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  1 0 1 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02年 06 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 00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 

主席：陳教務長 炘鏞                                 記錄：王玟靜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報告： 

貳、 報告事項：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計算機中心 

案由：新訂辦法「遠東科技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提請討論，請審議。 

說明：為提升本校畢業學生資訊能力，從 102 學年度(含)以後大學日間部

﹝不含特殊專班﹞入學新生在畢業前，需通過資訊能力檢測方具畢業

資格，實施辦法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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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實施辦法，請審議。 

說明：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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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2 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成立名單，請審議。 

說明：102 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審查委員會於 102/6/3 召開，審議通

過 34組社群，其中包含 2組資訊題庫社群，請決議。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102 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案，請審議。 

說明：102 年度補助教師製作教具審查委員會，已於 102/6/3 召開，審議通

過 29件申請案，總通過補助費用共計 501,000 元，請決議。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擬「102 學年度第 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申請審核名單」如附件，請審議。 

說明：102 學年度第 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申請件數共 4件，經遠距教學委員

會審核，通過件數共 2件、未通過共 2件，名冊如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 企業管理系於 103 學年度變更系名為「餐旅事業經營管理系」乙案， 

請審議。 



 

 

說明：1.近年國內高中職廣設餐飲與觀光科，班級數逐年漸多，商管類群

班級數與人數逐年漸少，形成企管系新生註冊報到率有下降趨勢。 

2.行政院自 2009 年起推動「六大新興產業」與「十大重點服務業」

等經濟發展政策，形成會展與行銷、文創、觀光工廠、旅運遊憩與流

行餐飲等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相關產業對從業與管理人才的迫切需

求。 

3.本案業經企業管理系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102.06.05)審核通過。 

4.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10)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數位媒體設計與管理系於 103 學年度擬增設進修部乙案，請審議。 

說明：1.配合校方整體考量，擬於 103 學年度增設一班進修部，招生夜校生。 

2.本案業經數位媒體設計與管理系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

會議(102.05.30)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10)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能源系及材料系合併改名為「材料與能源工程系」，請審議。 

說明：1.103 學年度能源應用工程系暨材料科學與工程系合併為材料與能源 

工程系，以「材料應用組」及「車輛能源動力組」分別各招生一班。 



 

 

2.本案業經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102.04.25) 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能源應用工程系101學年度第2學期系務會議(102.05.31) 

審核通過。 

4.本案業經工程學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102.06.13)審

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103學年停招一案，請審議。 

說明：1.因招生不易故 103 學年起進修部機械系停招。 

2.本案業經機械工程系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102.06.11)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工程學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務會議 (102.06.13)審

核通過。 

決議： 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案由：電子工程擬於 103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高職畢業生報考資電類群的人數明顯逐年下滑，加上即將來

臨之少子化衝擊，電子工程系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 

2.本案業經電子工程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102.04.29) 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電資學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05)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案由：光電工程擬於 103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審議。 

說明：1.本校將於 103 學年度新增科系，且本系近年來招生越來越不理想，

因此為配合全校招生總量管制，故擬於 103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本系

招生名額將流用至新系。  

2.本案業經光電工程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102.05.29) 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電資學院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102.06.05)

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案由：電資學院擬於 103 學年度起新設「資訊多媒體設計與應用系」，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高職畢業生報考資電類群的人數明顯逐年下滑，加上即將來

臨之少子化衝擊，電資學院擬於 103 學年度起新設「資訊多媒體設計

與應用系」，並於設計類群、資電類群及機械類群招生，收費方式採

用「商科收費」。 

2.本案將由光電工程系陳聖鐘主任負責新設科系相關事宜。 

3.本案業經電資學院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102.06.05)

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餐旅休閒學院 

案由：餐飲管理系 103 學年招生分組異動，請審議。 

說明：1.考量業界需求及學生就讀意願，餐飲管理系 103 學年度招生分組刪

除廚藝組。 

2.本案業經餐飲管理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102.04.17) 審核通過。 

3. 本案業經餐旅休閒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05) 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餐旅休閒學院 

案由：餐旅休閒學院 103 學年擬新設立廚藝系，請審議。 

說明：1.考量業界需求及學生就讀意願，餐旅休閒學院擬於 103 學年新設立

廚藝系。 

2.本案業經餐飲管理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102.04.17) 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餐旅休閒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05) 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餐旅休閒學院 

案由：餐旅休閒學院 103 學年擬新設立烘焙管理系，請審議。 

說明：1.培養學生之專業能力及競爭力，配合業界需求，餐旅休閒學院擬於

103 學年新設立烘焙管理系 

2.本案業經餐飲管理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102.04.17) 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餐旅休閒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05) 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餐旅休閒學院 

案由：103 學年度招生-旅遊事業管理系分組異動，請審議。 

說明：1.提升旅遊事業管理系學生學習多元化，103 年度預計分組如下： 

忠班：旅遊經營組 

孝班：旅館管理組 

領隊導遊組(停招)。 

2.本案業經旅遊事業管理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102.05.03) 審核通過。 

3.本案業經餐旅休閒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102.06.05) 審核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案由：本校「103學年度招收新生名額分配表」乙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教育部總量管制作業要點辦理。 

2.103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分配計畫表，如附件。 

決議：通過。 

 

肆、臨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