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 2 次教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09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 

主席：謝教務長 盛文                                     記錄：吳若瑄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報告： 

貳、 業務報告： 

（一）教育部「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

則」說明，請各系院協助辦理。 

1.本校 108 學年度之前畢業生所屬的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業經教

育部 108 年 5月 30 日臺教技（四）1080077941號函核備。 

2.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28日臺教高(二)1080110022F號函、108年 9

月 3日臺教高(二)1080126641 號函辦理。 

(1)學校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

參酌主管機關公告之中文、英文學位名稱參考手冊。 

(2)本校各院系所如有規劃代替碩士博士論文機制者，委請各院系所

進行「代替論文機制的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之內部討論，以凝

聚共識及措施。 

(3)委請本校各系所針對 109 學年度之後畢業生（含 109學年度）應

於將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

等規定，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參、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教師申請更改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

乙案。 

決議：通過 

已於 3/6修改完成。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修訂「遠東科技大學專業學程設立及修讀辦

法」乙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9/03/13公告

法規系統。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新制訂「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課程處理辦法」乙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9/03/13公告

法規系統。 

四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執行情況

及教師評鑑加分乙案。 

決議：通過。 

已列入 108年教師評

鑑加分。 

五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申請審核

名單乙案。 

決議：通過。 

因教育部來文-臺教

技(四)字第

1090029165C號，故

取消辦理遠距教學課

程。 

六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修改「遠東科技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辦法名稱乙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9/03/26公告

法規系統。 

七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82 創新教學計畫申請案核定名單」、

「1081創新教學優良課程獲獎名單」備查乙

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9年 3月 2日

公告於教資中心網頁

並 MAIL通知各申請

老師。 

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案由：修改各系 PVQC 專業英文相關認列乙案。 

決議：通過。 

已更新相關修改資料 

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修訂「遠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學則」乙

案。 

決議：通過。 

已提案至 109.5.27

校務會議審議。 

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有關本校各系辦理學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乙

案。 

已協助各系彙報提案

至 109.5.12教務會

議審議。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決議：通過。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請審議。 

說明：修正課程諮詢委員會之組織成員。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請審議。 

說明：1.擬補充法源依據修改第一條文字。同時依據學位授予法第十七條，

明確定義本辦法所述之違反學術倫理之四項情事，故修改第二條。 

2.針對本辦法所述違反學術倫理之懲處，參考多間國立大學辦法後進

行修改，擬修正原辦法第十一條，並分條述明於新修正辦法的第十

條與第十一條。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逾期未註冊之退學名單」乙案，

請審議。 

說明：1.依據遠東科技大學學則第十一條、第三十八條以及學雜費欠費處理

流程辦理。 

2.本校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至今(109.05.12)仍有 75 位(內含延修生

6 位)學生未完成註冊手續，如附件。 

3.本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予以退學論處，並寄發退學通知，教務處於

第 14 週（109.06.05）將當學期尚未完成註冊學生名單簽辦退學。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之退學名單」乙

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遠東科技大學學則第十一條、第三十八條以及學雜費欠費處理

流程辦理。 

2.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至今(109.05.12)仍有 58 位學生尚未辦理

延長休學或復學，如附件。 

3.本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予以退學論處，並寄發退學通知，教務處於

第 14 週（109.06.05）將當學期尚未完成辦理延長休學或復學名單

簽辦退學。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各系「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修習對照表」乙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8039411 號函以及 109

年 3月 3 日教務會議決議辦理。 

2.各系若部分必修課程已停開、系所整併或抵免科目學分以少抵多，

學生有補修抵免或補足所差學分需求時，各系須提供「已停開/學分

數異動之課程修習對照表」，供學生依循辦理修課或抵免。 

3.附件之「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修習對照表」業經系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4.提案附件惟機械系、材料系、自控系等，時至 109.5.11皆未回報資

料，為避免影響學生畢業之權益，請各系務必謹慎確認。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9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1.109 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案，業經 109.04.07 教學品質

精進委員會審議完成。 

2.109 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案共計 28 案，通過補助案件共

計 26案；未通過申請案共計 2案，如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9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1.109 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申請案經 109.05.06 教學品質精進委員

會完成評分後，於 109.05.08 由教具補助經費審查小組審議完成。 

2.109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申請案共計 31案，通過補助案件共計 20

案；未通過申請案共計 11案，如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修改「遠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製作教具作業要點」，請審議。 

說明：修正第四條審查流程條文內容。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修改「遠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辦法」，請審議。 

說明：修正第三條審查流程條文內容。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修改「遠東科技大學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審議。 

說明：修正部分條文內容。 

決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略) 

伍、 主席結論：(無) 

陸、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