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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5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10分至 13時 50分 

  地點：致宏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 教務長                                            紀錄：辦事員邱淑文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應到 33人，實到 28人（包含教師代表 3人，學生代表 3人）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確認無誤，請參閱附件一（頁 3）。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新增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爲促使本校大學部學生了解學術倫理相關規範與建立認知，特訂定「台灣首府 

            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二（頁 7）。 

    二、期望自 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本課程，並取得「臺灣學 

        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修課證書。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4月 26日法規會審議通過，如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 

        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新增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爲促使本校研究生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之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台灣首 

            府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三（頁 8）。 

        二、擬自 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應修習本課程， 

            並取得「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修課證書，方得申請學位考試。 

        三、本案業經 106年 4月 26日法規會審議通過，如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 

            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07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規劃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各教學單位回報預計招生名額彙整，本校 107學年度碩士班為 36-40名， 

            日間學士班為 680名，進修學士班為 180名。 

    二、本校各學制於 106學年度前已核淮寄存名額數分別為：日間學制學士班 905名 

        、進修學制學士班 617名及二年制在職專班 110名。 

        三、本案業經 106年 5月 10日 107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會議審議，107學年度各班 

            制招生名額分別為碩士班：36名、日間學士班：695 名及進修學士班：14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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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案如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提送至校務會議審議，後續須於 5 月底前完成總量 

            第一階段報部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請註冊組於期限內提送校務會議審議並依規定完成報部作業。 

 

    提案四：本校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裁撤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經查本校教育與設計學院之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已於 105學年度停招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函）且無學生（包含休學中）。                

        二、本案通過後，後續將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請註冊組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06年 05月 11日，下午 1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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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3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分至 15時 25分 

  地點：致宏樓 TC312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 教務長                                            紀錄：辦事員邱淑文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應到 33人，實到 31人（包含教師代表 3人，學生代表 3人）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確認無誤，請參閱附件一(頁 5)。 

  參、會議報告： 

    一、教務處各組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擬依據 106年 2月 2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21182號函之建議「所報 

        修正條文第 4條：「…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至少一名校外 

        委員，系(所)外之委員人數合計須達三分之一以上(含)…」乙節，若該委員會 

        人數以 5人計，其校外委員比例略顯偏低，爰建議學校維持現行條文文字，方 

        符合公平、公正之精神。」修改。 

        二、修正對照表及法規原文，如附件二（頁 7）。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轉系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擬依據 106 年 3月 8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21183號函之建議「查旨揭 

            辦法所訂不得轉所情形、轉所名額上限及轉所審核程序似欠嚴謹等，建議學校 

            再酌。另查貴校訂有「學生轉系辦法」，建議學校將旨揭辦法所訂內容納入現 

            行轉系辦法，訂定一體適用各學制之全校性規範。若學校依各學制學生分別訂 

            定轉系、轉所辦法，其具共通性之條文修訂時如未能一併修正，將無法確保條 

            文文字、體例之一致性，爰建請貴校辦理轉系所辦法修訂作業時，重新檢討分 

            別訂定之必要性，並予適當整併，以避免各項規定不具一致性而衍生爭議。」 

            修改。 

        二、擬將「台灣首府大學學生轉系辦法」修改為「台灣首府大學學生轉系（所、學 

            位學程）辦法」修正對照表及法規原文，如附件三（頁 8）。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本校 105學年度新增「學士後烘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之「授予學位名稱」案， 

            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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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本校「學士後烘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業經教育部於 105年 1月 21日臺教技(一) 

            字第 1040184542H號函核定，105學年度增設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二、依學位授予法第 2條規定學校各系（所）學位名稱均須報部。 

        三、綜上說明，爰「學士後烘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擬授予管理學學士學位，相關 

            英文系名稱學位簡稱如下表。 

           

 

   

 

 

 

 

 

        四、本議案若經議決通過後，本組擬於 106年 6月 30日前依規定完成報部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請註冊組於期限內依規定完成報部作業。 

 

    提案四：有關應外系廖建章同學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異動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經查應外系日語組三年級學生廖建章（學號：B103103021），上學期到高雄大學 

            進行短期交換研修，於校務行政系統進行全面退課。 

        二、其中一門必修課程「日語會話(五)」，經與任課教師武知正晃老師確認後，依照 

            教師之評分標準，廖生確實有該科分數之事實。 

        三、擬請同意於系統將廖生該門科目回復，並請任課教師於系統補登成績。  

    決  議：採共識決並同意請任課教師武知正晃老師於系統補登成績 98分。 

   

    提案伍：有關休閒資訊管理學系孫家駿老師提出休資二 A 洪琮慶同學之成績更正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孫家駿老師對於洪琮慶同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多媒體製作」課程提出學 

           生學期成績更正的請核單、成績相關資料，如附件四（頁 11）。 

    決  議：採共識決並同意該生之「多媒體製作」課程成績更正為 96分。 

 

    提案六：有關休閒資訊管理學系孫家駿老師提出休資二 A 康君豪同學之成績更正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孫家駿老師對於康君豪同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多媒體製作」課程提出學 

           生學期成績更正的請核單、成績相關資料，如附件五（頁 13）。 

    決  議：採共識決並同意該生之「多媒體製作」課程成績更正為 70分。 

   

   提案七：有關學務處胡智明學務長提出烘焙一 A 陳珮寧同學之成績更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胡智明學務長對於陳珮寧同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服務學習（一）」課程提 

全名 班制 
授予學位中

文名稱 

授予學位 

英文名稱 

英文 

縮寫 
備註 

學士後烘焙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日間學士班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教育部105年01月

21日臺教技(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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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學生學期成績更正的請核單，如附件六（頁 15）。 

   決  議：採共識決並同意該生之「服務學習（一）」課程成績更正為 84分。 

 

    提案八：有關觀光事業管理學系李威嶔老師提出觀光二 A 蘇暐翔同學之成績更正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李威嶔老師對於蘇暐翔同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導覽解說」課程提出學生 

           學期成績更正的請核單，如附件七（頁 16）。 

    決  議：採共識決並同意該生之「導覽解說」課程成績更正為 81分。 

 

    提案九：有關旅館管理學院擬新設「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次院主管會議（106 

            年 3月 9日召開）決議辦理。 

        二、本院擬申請設立「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希望能提供對於餐飲食品 

            安全領域有需求支應屆學生與在職人士或教師，一個能實際進階專業領域的學 

            習課程。 

        三、本班之設立緣由，為能充實學生本身的知能與內涵之外，且強化系所內師生與 

            業界人士的聯繫，並透過學術研討與產學研究合作的方式，促進師生與業界的 

            互動與交流，並提升旅館業餐旅食品安全。 

        四、本班成立之宗旨，已培育餐飲業食品安全製作與風險管理專業素養等人才為教 

            學之首要目標，課程設計涵蓋落實餐飲食品安全的自主管理教育及餐飲業食品 

            安全的風險控管之知識與技能。 

        五、檢附旅館管理學院「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計劃書，如附件八（ 

            頁 17）。 

    決  議：照案通過。後續請依程序送校發會審議及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提案十：有關教育與設計學院擬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 

        一、因應政府「新南向政策」人才培育之需求，以及本校院發展之整體考量，教育 

            與設計學院將結合本校應用外語學系、休閒產業學院及旅館管理學院現有之資 

            源、設備及辦學經驗，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二、根據本院初步溝通整合而彙整之計劃書，如附件九（頁 42）。 

    決  議：照案通過。後續請依程序送校發會審議及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提案十一：有關休閒產業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擬新設「東南亞企業暨人力資源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申請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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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臨時院務會議（106 

            年 3月 27日召開）決議辦理。 

        二、為了實踐政府推行之「新南向政策」，擴展及深化東協、南亞等重點國家，讓 

            台灣企業增加投資，加強與東南亞與南亞國家在人力資源、產業、投資、教育、 

            文化、觀光與農業的雙邊互動與合作，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三、本學位學程提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讓青年學子擁有「經貿管 

            理｣、「文化理解｣及「語言溝通｣等能力面向，加強對東南亞各國的理解與認知， 

            培育東南亞青年學子的專業及華語能力，也提供國內青年學子赴東南亞地區深 

            度歷練的機會。 

        四、檢附休閒產業學院「東南亞企業暨人力資源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之計劃書，如 

            附件十（頁 62）。 

    決  議：照案通過。後續請依程序送校發會審議及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伍、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  由：本校美術工藝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裁撤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該學程已於 106學年度停招，目前無任何學生在學(含休學中)。 

          二、本案通過後，後續將送校發會審議及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106年 03月 30日，下午 15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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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首府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一、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爲促使本校大學部學生了解學術倫理相關規範與建立

認知，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自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本課程。若已修過相關課程且出示修課證

明者，得經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程)同意免修。 

三、實施方式： 

(一)教務處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作業結束後，將學生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以協助建置學生修習帳號。 

(二)學生應於入學後第四個學期結束前，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修

習指定課程，並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即可線上取得修課證書。 

四、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程)得依特性與需求，訂定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或替代措施，送教

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五、學生於畢業前須出示本課程修習證明，或免修或相關替代措施等證明，本項資格由各學

系(學士學位學程)認定。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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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一、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爲促使本校研究生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之倫理認知

與態度，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自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應修習本課程。若已修過相關課

程且出示修課證明者，得經各學系(所、碩士學位學程)同意免修。 

三、實施方式： 

(一)教務處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作業結束後，將學生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以協助建置學生修習帳號。 

(二)學生應於入學後，最遲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

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並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即可取得修課證書。 

四、各學系(所、碩士學位學程)得依特性與需求，訂定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或替代措

施，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五、學生須出示本課程修習證明，或免修或相關替代措施等證明，方得申請學位考試，本項

資格由各學系(所、碩士學位學程)認定。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