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9年 6月 3日（星期三）上午 10：10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1樓會議室 

主席：黃國光教務長                                                  紀錄：何郁嫻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1 
108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操行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學務處生輔組 

2 
修訂本中心通識護照暨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乙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3 
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勵要點」，請討論。 

【照案通過】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4 
本校各系109學年度輔系課程表(如附件)，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 

5 
本校申請於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系(部)學生名單(如下)，提

請討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 

6 
資工系107、108級課程規劃表修正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 
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7 
觀光休閒系108級課程規劃表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觀光休閒學院 

8 
本院航管系106-108級之課程規劃表修正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 
人文暨管理學院 

9 
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修正，請討論。 

【照案通過】 
共同教育委員會 

10 
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修正，請

討論。【照案通過】 
共同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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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外語系、物管系(含碩士班、碩專班)、航管系、資管系(

含進修部)、養殖系(含碩士班)、食科系(含碩士班、二技)、

資工系、電機系(含碩士班)、五專電機科、電信系(含二年制

學士班)、遊憩系、餐旅系、觀休系(含進修部、碩士班、碩

專班)新定109級課程規劃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教務處課務組 

 

壹、主席致詞 

  

 今天在教學大樓有一場演講，由於教務會議的時間、地點已經定下來了，基於尊重各位代

表的情況下就沒有去調整會議的日期跟地點，現在徵求各位代表的同意作一個簡單的調整移

動變更一下會場，視為在教務會議之前安排一場跟教學事務有關的演講。 

如果各位代表同意的話這是一場蠻有意義的演講，對老師同仁來講，對學生來講也好有很大

的幫助。因為學思達的主張是說讓學生自學、思考、跟表達讓學生具備終生的能力。聽這樣

的演講對我們的教學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各位代表對提議是否有甚麼樣的意見，同意的

話我們就邀請各位代表前往教學大樓 310聽演講完畢之後，再開始教務會議。中午有其他會

議的同仁是否同意，已簽到視同為達到法定人數，中午讓我們先開會只要不牽涉到表決。沒

有問題我們就邀請各位代表往教學大樓 310移動。 

 

貳、各組工作報告 

 

註冊組工作報告： 

 

1. 有關本校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案，業經109年5月14日行政會議決議不予調整，援用

108學年度各學制部別收費標準辦理。 

2. 109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暨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已公告於各委員會及學校網站，請與會

委員廣為宣傳。 

3. 辦理本校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碩士一貫學程申請作業，惠請各所於6月15日前將系務會議

紀錄、通過名單及審查資料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彙辦。 

4. 辦理本校109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正備取生報到作業。 

5. 辦理本校110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考試作業籌備工作，有關各系所考試科目、招生名額

、分組招生等相關事宜，建請先行研擬規劃內容，以利後續招生簡章彙編作業等事宜。 

6. 109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已於3月23日至4月30日網路報名，術科考試日期於5月9

日於本校及臺中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同時舉行，5月13日寄發成績單，5月15日放榜，正取

生報到於5月22日截止，完成報到分發之錄取生向本校申請放棄入學資格截止日期7月3日

，遞補截止日7月10日。 



  

7. 109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第一階段報到於5月22日中午12：00截止，第二階段報到

於5月22日下午13：00至5月25日17：00止，共分7個梯次辦理報到。 

8. 109學年度陸生招生除碩士班外之管道，因中國教育部宣布陸生暫緩來臺而停止辦理。 

9. 109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本次完成網路報名並繳件者計有6位(物管系

4名、應外系2名)，面試於109年6月6日舉行。 

10. 109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本校有4名學生錄取(物管系2名、應外

系1名、電機系1名)，已掛號郵寄各考生錄取通知書。 

11.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考簡章已公告於學校網站，109年6月2日~109年6月18日開放報名

。 

12.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無他校學生申請來本校交換學習，本校航管系2名學生(系)申請至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已通過。 

13. 109學年度雙聯學制受理孫德盛大學申請至109年6月2日。 

14. 109學年度四技技優甄審書面審查及四技甄選入學書面審查、面試及術科實作評分標準已

公告於本校網站/招生訊息。 

15. 109學年度日間部四技技優甄審訂於5月21日-5月27日接收考生報名資料，6月4日-6月14

日書面資料審查，7月1日志願序放榜，7月8日完成報到作業，敬請各系依註冊組通告時

間辦理各項成績審查及遞送，以免影響後續分發報到事宜。 

16. 109學年度日四技甄選入學訂於6月12日-18日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本校訂於6月14辦

理面試及術科實作甄試，7月1日正備取生公告，7月8日志願序分發放榜，7月14日錄取生

完成報到作業，7月16日-21日辦理聯登回流名額確認，因本年度2項招生作業辦理時程部

份重疊，務請各系依註冊組通告時間辦理各項成績審查及遞送。 

17. 109學年度繁星甄審核定招生名額32名，錄取28名，依聯招會規定於5/19中午12：00報到

截止，統計結果共聲明放棄6名，未聲明放棄22名。 

18. 為製發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敬請各系轉知畢業班授課老師於6月17

日（三）前繳交學期成績遞送單及完成傳送（含開課班級於4年級之校外實習課程及2-3

年級興趣選項體育班有4年級學生修課之班級），以利畢業學分審查及畢業證書製作；畢

業證書自6月24日上午10時起開始領取。 

19. 108學年度第2學期非應屆畢業班（不含2-3年級體育班有4年級學生修課之班級）學期成

績（含校外實習課程），請各任課教師於7月7日(二)前遞送，學期成績訂於7月10日(五)

公告。 

20. 辦理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查事宜。 

21. 本校遠距視訊面試中心於109年5月15日上午09：30與本島科技大學進行「109學年度技專

校院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離島地區視訊面試」視訊軟體教育訓練及與各校點對點單一

測試。 

22. 2-5月份參加高中職學校升學博覽會計15場次，寄送簡介資料共計88所高中職(附件一-

二)。 

23. 5月份高中職學校進班宣導校方安排共48場次，因對方學校取消共4場，無人前往共3場(

附件三)。 

 

 



附件一 

編號 舉辦升學博覽會學校 日期 

1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109.02.25 

2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109.02.26 

3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9.03.02 

4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109.03.03 

5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109.03.04 

6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109.03.04 

7 彰化縣私立精誠高級中學 109.03.06 

8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09.03.06 

9 雲林縣義峰高級中學 109.03.06 

10 台南新營高中 109.03.06 

11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109.03.12 

12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109.05.14 

13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109.05.14 

14 台中慈明高中 109.05.14 

15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09.05.21 

 



附件二 

寄送本校簡介及宣導資料之高中職學校 

1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46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47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 

3 國立屏東女中 48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4 嘉義宏仁女中(含嘉義輔仁高中) 49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50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6 雲林虎尾高中 51 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52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53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9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54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10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55 嘉華高級中學 

11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56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12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57 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13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8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4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59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15 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60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6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1 台中市明道中學 

1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2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18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3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 

19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64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0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 65 南大附中 

21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6 台南市南英高級商工職業校 

22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7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8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4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9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5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70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6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71 高雄市立志高級中學 

27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72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寄送本校簡介及宣導資料之高中職學校 

28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73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9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74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0 桃園振聲高中 7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1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76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32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77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3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78 苗栗縣立三義高級中學 

34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79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35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0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36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81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37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82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中 

38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83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39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84 臺南市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40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5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1 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 86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42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7 桃園育達高中 

43 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88 中壢高商 

44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9  

45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90  

 

 



附件三 

學校名稱 辦理日期 養殖系 食科系 資工系 電信系 電機系 物管系 航管系 資管系 應外系 觀休系 餐旅系 遊憩系 

高雄復華高中 2020/3/2 疫情取消 

國立東石高中 2020/2/19 疫情取消 

臺中華盛頓高中 2020/3/2      唐嘉偉主任       

嘉華高級中學 2020/3/3      唐嘉偉主任 李穗玲主任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

級中學 
2020/3/6      唐嘉偉主任 郭思瑜教授      

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2020/3/25      唐嘉偉主任       

國立嘉義女子高中 

2020/03/25 

2020/04/01 

2020/05/20 

無人出席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

事商業職業學校 
2020/4/6  陳樺翰主任    唐嘉偉主任   林嘉鴻教授 戴芳美教授 

陳宏斌主任 

餐旅四甲-吳

晥如同學 

 

台南市亞洲餐旅職

業學校 
2020/4/20          張璟玟教授 潘澤仁教授  

臺中致用高中 2020/5/4   

電子 or 資訊 

陳耀宗教授 

電子 or 資訊 

姚永正教授 

電子 or 資訊 

周孝興教授 

資料處理 

唐嘉偉主任 
   

觀光事業*2 

戴芳美主任 

李安娜教授 

觀光事業 

吳菊教授 

觀光事業 

吳建宏教授 

國立關西高中 2020/5/4  張弘志教授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

職業學校 
2020/5/4  

食品群*2 

陳樺翰主任 
       

餐旅群*2 

張璟玟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2020/5/4  陳樺翰主任           

南投高商 2020/5/4      

應外*2、資處 

商經*2 

唐嘉偉主任 

   

資處、會計 

國貿*2 

戴芳美主任 

  



學校名稱 辦理日期 養殖系 食科系 資工系 電信系 電機系 物管系 航管系 資管系 應外系 觀休系 餐旅系 遊憩系 

國立新營高工 2020/5/5    

電機、資電 

姚永正教授 

電機、資電 

張永東教授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

級中學 

2020/5/6 

2020/5/5 
     

5/6 商管群、

外語群 

鍾國章教授 

   

5/5 餐旅群*2 

戴芳美主任 
  

水里商工 2020/5/6      

資處、觀光 

唐嘉偉主任 
      

嘉義市私立興華中

學 
2020/5/7      

資處*2 

唐嘉偉主任 
  

外語、餐旅 

藍恩明教授 

餐旅、觀光 

楊倩姿教授 
 

餐旅、觀光 

吳建宏教授 

桃園育達高中 2020/5/7   

資訊科*2 

楊昌益主任 
  

會計、商經 

蔡培軒教授 

應外、商經 

韓子健教授 
 

應外*2 

林嘉鴻教授 

觀光*2 

戴芳美主任 
 

觀光、餐管 

張晏瑋教授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

水產職業學校 
2020/5/8 

水產群 

曾建璋主任 

食品群 

張駿志教授 
   

商管群 

唐嘉偉主任 

商管群 

郭思瑜教授 
     

曾文家商 2020/5/8      

商經 

15:00-15:25 

唐嘉偉主任 

資處 

15:00-15:25 

郭思瑜教授 

 

綜三乙(商服) 

15:25-15:50 

林寶安主任 

綜三丁(餐服) 

15:25-15:50 

張璟玟教授 

餐管 

15:00-15:25 

潘澤仁教授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2020/5/8 

13:55-14:45 

畜保、造園 

陳香吟教授 

 

15:00-15:50 

電子 

楊昌益主任 

 

15:00-15:50 

電機 

周孝興教授 

       

台中明德高中 2020/5/8      

商管群*2 

蔡培軒教授 
  

商管群*2 

姚慧美教授 

餐旅*2、觀光*1 

戴芳美主任 
 

餐旅*2、觀光*1 

吳建宏教授 

新竹義民高中 2020/5/8      

資處三甲 

陳甦彰教授 

0937063876 

      

中壢高商 2020/5/11            吳建宏教授 

高雄市樹德家商 2020/5/11      唐嘉偉主任   徒瑞福教授 莊中銘教授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 2020/5/11  張弘志教授           



學校名稱 辦理日期 養殖系 食科系 資工系 電信系 電機系 物管系 航管系 資管系 應外系 觀休系 餐旅系 遊憩系 

霧峰農工 2020/5/12  陳樺翰主任        

園藝、餐飲 

戴芳美主任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

商業高級中學 
2020/5/12      唐嘉偉主任 李穗玲主任 吳千慧教授 譚峻濱教授 戴芳美主任   

員林農工 2020/5/12、14、15 

109.5.14(四) 

13:50-14:40 

陳香吟老師 

109.5.14(四) 

13:50-14:40 

109.5.14(四) 

14:45-15:35 

邱采新教授 

   

109.5.12(二) 

11:00-11:50 

唐嘉偉主任 

   

109.5.15(五) 

10:00-10:50 

109.5.15(五) 

11:00-11:50 

李安娜教授 

薛為綜職員 

  

花蓮高商 2020/5/12 無法配合該校出席人數取消 

國立頭城家商 2020/5/13 疫情取消 

新民高中 2020/5/13    

資訊*2 

姚永正教授 

電機、資訊 

周孝興教授 

商經科*3 

唐嘉偉主任 

國貿*2、應外 

李穗玲主任 
 

應外*3 

林嘉鴻 
  

觀光、國貿 

張晏瑋教授 

台中僑泰高中 2020/5/13    

資訊、電子 

姚永正教授 

資訊、電子 

周孝興教授 

資處科*2 

唐嘉偉主任 

資處、應外 

李穗玲主任 
 

應外、觀光 

林嘉鴻教授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2020/05/13 

2020/05/14 

無人出席 

高雄高商 2020/5/14      

14:15-15:05 

資處 313 

唐嘉偉主任 

14:15-15:05 

資處 313 

郭思瑜教授 

13:20-14:10 

資處 315 

林永清主任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2020/5/15      鍾國章教授    戴芳美主任   

苗栗高商 

(另派3位學生支援) 

餐旅二甲 呂思儀 

航管一甲 江莉茹 

物管二甲 王薏婷 

2020/5/15      

國貿、資處 

唐嘉偉主任 

國貿、資處 

郭思瑜教授 
  

資處、會計 

戴芳美主任 
  

台南南英商工 2020/5/15         王月秋教授    



學校名稱 辦理日期 養殖系 食科系 資工系 電信系 電機系 物管系 航管系 資管系 應外系 觀休系 餐旅系 遊憩系 

高雄復華高中 2020/5/18      

資處、電商 

唐嘉偉主任 

電商、應外 

郭思瑜教授 

資處、電商 

吳千慧教授 

應外、資處 

藍恩明教授 

觀光 

戴芳美主任 
 

觀光 

張晏瑋教授 

台中嶺東高中 

(派學生支援) 

餐旅二甲 呂思儀 

2020/5/18   陳耀宗教授 姚永正教授  唐嘉偉主任       

桃園私立新興高中 
2020/05/21 

2020/05/22 
  楊昌益主任 姚永正教授 柯博仁主任 

唐嘉偉主任 

陳甦彰教授 

韓子健教授 

林永清主任 

呂峻益教授 

林嘉鴻教授 戴芳美主任 古旻艷教授 吳政隆教授 

國立臺南高商 2020/5/22      蔡培軒教授 郭思瑜教授  林寶安主任 張璟玟教授 潘澤仁教授 張晏瑋教授 

國立臺南海事 2020/5/25 曾建璋主任 陳樺翰主任 楊慶裕教授 莊明霖教授 張永東教授 唐嘉偉主任    林妤蓁教授   

國立臺東高商 2020/5/18 薛為綜職員、物管 王薏婷、觀休 廖翊卉、物管 胡勝德 (校友) 、餐旅 柯佳政 (校友)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自行與科系對接 陳香吟教授 已對接完畢           

苗栗農工 自行與科系對接  陳名倫教授   周孝興教授     
3/20 

白如玲老師 
  

草屯商工 疫情取消 



  

課務組工作報告： 

 

一、教師行政配合考核要點全面 e 化，敬請教師依照要點之規範辦理。學生課程曁學習輔導

紀錄 e 化建置並於期中考後學生缺曠達 1/3 及 1/2 成績低落提示，請各位師長多加利用

（請至本校網站首頁／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教務登錄作業／輔導紀錄維護作業）

教師行政配合考核表教師可查詢及列印各學期資料（請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 

二、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碩士一貫學程學生計有 29位選課。 

三、依據本校行事曆（109）4 月 6 日（一）及 4 月 7 日（二）為本校運動會補假之連續假

期彈性放假，請各單位轉知各任課教師、學生。 

四、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考請各任課教師於考試週（109/4/20~4/24）隨堂考試，若有

提前或延後，則考試週仍需正常上課。 

五、108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班學位考試舉辦時間自本（109）年 4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 

六、108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觀摩規劃表，為防範武漢肺炎，本學期暫緩辦理。 

七、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研究生暨指導教授名冊，請碩士班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完成

。 

八、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多位教師授課第一階段課程教學評量填寫時段為(4/19~4/25），敬

請各系轉知學生配合填寫。 

九、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一級品保問卷結果，各師可於校務系統查詢，各主任則可查詢全系

資料。 

十、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選選課作業於 109 年 2 月 4 日至 10 日、加退選作業於 2 月 24 日

至年 3月 3日辦理完成，並受理專簽至 3月 13日止。 

十一、108學年度第 2學期受理日間部四技延修生人工加選選課計 34人；校際選課 9人。 

十二、本學期各系開課時數均符合總量規定，惟部份系至開學課程仍頻異動，影響行政作業

及學生選課，請各系排課時宜審慎考量。 

十三、業於 108.12.31 召開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審議各院系 108-1 品保手冊及評核

107-2 課程，會議紀錄已電郵各系知悉，請各系依會議決議及相關回饋資料修正品保



  

手冊及評核課程。預定於 6月召開品保推動委員會議審議各系 108-2品保手冊。 

十四、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課程已上傳至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課程公共平台，提

供各夥伴學校學生查詢及申請跨校選課 

十五、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資料將於 4 月 17 日前上傳技職校院課程資源網，有需要相

關課程資料者，可於 4月 17日後逕行上「技職校院課程資源網」查詢。 

十六、依教育部「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規定，各級課程規劃資訊應公開，本

處已將各系課程規劃表公告於本校網頁/教務處/法規下載/各系課程規劃表。各系之

課程規劃表有異動時，應視必選修課程逐級送系、院、校課程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選

修課送至院即可），並應將修正後之課規核章送本處登錄系統及公告。 

十七、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期中停修課程作業，訂於 109 年 4 月 20 日至 109 年 5 月 8

日（第 9-11 週）受理學生申請，請各系協助宣導及公告學生週知或逕行參閱本校行

事曆。 

十八、業師請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本校「業界專家

聘用辦法」、「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辦理聘用及課程審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為課程備查單位)。 

 

教學資源中心工作報告： 

 
一、恭賀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張鳳儀副教授所執行計畫榮獲教育部評選為「107年度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亮點計畫」。 
二、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第一階段成果報告暨第二階段計畫書簡報作業，已依限上傳管考平臺

網站，並由計畫主持人翁進坪校長、教務長黃國光、研發長李明儒，共同於3月7日赴台

評會進行簡報說明。 
三、109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階段執行項目(專業證照輔導、業師課程、實習訪視、

業者參訪、教師成長社群、課程助教等執行項目)目前需待教育部確認核定後，會進快

通報給各系及全校教師。 
四、108年度第2學期數位學習教材徵件作業。 
五、本中心於109年2月26日辦理「新進教師成長營」、3月3日「教學獎助生期初申請說明會

」，感謝各系所新進（聘）教師及預研生、碩士生踴躍出席與會。 
六、辦理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獎助生申請暨勞(退)健保投保作業。 

 

http://140.127.113.211/course/index.php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00#lawmenu
https://www.npu.edu.tw/df_ufiles/215/%E5%9C%8B%E7%AB%8B%E6%BE%8E%E6%B9%96%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A5%AD%E7%95%8C%E5%B0%88%E5%AE%B6%E8%81%98%E7%94%A8%E8%BE%A6%E6%B3%95(107.3.7%E9%80%9A%E9%81%8E%E7%89%88%E5%90%AB%E9%99%84%E4%BB%B6)-1.pdf
https://www.npu.edu.tw/df_ufiles/215/%E5%9C%8B%E7%AB%8B%E6%BE%8E%E6%B9%96%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A5%AD%E7%95%8C%E5%B0%88%E5%AE%B6%E8%81%98%E7%94%A8%E8%BE%A6%E6%B3%95(107.3.7%E9%80%9A%E9%81%8E%E7%89%88%E5%90%AB%E9%99%84%E4%BB%B6)-1.pdf
https://www.npu.edu.tw/df_ufiles/437/%E5%9C%8B%E7%AB%8B%E6%BE%8E%E6%B9%96%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A5%AD%E7%95%8C%E5%B8%AB%E8%B3%87%E5%8D%94%E5%90%8C%E6%95%99%E5%AD%B8%E5%AF%A6%E6%96%BD%E8%A6%81%E9%BB%9E1060524%E4%BF%AE.pdf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108學年第 1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之學生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 39條第 7款及學生獎懲辦法第 13條第 4款之規定辦理。 

二、由於本組前承辦人對於系統操作不熟，造成附表所列學生操行成績錯誤，影響學生權

益，故需予以修正。 

三、除已辦理退學、休學學生（序號 4、11、20、21、22、40）外，表列學生已依第一次

教務會議決議，先經由 109年 4月 15日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同意修正。 

四、請各位委員同意修正，通過後移請教務處賡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108-1操行不及格名單

序

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教務處成績

單 1月 22

日的操行成

績 

修正

後 
備註 

1 日四技養殖系一甲 1108407040 黃O凱 58.10 60.10 

2 日四技養殖系一甲 1108407048 邱O皓 57.50 60.50 

3 日四技養殖系一甲 1108407050 武O毅 56.20 60.20 

4 日四技養殖系一甲 1108407054 林O宇 60.00 45.00 108-1休學

5 日四技養殖系四甲 1105407058 戴O益 51.00 60.00 

6 日四技養殖系四甲 1105407065 陳O辰 54.75 60.75 

7 日四技航管系四甲 1105408062 劉O妡 56.60 62.50 

8 日四技資管系一甲 1108410013 高O慶 52.05 60.05 

9 日四技資管系一甲 1108410032 鞠O勇 55.00 60.00 

10 日四技資管系一甲 1108410035 李O龍 58.65 60.65 

11 日四技資管系三甲 1106410037 陳O翔 47.75 64.25 108-1休學

12 進四技資管系二甲 2108410007 莊O榮 0 88.00 

13 進四技資管系二甲 2108410013 楊O筑 0 88.00 

14 進四技資管系二甲 2108410018 曾O慈 0 88.00 

15 進四技資管系三甲 2106410042 洪O翔 33.5 62.50 

16 進四技資管系四甲 2104410034 邱O翔 58.25 60.25 

17 進四技資管系二甲 2107410002 陳O榮 79 83 



18 日四技資工系一甲 1108405063 周O伸 54.65 60.65 

19 日四技資工系四甲 1105405052 施O名 59.65 60.45 

20 日四技餐旅系四甲 1105403013 李O心 29.55 63.55 108-1休學

21 日四技外語系二甲 1107402053 項O慈 54.30 60.30 108-1退學

22 日四技外語系二甲 1107402055 蘇O宣 41.60 65.60 108-1退學

23 日四技食科系一甲 1107413006 陳O筑 54.35 60.35 

24 日四技食科系一甲 1108413008 吳O瑤 59.55 60.55 

25 日四技電信系四甲 1105415061 余O篁 59.90 60.90 

26 日四技遊憩系一甲 1108416031 沈O賢 59.00 60.00 

27 日四技電機系一甲 1108417016 周O毅 56.40 65.85 

28 日四技物管系三甲 1106418038 黃O生 58.30 60.30 

29 日碩士物流系一甲 1108531006 洪O恩 0.00 88.00 

30 日四技觀休系二甲 1107411119 許O娟 38.75 65.85 

31 日四技觀休系二甲 1107411008 張O楀 78.35 80.35 

32 日四技觀休系三乙 1106411127 TranYenVan 0.00 88.00 

33 日四技觀休系三乙 1106411128 LeTrungHiep 0.00 88.00 

34 日四技觀休系三乙 1106411129 DoTranTuanVi 0.00 88.00 

35 日四技觀休系三乙 1106411130 PhamTheTai 0.00 88.00 

36 日四技觀休系三乙 1106411131 HoHuyMan 0.00 88.00 

37 日四技觀休系四甲 1104411133 楊O菖 58.95 61.95 

38 進四技觀休系一甲 2108411026 張O之 55.95 60.95 

39 進四技觀休系一甲 2108411024 呂O臻 58.15 70.65 

40 進四技觀休系一甲 2108411047 吳O馨 60 47.75 108-1休學

41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1 林O秋 0.00 88.00 選讀生 

42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2 顏O龍 0.00 69.00 選讀生 

43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3 陳O竹 0.00 88.00 選讀生 

44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4 吳O莓 0.00 80.50 選讀生 

45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5 張O裕 0.00 25.00 選讀生 

46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6 林O潔 0.00 76.50 選讀生 



47 進修部選讀班一甲 3108411007 洪O婷 0.00 50.50 選讀生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修訂本中心通識護照暨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業經 109.03.26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二、詳如下列對照表，實施要點(如附件一)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四、本護照之活動場次一覽

表每學期由通識教育中心適

時於網頁公告，校內活動由

主辦單位蓋章採認，校外活

動則需提供適當憑証(如票根

、戳章、照片等)，經通識教

育中心審核採認。 

四、本護照之活動場次一覽

表每學期由通識教育中心適

時於網頁公告，校內活動由

主辦單位蓋章採認，校外活

動則需提供適當憑証(如票根

、戳章、照片等)，經通識教

育中心審核護照場次認證，

且撰寫 300 字以上心得於護

照指定欄位，經審定通過者

，得申請獎勵或畢業學分抵

免，惟僅得擇一項辦理。 

原第五點第一項修訂併入 

五、畢業前完成本護照場次

認證，且撰寫 300 字以上心

得於護照指定欄位，經審定

通過者，得申請獎勵或畢業

學分抵免，惟僅得擇一項辦

理。 

申請獎勵者，於每學期公告

期間洽通識教育中心辦理。 

申請採計畢業學分者，完成

本護照每張採計 1 微學分，

累積完成兩張護照，經通識

教育中心核可後，於每學期

第十五週前將學生名冊送註

冊組辦理學分抵免，抵免「

通識類-自我學習」(擇抵免

一門人文、社會或自然類課

程)2學分。 

五、本要點申請抵免畢業學

分者稱之為「通識類-自我學

習」微學分課程，相關規範

如下: 

(一)課程類型:

1.學生完成通識護照場次認

證經審核通過後，每張抵免

「通識微學分」1學分。 

2.教師因執行教育部教學計

畫，申請開設「實作課程-自

我學習」或「中文閱讀與寫

作專題-自我學習」課程；學

生修課累積達18小時以上者

，得檢附課程學習成果，由

授課教師以「通過」及「不

通過」評定成績，經通識教

育中心審核通過後，可取得

「通識微學分」1學分。 

(二)開課審查:依前項第二款

申請開課教師，每學期應填

新增教師因執行教育部教學

計畫所需，增加「通識類-自

我學習」微學分課程相關規

範。 



  

寫課程規劃及開課申請表，

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課，但

不受學校選課時程限制。 

(三)修課時程:學生參與自主

學習課程得不受寒暑假之限

制，所修習之時數可跨學期

累計，並需於修業年限內完

成。 

(五)抵免程序:學生累積完成

「通識微學分」2學分，得向

通識教育中心提出通識學分

抵免申請，經彙整後於每學

期第十五週前將學生名冊送

註冊組辦理學分抵免，抵免

「通識類-自我學習」(擇抵

免一門人文、社會或自然類

課程)2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勵要點」，請討論。 

說明： 

一、為辦理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時間及配合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日期之一致性，故本

中心研擬修改現行遴選日期之條文。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評審： 

  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得於每學年上學期 10 月 10

日前推薦所屬專任（案）教

師，爭取本項獎勵。各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 11

月 10 日前完成審議評選作

業。……(略) 

四、評審： 

  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得於每學年上學期 10 月 20

日前推薦所屬專任（案）教

師，爭取本項獎勵。各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審議評選作

業。……(略) 

修訂評審日期。 

擬辦：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8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2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23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70258252號函同意核備 

中華民國 98年 9月 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7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90228082號函同意核備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改進教學教法，並開發適合學生學習之教材，藉以提昇教學品質，

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案）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於一年內開設相關課程者，得依據業辦

單位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一）最近三年內執行有關政府機關補助之教學改進計畫且具具體成效者。 

（二）最近三年內為改善教學而出版或編譯之專著、完整實習手冊或製作教學教具。 

每位教師每次申請以一案為限，已獲獎助之教師二年內不得再申請。 

三、凡申請本項獎勵之教師，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獎勵申請表。 

（二）申請獎勵之教材成果。     

四、評審： 

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得於每學年上學期 10 月 10 日前推薦所屬專任（案）教師，爭取

本項獎勵。各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 11 月 10 日前完成審議評選作業。經業辦單

位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推薦至多 3名教師送教務會議確認。 

五、核定與表揚： 

經教務會議確認之獲獎名單，送校長核定後，於本校重要會議公開表揚之。 

六、本要點每案獎勵金額為壹萬元，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支應並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辦理。 

獎勵方式由主計室於下一學期轉入獲獎教師所屬單位，並由教師提列經常、資本門使用



預算（經常、資本門可以互相流用），但資本支出仍應於年度預算調整容納。 

七、獲獎教師應將獲獎教材一份存放所屬單位，一份移送圖書資訊館館藏，並於教學觀摩或

研討活動中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八、教材內容須恪遵著作權法與智慧財產權之規定。若有版權糾紛或侵害著作權法之情事，

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如有違反著作權法經有關機關處罰確定者，取消其獎勵資格。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各系109學年度輔系課程表(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予以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申請於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系(部)學生名單(如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組辦法」第3條規定及「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推

廣部轉系及與日間部互轉辦法」第4條規定辦理。 

二、申請轉系學生名單業經轉入系之系務會議通過;申請轉部學生名單業經轉入系系務會

議、轉系(部)審查委員會通過。 

三、109學年度經各系系務會議同意轉系學生共計30名、轉部學生12名(其中1人於事後放

棄，計11名)，不同意轉系學生共2名。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系名冊 

序號 學號 姓名 原就讀班級 擬轉入班級 入學身分 
系務會

議決議 
備註 

1 1108413009 陳O宇 食科一甲 應外二甲 
離島保送生(

外加) 
同意 

2 1108411089 曾O文 觀休一乙 應外二甲 甄選生 同意 

3 1108411074 鄭O詮 觀休一乙 物流二甲 甄選生 同意 

4 1108402033 陳O盛 應外一甲 航管二甲 聯登生 同意 

5 1108402030 王O珊 應外一甲 航管二甲 聯登生 同意 

6 1108411076 藍O妍 觀休一乙 航管二甲 甄選生 同意 

7 1108411068 楊O宇 觀休一乙 航管二甲 甄選生 同意 

8 1108418010 洪O旻 物流一甲 航管二甲 甄選生 同意 

9 1108410004 王O安 資管一甲 航管二甲 
技優生(外加

) 
同意 

10 1108403035 賴O彤 餐旅一甲 航管二甲 甄選生 同意 

11 1107411094 陳O儒 觀休二乙 航管二甲 運動單招 不同意 降轉 



12 1107411129 項O慈 觀休二乙 航管二甲 轉學生 不同意 降轉 

13 1108411075 戴O鳴 觀休一甲 資管二甲 甄選生 同意 

14 1108411043 許O欽 觀休一甲 資管二甲 聯登生 同意 

15 1107413006 陳O筑 食科一甲 觀休二 
技優生(外加

) 
同意 

16 1108413008 吳O瑤 食科一甲 觀休二 
離島保送生(

外加) 
同意 

17 1108416055 張O碩 遊憩一甲 觀休二 聯登生 同意 

18 1107416013 彭O儀 遊憩二甲 觀休三 甄選生 同意 

19 1107416024 王O 遊憩二甲 觀休三 甄選生 同意 

20 1107402030 黃O云 應外二甲 觀休三 運動單招 同意 

21 1108413001 沈O宥 食科一甲 餐旅二甲 
繁星生(外加

) 
同意 

22 1108416019 林O全 遊憩一甲 餐旅二甲 甄選生 同意 

23 1108416016 蔡O恩 遊憩一甲 餐旅二甲 甄選生 同意 

24 1108416015 張O麟 遊憩一甲 餐旅二甲 甄選生 同意 

25 1108407022 盧O祐 養殖一甲 遊憩二甲 甄選生 同意 

26 1107417062 趙O婷 電機二甲 遊憩三甲 轉學生 同意 

27 1108407044 林O捷 養殖一甲 資工二甲 聯登生 同意 

28 1108410002 廖O玄 資管一甲 資工二甲 
繁星生(外加

) 
同意 

29 1108407028 李O池 養殖一甲 食科二甲 甄選生 同意 

30 1108407026 蘇O翔 養殖一甲 食科二甲 甄選生 同意 

31 1108418028 楊O凱 物流一甲 養殖二甲 甄選生 同意 

32 1108418042 周O裕 物流一甲 養殖二甲 聯登生 同意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轉部名冊 

序號 學號 姓名 原就讀班級 擬轉入班級 
入學身

分 

系務會議/

轉系(部)審

查委員會決

議 

備註 

1 2108411006 陳O妤 進觀休一甲 日觀休二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2 2108411010 吳O安 進觀休一甲 日觀休二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3 2108411012 黃O琪 進觀休一甲 日觀休二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4 2108411019 廖O惟 進觀休一甲 日觀休二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5 2108411010 鄭O駿 進資管一甲 日資管二甲 進修部 同意/同意 



獨招 

6 2108410030 吳O賓 進資管一甲 日資管二甲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7 2108410022 李O丞 進資管一甲 日資管二甲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8 2108410024 范O楷 進資管一甲 日資管二甲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9 2108410025 劉O霖 進資管一甲 日資管二甲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10 2108410038 張O淳 進資管一甲 日資管二甲 
進修部

獨招 
同意/同意 

11 1108411015 呂O心 日觀休一甲 進觀休二甲 
離島保

送生 
同意/同意 放棄 

12 1108411103 林O君 日觀休一乙 進觀休二甲 聯登生 同意/同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資工系 107、108級課程規劃表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一、經109.4.29系課程會議通過。 

二、經109.5.20院課程會議通過暨109.5.27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三、修正前後對照表及規劃表如附件。 

擬辦：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光休閒系 108級課程規劃表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109.05.27)校課程會議、觀休院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

2次(109.05.21)院課程會議及觀休系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109.02.26)系課程會議

通過在案。 

二、108級課程規劃表及對照表詳如附件。 

擬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各系週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航管系 106-108 級之課程規劃表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業經航管系 109 年 3 月 5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人管院 109 年 3 月 17 日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及 109年 3月 25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附件）。 



擬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修正，請討論。 

說明： 

一、業經108-2學期基礎能力教學中心第二次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109.04.30)

修正通過、108-2學期第二次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議(109.05.07)修正通過、108-2學

期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109.05.27)修正通過。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無 4、ICDL電腦國際證照 增加第 4點內容 

4.行政院勞委會技能檢

定：乙級(電腦軟體應 

用)。 

5.行政院勞動部技能檢

定：乙級(電腦軟體應 

用)。 

第 4.修正為第 5. 

5.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

照：得由本校共同教 

育委員會審核核准後 

認定之。 

6.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

照：得由本校共同教 

育委員會審核核准後 

認定之。 

第 5.修正為第 6.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6年 09月 28日資訊教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0日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4月 23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5月 08日共同教育委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5月 29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6月 0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4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19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04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1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4月 30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5月 07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5月 27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 月 ?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資訊能力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及五專部，應於畢業前達到本要點下

列規定始得畢業。 

三、本要點精神在於讓學生具備進階辦公室軟體操作能力，取得相關證照者視同通過本校基

本資訊能力檢定，訂定考試類別及檢定標準如下： 

1. 微軟 MOS認證：MOS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Word、Excel、PowerPoint)。

2. 電腦技能基金會檢定：TQC 辦公軟體應用類實用級(或專業級、進階級)三科 (文書

處理、電子試算表、電腦簡報)。

3.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檢定：MOCC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 (Word、Excel、PowerPoint)。

4. 電腦技能基金會：ICDL專業級 Word、Excel、PowerPoint(三科)、Python

5. 行政院勞動部技能檢定：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6. 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照：得由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審核核准後認定之。

四、凡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前仍未考取證照者，須參加當年度暑期學校開設之資訊能力補救輔

導相關課程，及格者始得畢業。 

五、本校學生取得資訊能力相關證照後，須將證照登錄於本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EP 平台)，

以利畢業資格審核。 

六、身心障礙學生得視個別之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標準。 

七、本要點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提案十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修正，請討論。 

說明： 

一、業經108-2學期基礎能力教學中心第二次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109.04.30)

修正通過、108-2學期第二次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議(109.05.07)修正通過、108-2學

期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109.05.27)修正通過。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

測驗(BULATS)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Business 

(原名稱：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

語能力測驗，BULATS) 

修正考試名稱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本校外語系、物管系(含碩士班、碩專班)、航管系、資管系(含進修部)、養殖系(含

碩士班)、食科系(含碩士班、二技)、資工系、電機系(含碩士班)、五專電機科、電

信系(含二年制學士班)、遊憩系、餐旅系、觀休系(含進修部、碩士班、碩專班)新定

109級課程規劃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明： 

一、各系109級課程規劃表業經各系、院課程委員會暨109年5月27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在案。 

二、各系109級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請各系以適當方式公告學生週知，並將課規核章送本處

另公告於教務處網頁供師生查詢。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是日下午１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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