修業屆滿、輔系、雙主修、
跨域學程、雙重學籍、在學證明
4. 成績管理(統籌)
(1) 期中(含學習預警)、期末(畢業)考試命題及成登錄通知作業
組員

蔡惠君

(2) 期末成績轉檔及寄發成績單(含校際選課及玄元課程)
(3) 印製前學期成績冊提供院系輔導
(4) 系統成績排名作業
(5) 教師更正學生學期成績作業
(6) 學業2/3不及格預警及勒退作業
(7) 成績送繳及更正作業內稽
(8) 受理教師成績更正申請(藝設)
(9) 複審學生學分抵免(藝設)
5. 畢業管理(藝設)
(1) 畢業資格審核及證書發放
(2) 中五制加修學分審查
6. 統計業務
(1) 校庫填報(學13、校15)
7. 課程規劃
(1) 推動分級分流課程(統籌)
(2) 審查課程規劃(藝設)
(3) 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藝設)
8. 開排課作業(藝設)
(1) 審查開排課資料(藝設)
(2) 開課課程異動(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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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3) 定期盤整教學資源(含教室)(藝設)
9. 選課管理(統籌)
(1) 公告選課時程及選課結果簽核
(2) 選課輔導說明會
(3) 選課不足預警及處分作業
(4) 校際選課及玄元跨校選課作業
(5) 期中課程停修及輔導作業
(6) 延畢生及碩士班學分費清單作業
(7) 進修學制加退選後學分費報表
(8) 選課輔導作業內稽
(9) 選課輔導作業內控
(10) 校際選課(藝設)
(11) 選課及期中停修輔導(藝設)
(12) 延畢生學分費清單(藝設)
(13) 選課異常處理(超修不足、衝堂、重複修習等) (藝設)
10. 教學評量業務(藝設)
(1) 教學評量不予納計系統設定
11. 課堂管理(藝設)
(1) 巡堂異常處理
(2) 受理學生暑修申請
(3) 受理學生考試假申請
(4) 受理教師集體校外參觀申請
(5) 教室使用協調、安排及借用
(6) 期中考、期末考及畢業考試卷印製與保管
12. 跨領域學習(藝設)
(1) 受理輔系申請
(2) 受理雙主修申請
(3) 受理跨領域學分學程申請及證明核發
13. 實習業務(藝設)
(1) 查核實習課程績效
(2) 查核實習資料登錄
(3) 實習成效統計(人數,時數)
14. 教師業務(藝設)
(1) 教師評鑑作業
(2) 提供教師升等參考資料作業
(3) 教師教學大綱及教學成果上傳作業
(4) 受理教師請假調補課及代理監考申請作業
15. 校庫填報(學13、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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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負責單位：國際餐旅暨管理學院、通識中心
【餐旅系、應日系、(應外系)、(企管系)、(資管系)】
【負責系所之入學、註冊、學籍、成績、畢業、課程規劃、開排
課、選課、教學評量、課堂、跨域學習、實習及教師管理】
1. 新(轉)生入學(國餐、研究所)
(1) 碩士班補修大學部課程(系統設定及發函）

註冊
課務組

邱致綺

(2) 受理轉系申請(國餐)
(3) 新生註冊報到作業
(4) 學生證製作及補發
2. 註冊管理(國餐、研究所)
(1) 延畢生註冊及選課作業
(2) 學生證註冊蓋章
3. 學籍管理(國餐)
(1) 修業期限屆滿預警及勒退作業(統籌)
(2) 教育程度資料上傳作業(統籌)
(3) 學生學籍資料建檔與管理
(4) 學生休學、退學、復學、保留學籍、修業屆滿、輔系、雙主修、
跨域學程、雙重學籍、在學證明
4. 成績管理(國餐)
(1) 製作熱心參與學術研究及成績優異學生獎狀作業(統籌)
(2) 受理教師成績更正申請
(3) 複審學生學分抵免
5. 畢業管理(國餐)
(1) 畢業資格審核及證書發放
(2) 中五制加修學分審查
(3) 碩士班免修課申請作業
(4)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業
(5) 每學期畢業論文彙整及寄運作業(統籌)
6. 統計業務
(1) 受理學生申請公務員資料登錄(研究所)
7. 課程規劃(國餐)
(1) 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相關業務(統籌)
(2) 審查課程規劃
(3) 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
8. 開排課作業(國餐)
(1) 審查開排課資料
(2) 開課課程異動
(3) 定期盤整教學資源(含教室)
9. 選課管理(國餐、研究所)
9

單位

職稱

姓名

業務職掌項目
(1) 印製碩士班學分費清單作業
(2) 校際選課
(3) 選課及期中停修輔導
(4) 延畢生學分費清單
(5) 選課異常處理(超修不足、衝堂、重複修習等)
10. 教學評量業務(國餐)
(1) 教學評量不予納計系統設定
11. 課堂管理(統籌)
(1) 教室、課堂管理及設備巡檢作業
(2) 試卷管理、調閱與銷毀及校內各項考試試務工作
(3) 巡堂異常處理(國餐)
(4) 受理學生暑修申請(國餐)
(5) 受理學生考試假申請(國餐、研究所)
(6) 受理教師集體校外參觀申請(國餐)
(7) 教室使用協調、安排及借用(國餐)
(8) 期中考、期末考及畢業考試卷印製與保管(國餐)
12. 跨領域學習(統籌)
(1) 公告學生修讀輔系、雙主修及跨領域學分學程申請作業
(2) 受理輔系申請(國餐)
(3) 受理雙主修申請(國餐)
(4) 受理跨領域學分學程申請及證明核發(國餐)
13. 實習業務(國餐)
(1) 查核實習課程績效
(2) 查核實習資料登錄
(3) 實習成效統計(人數、時數)
14. 教師業務(國餐)
(1) 教師評鑑作業
(2) 提供教師升等參考資料作業
(3) 教師教學大綱及教學成果上傳作業
(4) 受理教師請假調補課及代理監考作業
15. 勤毅教育業務含組內勤毅生管理
16. 表單及網頁管理(教務處服務信箱來信處理)業務
17. 校庫填報(學9、學20-3、學27、學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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