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 3 次教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06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 

主席：謝教務長 盛文                                     記錄：黃馨儀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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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教師更改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成

績」申請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 年 05 月 08 日

修正完畢。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逾期未

復學之退學名單」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年 05月 08日郵

寄掛號「退學通知」，並

於 108年 06月 04日送簽

統一辦退。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逾期未註冊

之退學名單」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年 05月 08日郵

寄掛號「退學通知」，並

於 108年 06月 04日送簽

統一辦退。 

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選課辦法」

修訂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 年 05 月 21 日

公告於法規管理系統。 

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

則」修訂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 年 05 月 21 日

公告於法規管理系統。 

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績優獎勵辦

法」修訂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年 05月 07日公

告於法規管理系統。 

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校際發展中心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鼓勵深耕暨經營高中職
已於 108年 05月 15日公

告於法規管理系統。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獎勵辦法」廢止案。 

決議：通過。 

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案由：「各系專業英文相關認列」修訂案。 

決議：通過。 

已更新相關資料。 

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師改進教學效果實施

辦法」修訂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年 06月 05日公

告於法規管理系統。 

十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8 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

請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年 05月 08日公

告於教學資源中心網

頁，並 mail 通知各申請

老師。 

十一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8 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申請

案。 

決議：通過。 

已於 108年 05月 08日公

告於教學資源中心網

頁，並 mail 通知各申請

老師。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案由：本校 109餐旅休閒領域系科統一調降之招生名額調整至農林漁牧及工

業領域系科，請審議。 

說明：依據 109 餐旅休閒領域系科統一調降之招生名額調整至農林漁牧及工

業領域系科相關規定調整，調整名額如附表。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暨設計學院 

案由：本校企業管理系申請 109 學年度停止招生乙案，請審議。 

說明：1.因應高中職端相對應之商業類群等相關科系學生數減少，且商業類

群畢業生轉至餐飲旅遊系群就讀者逐漸增多，使得本系近年招收之

新生人數明顯減少，因此申請停招。 

2.本案業經企業管理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8.06.04)通

過。 

3.本案業經管理暨設計學院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

(108.06.11)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暨設計學院 

案由：本校創意生活設計系申請 109 學年度停止招生乙案，請審議。 

說明：1.因應少子化社會的變遷，以及高中職端相對應科別之班級人數逐漸

減少，招收本系學生越來越不容易，因此申請停招。 

2.本案業經創意生活設計系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108.05.27)通過。 

3.本案業經管理暨設計學院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

(108.06.11)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暨設計學院 

案由：本校數位媒體設計系進修部四技申請 109學年度停止招生乙案，請審

議。 



 

 

說明：1.因應高中職端相對應之相關科系畢業人數年年遞減，且其他類群學

生之就讀意願未見增加，故使得本系招收到之新生人數平均一直未

達 20人，故規劃於 109 學年度停招。 

2.本案業經數位媒體設計系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108.05.29)通過。 

3.本案業經管理暨設計學院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

(108.06.11)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餐旅休閒學院 

案由：本校觀光英語系申請 109 學年度停止招生乙案，請審議。 

說明：1.因應少子化問題，配合學校規劃，觀光英語系於 109 學年度停招。 

2.本案業經觀光英語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8.06.05)通

過。 

3.本案業經餐旅休閒學院 107學年第二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108.06.06)

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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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七： 

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 

案由：新制訂「遠東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電競專題實施辦法」，

請審議。 

說明：1.為提升本系學生電競戰隊實力，強化紀律管理、團練默契、戰術分

析與研究執行，並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培養學生電競實戰之能力，特

訂定「遠東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電競專題實施辦法」。 

2.本案業經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 107學年第二學期第 11次系務會議

(108.05.27)通過。 

決議：不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體育教學中心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體育實施辦法」，請審議。 

說明：配合體育課程之教學現況修正相關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體育教學中心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體育正課規程實施要點」，請審議。 

說明：配合體育課程之教學現況修正相關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體育教學中心 

案由：擬廢止「遠東科技大學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實施辦法」，請審

議。 



 

 

說明：配合體育課程之教學現況廢止此辦法。 

決議：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請審議。 

說明：1.依教育部108年5月2日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有關大專校院

辦理學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辦理，配合來文刪除第二條第二款條

文。   

2.因新增課程類別(寒期課程)及此辦法適用對象納入專班，故調整鐘

點費標準。 

    決議：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請審議。 

說明：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以增強畢業生就業機會，特參考「中山大學各

學系學生加修雙主修辦法」第 7 條，修訂增列雙主修學生之本系與加

修系的抵免學分原則。 

決議：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擬修訂「遠東科技大學學則」，請審議。 

說明：為不放棄任何學生，保障其受教權以及同步考量學生狀況，以積極輔

導學生持續就學為上，經立意調查國立與私立大專校院之學則規定

後，擬刪除學退之兩項學生狀態，即刪除「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且連續兩學期者」、「全

學期曠課達 45 節者」。 

決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略。 

陸、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