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  11 0 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 3 次教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11年 05 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1點 30 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 

主席：黃教務長 啟明                                         記錄：蘇采葳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無)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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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產業管理系 

案由：申請更正流音一孝學生吳宗庭 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影視演藝產業概論」學期成績。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4/26修正完畢。 

二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由：申請更正廚四忠學生蔡富雅、王詣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實務專題」學期成績。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4/26修正完畢。 

三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系 

案由：申請更正工設四忠黃冠彰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模具設計概論」學期成績。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4/26修正完畢。 

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 

逾期未復學及逾期未註冊之退學名單，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111/04/26郵寄掛號

「退學通知」，並於

111/05/27送簽統一辦退。 

 五 

提案單位：管理暨設計學院 

案由：審議 105-108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

程一案。 

決議：通過。 

已於111/05/30 前更新於教 

務處網頁 

 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大學部學分抵免辦法」修正案，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 

本案已於 111/05/30 公告於

本校法規資訊系統  

 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外國學招生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 

教育部於 111/05/23 臺教文

(五)字第 1110050964 號函

復建議依說明修正後同意核

定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學規範」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5/17 公告於法

規系統。 

 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廢止遠東科技大學學生申請重（補）修辦法，提

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5/20 提送「辦法

廢止申請單」至秘書室。 

 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廢止遠東科技大學學生教室規則辦法，提請審

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1/5/20 提送「辦法

廢止申請單」至秘書室。 

 十  

 一 

提案單位：三創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改『遠東科技大學改進教學效果實施辦

法』，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5/25 公告於法規

管理系統。 

 十 

 二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擬修改『遠東科技大學教師改進教學效果實施辦

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5/25 公告於法規

管理系統。 

 十 

 三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擬修改『遠東科技大學磨課師教材獎勵辦法』，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1/05/25 公告法規管

理系統。 

 

 十 

 四 

提案單位：進修部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進修部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

逾期未復學及逾期未註冊之退學名單，請審議。   

決議：通過 

於 111/04/29 郵寄掛號「退

學通知」，並於 110/05/27送

簽統一辦退 

 十 

 五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審議 107-108 學年度電機系及機械系已停開/學

分數異動之課程一案。 

決議：通過 

已於111/05/30 前更新於教 

務處網頁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推動學生跨域學習實施方案，請審議。 

說明：1.為建立有利學生跨域學習的環境，鼓勵學生進行跨域學習，協助學生擴展跨 

        域專長，因此降低各系必修學分，建立有利學生跨域學習的環境，使學生在 

        既有 128畢業學分內，提供學生彈性學習空間依自主興趣及未來生涯規劃選 

        擇他系課程，學習跨域主題技能。 

      2.為落實績效指標之達成，新設「推動學生跨域學習實施方案」，推動跨域微學 

        程，由各系開設「主題技能模組」微學程，提供給全校學生跨域修課，並設 

        有技能學習導師為輔助，並檢核學習成效發給技能證書。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11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通過補助案備查，請審議。 

說明：1.111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案，業經111.05.05、111.05.24教學品 

        質精進委員會審議完成。 

   2. 111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核定通過案件共計22件，補助經費共21件(每   

     件12,000元)，不補助經費核准執行共1件(配合計畫執行)，如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11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申請通過補助案備查，請審議。  

說明：1.111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申請案，經111.04.19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完 

        成評分後，於111.05.05由教具補助經費審查小組審議完成。 

      2.111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通過補助案件共計11案，如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實施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1.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略以，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 

       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准其 

       以同等學力…新生入學考試，茲訂定本實施要點。 

      2.本要點業經111年5月10日陳副校長、教務長、進修部主任及各學院院長諮議 

        後修正，並提送111年5月31日教務會議審議。 

      3.檢附「遠東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實施要點」 

        草案全文乙份，如附件所示。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外國學招生規定」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1.依 111 年 5 月 23日臺教文(五)字第 1110050964號建議，修改本校外國學生   

        招生規定的第 22點、第 24 點等相關條文。 

      2.法規修正對照表，如附件所示。 

決議： 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餐旅休閒學院 

案由：104-108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一案，請審議。 

說明：1.課程對照表如附件。 

  2.餐管系 104-108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一案，業經餐飲管理 

    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11.04.07)議審查通過。   

      3.休閒系 106-107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一案，業經休閒運動管 

        理系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11.05.04)議審查通過。 

      4.觀英系 107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一案，業經觀光英語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11.05.23)議審查通過。 

      5.旅遊系 107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一案，業經旅遊事業管理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11.05.23)議審查通過。 

      6.妝管系 107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一案，業經化妝品應用與管 

        理系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11.04.14)議審查通過。 

      7.本案經餐旅休閒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111.05.30)審查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餐旅休閒學院 

案由：修正遠東科技大學「餐旅服務品質管理專業學程」設置辦法，請審議。 

說明：1.依據院系課程規劃修改此學程認列課程與學分數，並依據現況修正條文文 

        字，請參閱對照表。 

      2.業經餐旅休閒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11.05.30)  

        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修訂乙案，請審核。  

說明：1.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2.業經餐飲管理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111.04.21)議審查通 

        過。 

      3.業經餐旅休閒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111.05.30) 議審查通 

        過。  

決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略) 

陸、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