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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務會議 紀錄 

時      間：111年 5月 26日（星期四） 

地      點：視訊會議 

主      席：粘教務長振和 

出  席  者：徐副教務長昌慧、謝學務長文欽、沈總務長進成、蕭研發長登元、掌國際

長慶琳、石圖資長岳峻、趙主任憶蒙、謝組長金燕、李組長立良、孫組長

家偵、劉院長秀慧、林所長宜親、陳淑娟老師、李主任一民、謝家黎老

師、楊主任帆、曾主任紀壽、苟澎生老師、張院長德儀、吳所長英偉、甘

主任唐沖、徐世杰老師、王主任穎駿、陳福川老師、梁主任榮達、柯嘉鈞

老師、曾院長裕琇、蘇所長恒安、葉文棠老師、陳主任嘉謨、謝旭初老

師、陳主任寬定、程主任玉潔、陳主任建龍、葉連德老師、陳主任紫玲、

李柏宏老師、楊院長文賢、蔡主任倖枝、楊文賢老師、吳主任岳樺、蔡錦

雀老師、謝主任鴻鎮、陳慧如老師、侯主任曉憶、徐主任立偉、陳俐欣老

師、劉主任委員維群、馮主任莉雅、陳國泰老師、張主任忠明、陳韶華老

師、鍾主任潤華、林主任聲孚、學生會會長黃奕杰同學、學生議會議長鄭

羽荷同學、學生會副會長蔡明瑄同學、學生會副會長吳怡昕同學、學生議

會副議長何亭霆同學 

列  席  者：劉組員碧蓮、洪以茹行政助理、劉育豪行政助理、林紀均行政助理 

紀錄：羅淑美 

壹、主席致詞 (略) 

貳、教務處行政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宣導事項 

(一)請各教師於課程大綱上加註智慧財產權警語，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多予運用

「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及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有關宣導影片亦已安

裝於數位講桌之電腦桌面，提供教師上課進行宣導)，並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

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址為：

http://lic.nkuht.edu.tw/IPR/main.php。 

(二)請協助轉知所屬學術單位各授課老師於課堂中向學生宣導： 

1.有關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所出版的電子書(ebook)皆是以登入平台線上瀏覽

或離線閱讀；提供授課教師備課及授課用的資源配件，包括題庫(testbank)及

習題詳解(solutions manual)等。是故任何人(包括教師)以重製成 PDF電子檔

案格式對外散布等行為，均屬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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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醒學生應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至社群平台(如 Dcard等)貼文尋求

電子書 PDF檔，或轉貼/分享境外侵權網站網址供板友點進網站連結後搜尋並下

載非法電子書，下載、轉傳及網路分享盜版檔案或紙本輸出等行為，均有侵權

之虞。 

(三)有關教學相關事宜，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以免違法。 

(四)依據本校 107年 3月 29日性平會決議，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授課大綱要有明確

納入性平意識相關議題的具體文字用語（例如：兩性關係、性別意識等等），以

符合性平法要求；另有關性平教育融入課程的部分，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

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

視，以協助學生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與理念，引導學生省思與覺察課堂中不當

或違法的教材、不友善的言詞，並請統一列於課程大綱中第一週教育準備週來

宣導性平教育，敬請各學院、共教會協助轉知所屬學術單位各授課教師知悉。 

(五)對於校內課程，倘發現教師於校內授課有性別偏見、性別歧視等情事，疑似有

違反性平法，應即依性平法規定辦理，且授課教師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

待遇，且對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敬請各學院、共教會協助轉知

所屬學術單位各授課教師應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

以提升教師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 

(六)依據教育部臺教學(三)字第 1081184928號函略以，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第 1項，如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通報不得超過 24

小時之規定；另依教育部通報(通報序號 1585898)，如遇有疑似性平事件，請以

自己名義向性平會窗口檢舉或申請調查；參與處理性平事件之人員，依法應負

有保密責任之宣導作為，敬請各學術單位轉知教師知悉。 

(七)性平會提供授課教師融入課程個案情境宣導暨相關連結資源，並供授課教師於

111-1學期列入教師填教學大網時參考，網址為：

http://gender.nkuht.edu.tw/p/412-1041-1215.php?Lang=zh-tw 

(八)有關品德教育相關事宜，請教師在每一課堂上融入品德教育的精神，並從自行

的身教言教中加強同學對品德的重視。 

二、註冊課務組業務報告 

(一)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成績總表紙本及 7學分以上不及格預警學生名

冊，已於本年 5月 9日送交各所、系、科辦公室，敬請所長、科系主任暨導師

協助給予學生關切與輔導，並請於 2週內送回「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紀錄

表」，以落實成績預警機制。 

(二)更改成績案彙整報告：依據本校「任課教師受理學生複查成績及更正成績處理

要點」第五點規定，成績更正事項辦理情形(未改變學期成績及格狀況之更正

案)，應彙整於教務會議提報，110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更正成績共計 2案，110

http://gender.nkuht.edu.tw/p/412-1041-121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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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更正成績共計 1案： 

三、綜合業務組業務報告 

編號 項目 執行情形 

1 
111 學年度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

個人申請制碩博班招生 

依據 111 年 03 月 25 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海聯試字第 1113000050C 號，111 學年度「個人

申請」學士班及研究所碩、 博士班之僑生、港澳

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錄取名 單暨分

發本校人數統計如下：  

1.海外僑生、澳門學生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

先修部在 學學生:分發學士班 9 人、碩士班 

3 人、博士班 0 人。  

2.香港學生: 分發碩士班 2 人、博士班 0 人、

學士班 0 人。  

本組已完成將錄取名單送交註冊課務組及國際事

務處辦理 報到、註冊或接機等後續事宜。 

2 
111 學年度海外僑生分發(含博碩士、

四技) 

依據 111年 04 月 20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海聯

試字第 1111003503號，111學年度海外聯合招生

錄取名單暨分發本校人數為 15人，本組已完成將

錄取名單送交註冊課務組及國際事務處辦理報

到、註冊或接機等後續事宜。 

3 111學年度香港學生二年制學士班 
1.業於 111年 4月 23日完成審查回覆。 

2.預計 111年 5月由海聯會進行分發結果公告。 

4 
技專校院 112 學年度招生名額分配線

上填報、核定，各管道分配 

111年 4月 27日邀集廚藝學院、餐旅學院、觀光

學院、觀光所、餐旅所、食創所、餐管系、旅運

系及航運系召開「招生名額協調會議」，預計於

111學年度第 8次招生委員會進行討論。 

序

號 

開課 

系所 
姓  名 學號 

課程 

名稱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成績更

改原因 

任課 

教師 

1 

餐旅暨會

展行銷管

理系 3A 

呂○蓉 40819011 

活動管理

與展場實

務 

期中 0 

(110-1學期) 

期中 75 

(110-1學期) 
產假補考 

吳繼文

老師 

2 
旅運管理

系 2A 
廖○凡 40914056 

校內實習

(一) 

學期 60 

(110-1學期) 

學期 87 

(110-1學期) 

遺漏學生

成績 

徐世杰 

老師 

3 

餐旅暨會

展行銷管

理系 1A 

呂○珊 41019029 基礎統計 
期中 6 

(110-2學期) 

期中 62 

(110-2學期) 

成績登載

錯誤 

沈瑞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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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學年度研究所博、碩士暨碩士在職

專班招生考試 

1.4月 17日(日)辦理面試。 

2.5月 10日(二)進行放榜。 

6 

111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

校二年制之 

(1)甄選入學 

(2)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3)聯合登記分發 

(4)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 

1.6月 11日(六)進行技優甄審指定項目甄審。 

2.6 月 18 日(六)進行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項

目。 

3.7月 5日(二)四技技優甄審放榜。 

4.7月 13日(三)甄選入學放榜。 

5.8月 9日(二)聯合登記分發放榜。 

6.5 月 10 日(二)上午 10 時技聯會公告繁星錄取

名單。 

7 
111 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

請入學 
5月 7日(五)公告正備取名單。 

8 
111 學年度科技校院二年制技藝技能

優良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 
5月 18日(三)公告正備取名單。 

9 111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6月 16日(四)錄取公告。 

10 111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7月 13日(三)進行現場報到分發。 

11 111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1.110年 8月 11日(三)第一次招生委員會。 

2.110年 10月 7日(四)第二次招生委員會。 

3.110年 11月 4日(四)第三次招生委員會。 

4.110年 12月 2日(四)第四次招生委員會。 

5.111年 3月 17日(四)第五次招生委員會。 

6.111年 4月 27日(三)第六次招生委員會。 

7.111年 5月 5日(四)第七次招生委員會。 

8.111年 5月 26日(四)第八次招生委員會。 

9.111年 6月 20日(一)第九次招生委員會。 

10.111年 6月 24日(五)第十次招生委員會。 

11.111年 7月 13日(三)第十一次招生委員會。 

12.111年 7月 14日(四)第十二次招生委員會。 

12 111學年度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1.111年 4月 6日至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該校

辦理模擬口/面試活動，由應用日語系王珍妮副

教授出席擔任模擬面試委員)。 

2.111年 5月 5日至國立溪湖高級中學(該校辦理

入班宣導-校系講座活動，由中餐廚藝系謝旭初

助理教授出席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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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年 5月 10日至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4.111年 5月 28日至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該校辦理入班宣導活動，由中餐廚藝系謝

旭初助理教授出席擔任講師)。 

13 高中（職）校園導覽 
自 3 月 10 日(三)至 6 月 4 日(五)，來校參訪學

校數預計為 15校，來校參訪人數預計為 881人。 

四、進修教務組業務報告 

(一) 若教師因故未能按表訂時間授課而有調補課之情形，請務必事先通知班上同學，

並至調補課系統完成登錄，或填寫「教師調、補(代)課申請表」送教務處登錄備

查。另因課程安排需要進行校外活動者，請務必填寫校外活動申請單，並依相關

作業流程於規定期限內辦理，送至教務處登錄備查。 

(二)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成績總表紙本及 7 學分以上不及格預警學生名冊，

已送至各系所辦公室，敬請所長、科系主任暨導師協助給予學生關切與輔導，並

請於收到後的 2週內送回「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紀錄表」，以落實成績預警機

制。 

五、教學發展中心業務報告 

(一)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1. 依據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辦理，110 學年度全校共計 3位

教師榮獲「傑出獎」、3 位教師榮獲「優良獎」，全校共計 6位教師獲獎，預計

8 月辦理線上經驗分享，上傳至 ee-learning 數位學習平台「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成果分享」。 

2. 新訂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草案經 111 年 3 月

10日至 3月 25日共 15日第一次公告及 111年 4月 20日至 4月 27日共 7日

第二次公告，且於 111年 3月 24日召開法規草案說明會廣徵意見，已進入法

規提案程序。 

(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申請、審查暨執行作業 

1.依據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點」辦理。本學期於 111年 2月

16日召開審查會議，業已完成相關會議紀錄陳核備查。 

2.具體成效 

(1) 110-2學期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業界協同教學，經會議審議核定授課

業界教師為 177 門課／185 人次，共計 546 小時，鐘點費、交通費、補

充保費預算＄1,391,693元。各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獲分配如表 1。 

(2) 截至 110年 5月 10日已完成授課業界教師人數共 156門課/159人次；

已完成繳交成果報告之經費執行金額＄612,511元、執行率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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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0-2學期各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業界教師核定數額表  單位：時/元 

時數 餐旅學院 觀光學院 廚藝學院 國際學院 共教會 全校 

時數 172 120 115 71 68 546 

鐘點費 344,000 240,000 230,000 142,000 126,000 1,082,000 

交通費 109,050 76,632 51,312 43,372 9,936 290,302 

 (三)TA/LA教學助理申請、審查暨執行作業 

1.依據本校「兼任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辦理，本學期於 111年 2月 16日召開審

查會議，業已完成相關會議紀錄陳核備查。 

2.有關本校學生兼任教學助理自 108年 2月 1日起採全面納保，自 111年 1月

1日起基本工資為時薪 168元。 

3.考量各單位實際需求，時數分配基準依課程權重比例計算，分為一般課程學

時數*1，實務操作課程*1.5。110-2 學期 TA/LA 教學助理人數共 156 人，核

定時數共計 7,700小時。 

4.具體成效 

(1) 各學院 TA/LA之核定時數、經費暨課程數核定如表 2至表 3。 

(2) 截至 111年 5月 10日止，已執行金額＄757,081元，執行率 46.96% 

(深耕計畫 29.88%、優化生師比 85.51%)。 

表 2  110-2學期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TA教學助理核定數額   

 餐旅學院 觀光學院 廚藝學院 國際學院 共教會 合計 

時數 2,340時 1,500時 1,789時 1,118時 703時 7,450時 

課程數 99門 34門 43門 33門 20門 229門 

人數 43人 29人 27人 31人 19人 149人 

 

表 3  110-2學期各學院 LA教學助理核定數額表   

 餐旅學院 觀光學院 廚藝學院 國際學院 合計 

時數 150時 0時 0時 50時 200時 

人數 6人 0人 0人 1人 7人 

(四)教師意見調查結果輔導作業 

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辦理，本學期於 111 年 1

月 21 日彙整 110-1 學期未達規定之教師名單，於本學期第二週通知全校教學意

見調查結果 5 位教師總平均分數低於 3.8 分，4 位兼位任教師單一科目平均分數

未達 3 分，並依規定進行後續教師教學改善紀錄作業及提供教師薪傳與諮詢服務

申請。110-1 學期全校及各學院與共教會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平均數統計如表 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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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0-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全校及學院與共教會平均數統計表 

平均數 

(5 點量表) 
全校 

餐旅 

學院 

觀光 

學院 

廚藝 

學院 

國際 

學院 

共教會 

通識 

中心 

師培 

中心 

填答率% 77.08% 77.14% 78.8% 81.88% 72.03% 83.12% 83.12% 

整體 

(標準差) 

4.48 

(0.73) 

4.45 

(0.74) 

4.52 

(0.72) 

4.49 

(0.76) 

4.41 

(0.77) 

4.51 

(0.71) 

4.43 

(0.68) 

專任(158位) 

(標準差) 

4.50 

(0.27) 

4.44 

(0.21) 

4.62 

(0.52) 

4.49 

(0.23) 

4.52 

(0.23) 

4.47 

(0.26) 

4.35 

(0.46) 

(五)數位課程申請作業 

1.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數位課程實施暨獎勵要點」辦理。 

2.110-2學期已開課之數位課程共計 9門。 

3. 預計於 111-1學期開授之數位課程，經校內系、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校課程

委員會審查、教務會議備查後始得開授。 

 (六)教師學術倫理教育作業 

1.依據本校「教師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辦理。 

2.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需於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研習；新進教師於一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本校已於 106

年 11月 20日加入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教師可透過學校信箱進入註冊帳

號○○○○○○@mail.nkuht.edu.tw ，開始進行線上學術倫理課程學習。修讀必

修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後，取得修課證明，即通過課程。請委員提醒老師撥冗完成。 

3.教師學術倫理教育線上課程申請流程說明簡報檔已提供放置於網頁教務處→教

學發展中心→表格下載→11-教師學術倫理教育，連結檔網址如下：

http://academic.nkuht.edu.tw/p/404-1004-666.php?Lang=zh-tw，AREE台灣學

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 

4.新進教師請於一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取得修課證明，並繳至教務

處教學發展中心留存備查。 

 (七)教師薪傳 

1.依據本校「教師薪傳與諮詢服務實施要點」辦理。 

2.辦理情形：110-2學期共核定 9案教師申請，截至 111年 5月累計薪傳 26小

時。 

(八) 教師教學精進工作坊 

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創新能力及品質，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教師教學實踐研

究升等暨應用科技研究升等審查標準說明會共計 1場次、升等經驗分享 1場次及工作

坊共計 4場次，如表 5所示。 

mailto:%E2%97%8B%E2%97%8B%E2%97%8B%E2%97%8B%E2%97%8B%E2%97%8B@mail.nkuht.edu.tw
http://academic.nkuht.edu.tw/p/404-1004-666.php?Lang=zh-tw
https://eth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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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0-2學期「教師教學精進系列活動工作坊」一覽表 

性質 日期/時間 主題 參加人次 

教學實踐研究暨應

用科技研究升等審

查標準說明會 

5月 26日(四) 

15:30-17:00 

教學實踐研究及應用科

技研究升等審查標準說

明會 

尚未辦理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執行績優 

6月 2日(四) 

15:30-17:00 

教學教什麼-教師在教

學過程扮演的角色 
尚未辦理 

教學成果公開發表 
6月 8日(三) 

14:00-16:00 

旅遊輿情分析專題融入

教學 
尚未辦理 

(九)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1.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自 111 年 2 月 10 日公告開放全校教師申請，收件至 111 年 3

月 11 日止，經 111 年 3 月 31 日會議審核共計 10 案通過，核定補助經費共計＄

300,000元。 

2.執行期程：自審核通過公告後至 111年 11月 30日止。 

(十)學生同儕自主學習社群 

1.110-2學期學生同儕自主學習社群自 111年 2月 10日公告申請資訊，並於 111年

3月 11日截止收件。經 111年 3月 31日會議審核共計 10組通過，每組補助經費

上限為 15,000元。  

2.執行期程：自審核通過公告後至 111年 6月 15日止。 

3.預計 111年 6月 21-24日於本校行政大樓三樓長廊辦理靜態成果海報展。 

 (十一)教師教學知能精進研習 

1.依據本校「教師教學知能精進研習實施要點」辦理，自 111年 2月 10日公告開放

全校教師申請，收件至 111年 3月 11日止，共計 28位教師提出申請，經 111年

3 月 31 日審議核定 61 件，以年度執行至 111 年 12 月 12 日，共計核定補助經費

＄ 477,798元。 

2.研習類型分布狀況(複選)：專業知能研討類：44次、教學新知與理念類：15次、

教材教法研究類：4次、學習輔導知能類：7次、其他類：4次，共計 5類 77次。 

 (十二)獎勵教師從事創新教學改革 

1.獎勵教師從事創新教學改革計畫於自 111 年 2 月 10 日公告開放全校教師申請，

收件至 111年 3月 11日止，經 111年 3月 31日會議審核共計 9案通過，此次核

定補助經費＄450,000元。 

2.執行期程：自審核通過公告後至 111年 11月 30日止。 

 (十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2.本校 110年度共通過 5案，4案執行期間為 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

另 1案執行期間為 110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持續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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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年 6月 30日前教育部會公告 111年度計畫審查結果。 

4.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推動網址：https://tpr.moe.edu.tw/index。 

 (十四)學生強化及補救教學措施 

1.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補救教學實施要點」辦理。 

2.為落實學生學習預警制度，提供教師針對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藉由補救教學課業

輔導，提升其學習成效。期中預警補救教學措施申請至 111 年 5 月 27 日止，實

施對象為(1)經本校「學生學習期中預警制度」評估，須進行學業補救教學者。(2)

各系必修課程，經授課教師評估期中成績未達 60 分須進行補救教學者。申請案

可由學生自行申請或由教師代為申請。 

參、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  由 ：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111.5.12)決議通過，提請審

議備查。(共 12分案)(請參閱附件一至附件十八，第 1-314頁) 

說  明：依據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102.5.16)決議通過，經由校課程委員

會議已決議之提案，提送至教務會議審議時，由統包方式進行備查，以提

升會議審議之效率。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一 

提案單位：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案 由 一：111學年度第 1學期陳慧如老師續開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一，第 1-14頁) 

說    明： 

一、課程：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議題。 

二、本案業經休憩系110-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及

110-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三、檢附會議記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表、數位課程製作說明書、著作權保證

書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修訂 111學年度起四技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二，第 15-36頁) 

說    明： 

https://tpr.moe.edu.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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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休憩系110-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及

110-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修訂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 

(1)必修課程刪除案(2)課程授課學期異動案(3)新增課程申請案 

(4)變更課程名稱案(5)必修課程學分增加案。 

           三、檢附會議記錄、課程標準表、教學進度表、及課程異動對照表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學生因特殊狀況終止校外實習，預以專業替代課程學分採計為校外實習課

程學分追認案。(請參閱附件三，第 37-50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休憩系 110-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及

110-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依 110年 12月 22日召開系實習輔導委員會並經專案簽准學生羅○ 

徵因特殊狀況終止校外實習返校修課。 

三、學生以「體適能實務」、「水域活動經營實務」、「休閒資訊與多媒體 

應用」、「顧客 關係管理」、「樂齡族生活健康體適能處方設計」課程共計

10學分，於修讀及格後採計為校外實習必修 10學分。 

四、為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生受教權益規定與校外實習課程操作手冊之配

套措施完備性，以利保障學生學分採計權益。 

           五、檢附會議記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111-112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校外實習(一)(二)課程調整至大三下 

              大四上實施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四，第 51-65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休憩系 110-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 

及 110-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經與會委員討論擬按照學校政策與校長政見為推動 2階段實習制度， 

休憩系與師長、學生討論時，針對實習時程可由大三下-大四上，或於大

四進行，同意校外實習課程由原本大三改為大四實施，原大四課程與大三

校外實習課程對調方式進行。 

三、本次與會 6位學生代表亦同意變更實習年度，在討論過程中與會  

老師也提到可能遭遇的問題如課程安排、學生反應等，將持續收集學生反

饋與業者建議。 

           四、檢附會議記錄、課程標準表及課程異動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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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二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    由：開設跨領域微學分時尚美學色彩造型訊息、時尚美學-溝通藝術、攝影美學

及時尚與藝術風格課程。(請參閱附件五，第 66-82頁) 

說    明： 

一、依 110年 11月 2日教務處跨領域微學分課程討論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1.12.15)審議通過。 

三、依開課建議科目開設時尚美學色彩造型訊息、時尚美學-溝通藝術 

              攝影美學及時尚與藝術風格設四門微課程。 

          四、檢附跨領域微學分課程授課申請表、課程說明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三 

提案單位：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案    由：修訂 111學年度入學之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六，第 83-89

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111.4.14)及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

會(111.4.20)決議通過。 

二、依據本校大學學則規劃修訂調降學程畢業最低分數為 30 學分，其中必修

學分為 18學分(含論文 6學分)，選修學分為 12學分。 

三、調整三門課程之必選修及刪除一門課程: 

(一)「餐旅觀光倫理」調整為選修 

(二)「論文寫作」調整為必修 

(三)「餐旅觀光行銷研究」調整為選修 

(四)刪除「台灣飲食文化」 

           四、檢附會議記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 111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各一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四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    由：本校「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點、附表一至四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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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華語文課程規畫表，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七，第 90-115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1.3.23)

及 110學年度第 4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為與時俱進，並檢討重複說明內容，經查部分規定已不適用於目前在校學

生，於此刪除原上開要點第三點第一、二項及附表，並另修正新要點第三

點第一項之字樣，華文課程由語文中心另定之，併附新訂之華語文課程規

畫表。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華語文課程規畫表及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五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新增選修課程「日本旅遊文化」，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八，第 116-126

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111.3.23)及 110學年度第 4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1.4.27)

決議通過。 

二、檢附會議紀錄及開課計畫書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六 

提案單位：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案 由 一：旅運系徐伯一老師擬申請 111-1 學期續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九，第 127-139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航運系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111.4.19)及110-

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開課班級課程名稱：日四技航運 2A【航空暨運輸定位實務】、進四技航運

2A【航空暨運輸定位實務】。 

三、 檢附會議記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說明書及數位製作課程申

請表乙份。 

四、 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111.5.12)決議將課程名稱更改為

「航空暨運輸訂位實務」後，其餘照案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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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航運系鄭凱文老師擬申請 111-1 學期續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十，第 140-155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航運系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111.4.19)及110-

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開課班級課程名稱：日四技航運 2A【會計學(一)】、進四技航運 2A【會計

學(一)】。 

三、檢附會議記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說明書及數位製作課程申請

表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新增選修課程「旅遊暨運輸實務」乙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十一，第 156-178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航運系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111.4.19)及110-

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新增選修課程：旅遊暨運輸實務(一)/3學分/3小時/四年級第一學期、旅

遊暨運輸實務(二)/3學分/3小時/四年級第二學期。 

三、108學年度入學後學生適用。 

四、檢附會議記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對照表、108學年度至

111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四年制課程標準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七 

提案單位：中餐廚藝系 

案    由：有關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因新冠肺炎疫情，終止實習一學期 

          課程配套措施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二，第 179-183頁) 

   說    明： 

一、配套課程為「中餐綜合烹調」(4學分/4小時)、「傳統糕餅製作」(4學分

/4小時)、「中餐真空烹調」(2學分/4小時)，已於 109/5/14(108-2)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認列在案。 

二、惟本案業經中廚系 109.6.11日 108(2)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為

提案院課程及校課程委員會，現補提列追案。 

三、檢附會議記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14 

 

案    號：第一案之八 

提案單位：餐飲廚藝科 

案    由：修訂 111學年度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三，第 184-209)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餐飲廚藝科科課程委員會(111.1.26)

及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8)審議通過。 

二、本科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重新盤整本科課程，並

配合修改本科 111年度課程標準表，提請討論。 

三、配合 110 年 3 月 15 日教育部修正發布 111 學年度起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要總綱討論增減及修正本科課程，將本次課程異動對照表以及新版

111學年度適用課程規畫表，提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四、檢附會議記錄、111學年度起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摘錄)、本

科與教育部 111年度餐旅群課綱部定必修課程對照表、課程異動對照表、

舊版 110學年度適用課程規畫表、新版 111學年度適用課程規畫表及新增

課程之教學大綱。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擬於 111學年度試辦期中彈性補充教學，提請討論。(請參閱附件十

四，第 210頁) 

說    明： 

一、為增進教師教學專業，革新教學內容，強化輔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教師

除第 18 周進行彈性補充教學外，擬再於學期中擇一週次試辦彈性補充教

學。 

二、為使本項試辦工作運作順暢，擬設定特定試辦週次，第一學期為第五週

(10/9-10/15)；第二學期為第七週(4/2-4/8)；因故未能實施者，得另擇期

辦理。 

三、彈性補充教學之週別並非停課，為彰顯教學品質，授課老師須於教學大綱

敘明上課方式(數位學習、實作與專題、補救教學、移地學習或考試等學

習活動)，成果得計入學期成績。 

四、請各科系、學程、中心辦公室期初依教務處表件統一調查教師授課方式，

依程序陳報教務處查核，教師不需另行遞送請假單。校外活動依校外教學

辦法辦理。 

五、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111.5.26)決議更正說明第四點：請

各所科系、學程、中心辦公室期初依教務處表件統一調查教師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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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序陳報教務處核備，教師不需另行遞送請假單。校外活動依校外教學

辦法辦理，其餘照案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十 

提案單位：西餐廚藝系 

案   由：新增選修課程「法式西點製作」，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五，第 211-223

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3.3)及 110 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8)決議通過。 

二、一般班擬新增「法式西點製作」(選修/2學分/4小時) 

三、擬調整技優專班課程「食品衛生與安全」(必修/2 學分/2 小時)，下學期

異動為上學期開課，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備查即可。 

四、檢附會議記錄、西廚 2A法式西點製作課程異動對照表、西廚 2A法式西點

製作課程科目大要、西廚 2A法式西點製作教學進度表、111學年度西餐廚

藝系課程標準表、西廚一 B技優專班 食品衛生與安全課程異動表、111學

年度西餐廚藝系技優領航專班課程標準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十一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 由 一：修訂本系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1學年度(含)起入學學生，提

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六，第 224-242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111.4.13)及 110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1)審議通過。 

二、原一下必修「餐飲服務」4學分/6小時更改為 3學分/4小時。 

三、原二下必修「服務實習」1學分/2小時更名為「服務實習(一)」。 

四、新增四下必修「服務實習(二)」。 

五、檢附會議記錄、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標準表(草案)、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新

增課程之科目大要及教學進度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本系劉聰仁教授於 111-1 學期申請數位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

七，第 243-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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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4.13)及 110 學

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1)審議通過。 

二、開課課程名稱：「餐飲資訊管理」。 

三、檢附會議記錄、數位課程授課製作申請表、製作說明書、製作著作權保證

書。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一案之十二 

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研究所 

案    由：修訂本所一般生及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1學年度(含)起 入學學

生，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八，第 262-314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1年 3月 30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 

    、111年 4月 19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所課程委員會員會 

    及 111年 4月 21日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課程異動： 

異動前課程 異動後課程 異動說明 

餐旅行銷管理

研究 

餐旅數位行銷管理

研究所 
更改課程名稱 

餐旅服務品質

管理研究 
餐旅服務科學研究 更改*-課程名稱 

餐旅產業智能

研究 

餐旅產業智能研究

與進階統計分析 
更改課程名稱 

餐旅組織行為

研究 
餐旅組織行為研究 

更改授課年級與學期，原授課年級與學期

為為碩一下學期，更改為碩二上學期。 

餐旅專題研究 

餐旅專題研究(一) 

餐旅專題研究(二) 

餐旅專題研究(三) 

日間部碩士班「餐旅專題研究」維持 3學

分課程，分 3個學期授課。 

在職專班課程不異動。 

          三、刪除課程：餐旅管理會計研究、餐旅產學合作研究、餐旅企業教育 

訓練研究、餐旅管理個案研究。 

          四、新增課程：餐旅心智與行為科學研究、永續餐旅與營收管理、餐旅 

              創業管理、餐旅企業經營診斷、餐旅產業數位轉型研究。 

          五、檢附會議記錄、異動課程與新增課程之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附 

              件一)、課程異動對照表(附件二)、修訂前修訂後之課程標準表。 



1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餐旅學院 

案  由 ：訂定本院學術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

十九，第 315-326頁) 

說    明： 

一、為落實學術自律，確保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品質與學術倫理，並防範學位論

文抄襲、代寫或舞弊等情事發生，建立學位論文品保檢核及公正處理之機

制，訂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學院學術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本案業經 110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111.5.12)決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餐旅學院學術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表、本校餐旅學

院學術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全文、會議紀錄及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一、有關餐旅學院學術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全文第九點文字修正為「本

要點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其餘照案通過。 

二、請其他學院參照本案制定學術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 

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研究所 

案  由 ：修正「本校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要點」及訂定「本校餐旅管理研究所

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要點」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

第 327-354頁) 

說    明： 

一、為因應本校「研究所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要點」與「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修正，修訂本所「研究生修業要點」第四條與第七條條文。 

二、為確保本所學位論文符合專業領域並確保品質，依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1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000747981號函示，與本校 110-1學期教務會議決議，

訂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餐理研究所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要點」。 

三、本案業經 110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111.3.8)決議通過及 1102學期第 2次

院務會議(111.5.12)決議通過。 

四、檢附本所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表與草案全文、相關表

格、本所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對照說明表與修正後草案全文、會議紀錄及

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一、有關餐旅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要點草案全文第十一點文字

修正為「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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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修正時亦同。」，其餘照案通過。 

二、請其他研究所(碩士學位學程)參照本案制訂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要點。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案 由 一 ：修訂畢業門檻標準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一，第

355-370頁) 

說    明： 

一、依據 110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暨第 2次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增加 C類-中高階或國際證照：郵輪服務人員認證證照及中華民國船員專業

訓練合格證書(學科、術科課程完成+考試；共 3張)。 

三、108學年度後入學適用。 

四、本案業經 110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10.11.3)決議通過及 110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111.3.9)決議通過。 

五、檢附日間部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畢業條件標準表 110.11.3 修訂(108 入

學適用)、修正條文對照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 ：修訂畢業門檻標準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二，第

371-389頁) 

說    明： 

一、依據 110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暨第 1次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訂 B類名稱-Adob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二、108學年度後入學適用。 

三、本案業經 110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暨第 1 次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

(111.3.3)決議通過及 110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111.5.12)決議通過。 

四、檢附日間部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畢業條件標準表 110.11.3 修訂(108 入

學適用)、修正條文對照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    由：本系技優專班一 C繆○厚同學申請轉系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

閱附件二十三，第 390-410頁) 

說    明： 

一、本系技優領航專班繆○厚(學號：41012213)同學，因學技專能專長與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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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申請轉至旅館管理系。 

二、經賴顧賢導師及系主任多次輔導後，學生仍決定轉系。 

三、依據本校轉系所申請辦法，因該生情況特殊，需經教務會議通過。 

四、本案業經 1102 學期第 1 次臨時系務會議(111.5.2)決議通過及 1102 學期

第 2次院務會議(111.5.12)決議通過。 

五、檢附轉系所申請書、家長同意書、歷年成績單、推薦函、申請轉系核准簽

呈、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旅運管理系 

案    由：修正本系大學部四技轉系審查標準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

件二十四，第 411-414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11.5.17)決議通過。 

二、檢附旅運管理系轉系審查標準異動對照表、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案    由：修訂「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定」及增訂「國際觀光餐

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研究生技術報告寫作參考格式」乙案，詳如說

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五，第 415-429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2學期第 2次學位學程會議(111.4.14)決議通過及 1102學期

第 2次院務會議(111.5.4)決議通過。 

二、檢附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定修正草案逐點說明表、修

正草案全文、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研究生技術報告寫作

參考格式草案、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餐飲廚藝科 

案    由：1102學期申請開設食材學暑期重補修班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二十六，第 430-435頁)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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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暑期重補修開課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二、經統計，本科共有一門課程達暑期重補修班開課人數(食材學)達暑期重補

修班開課人數，故擬提出申請開設暑期重補修班。 

三、本案業經 1102學期第 5次科務會議(111.5.10)決議通過。 

四、檢附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  由 ：陳佳宏老師擬更改學生林○諭 110-1學期之「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一)」學

期成績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七，第 436-450頁) 

說    明： 

一、林生寄送期末測驗檔案時將老師的 Email填寫錯誤，導致教師未計算林生

期末成績，學期成績登錄為 58分。 

二、林生於成績公布後與老師聯繫，經確認雖 Email填錯，但有於期限內繳交，

擬申請將何生之學期成績更改為 83分。 

三、本案業經 1102 學期第 3 次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111.3.23)決議通過

及 1102學期第 4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會議(111.4.27)決議通過。 

四、檢附教師更改學生成績申請表及相關文件、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 ：本校「數位課程實施暨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

議。(請參閱附件二十八，第 451-458頁) 

說    明： 

         一、本修正要點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6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

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爰配合修正旨揭「數位課程

實施暨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以符合規定。 

二、依據本校「法規提案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規定，重要法規修訂，需公告 7 

日徵詢各單位意見辦理，本案業依規定於本年 4 月 22 日至 29 日教務處教

學發展中心網頁公告審閱，並同步以電子郵件周知校內各單位同仁徵詢修

正意見，於截止日止無修正意見。 

三、檢附本校「數位課程實施暨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其草

案全文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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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 由 一：擬修正本校「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

十九，第 459-465頁) 

說    明：  

一、 學院於相關會議反映是否可由學院規劃開課，經參考其他國立大學

課程相關規定爰增訂學院開設課程相關事務之審查程序。 

二、 依據本校「法規提案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規定，重要法規修訂，需公告 7

日徵詢各單位意見辦理。本案業依規定於本(111)年 4月 26日至 5月 4日辦

理網頁公告審閱，公告期間無單位提出修正意見。 

三、 檢附本校「課程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全文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擬修正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

三十，第 466-480頁) 

說    明：  

一、 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反映，該學程僅有 3 位專任(案)

教師，若依據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研究生選定各所外合於資格之教

師為論文指導教授，需有各所合於規定之專任教師共同指導，該學

程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將不易執行，為避免影響學生學習權

益並顧及教育品質，爰修正本辦法第 3 條規定。 

二、 基於各研究所學術品質把關責任，餐旅學院建議研究生學位論文若經檢舉

與所屬研究所專業領域不相符時，由研究所學術審查委員會調查。本案依據

教育部 110年 10月 13日臺教技(四)字第 11000747981號函示，教育部對本

校「建置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相關調查表案」審查意見第

二點建議修正本辦法第 18 條規定。 

三、 依據本校「法規提案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規定，重要法規修訂，需公告 7

日徵詢各單位意見辦理。本案業依規定於本(111)年 4月 22日至 5月 2日網

頁公告審閱，公告期間無單位提出修正意見。 

四、 檢附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全文各乙份。 

決    議：本辦法第 3 條通過修正；第 18 條撤回，其餘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擬修正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

十一，第 481-491頁) 

說    明：  

一、  經查其他國立專科學校或國立大學專科部學生抵免學分規定，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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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學生抵免學分作業比照大學部，由各科系或相關學術單位審核，

並未限制可抵免之科目。自 110 學年度起，本校五專餐飲廚藝科開

始招生轉學生，「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八點限制學生可抵免之科

目，已不合時宜，為避免影響學生之學習權益，爰刪除本要點第八

點規定。 

二、 依據本校「法規提案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規定，重要法規修訂，需公告 7

日徵詢各單位意見辦理，本案業依規定於本(111)年 4月 22日至 5月 2日網

頁公告審閱。公告期間研究發展處就本要點第二十點特殊條件學生於實習前

申請「校外實習」課程替代事宜提出修正意見，詳如修正案對照表說明。 

三、 檢附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全文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擬修正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詳如說明，提請審議。(請參

閱附件三十二，第 492-517頁) 

說    明： 

一、本案第五點修正事宜，業於 110年 12月 16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並將賡續提送 111年 5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

審議，先予敘明。 

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基於考量實習指導教師之職責加重，諸多設有師培中心

之大學已調整實習指導教師之鐘點計算標準，為精進本校實習輔導之品質

及體恤實習指導教師之辛勞，於 111年 4月 21日專案簽文(公文

1113400120號，如附件)建請教務處修正本要點第十三點有關擔任教育學程

實習指導教師之鐘點計算標準，本案奉准提送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 

三、本案公告審閱期間(5/10~5/16)，相關單位針對師培中心所提第 13點修正

案提出相關意見如附件。 

四、檢附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全文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略) 

伍、散會 (上午 11時 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