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科技大學第 4次教務會議議程 

  

教務處 編製 

環球科技大學 
第 10 次教務會議紀錄 

存誠 務實 創意 競爭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8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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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第 10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8 月 31 日(星期 三 ) 上午 9：00 ~ 11：00 

地    點：MA508 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請假人員： 

列席人員：如簽名頁 

主    席：沈 教務長  健華            紀錄：吳佩珊 
 

 
壹、主席致詞(10 分鐘) 

1.「教師評量」填達率要達 70％方能計分，請各系主任宣導學生上網填答。 
2.請各系主任協助提供相關資料，以利教學資源中心 EP 平台之建置。 
3.請各系檢視普通教室相關設備，包括:桌、椅、日光燈、單槍…等，有損壞者應
更新。新學期，採購新的設備「數位化講桌」，請各系舉辦相關訓練，以利老師
教學上之使用。 

4.各班課表應上網公告，並張貼新課表於各系公佈欄，以利學生查詢相關課表。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案 

次序 
提案內容 執行狀況 提案單位 

一 
「管理學院之教學品保評估計畫
書」審查乙案，提請討論。 

管理學院 

二 
「管理學院企業管理系之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審查乙案，提請
討論。 

管理學院企業管

理系 

三 
「管理學院資訊管理系之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審查乙案，提請
討論。 

管理學院資訊管

理系 

四 
「管理學院財務金融系之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審查乙案，提請
討論。 

管理學院財務金

融系 

五 
「管理學院應用外語系之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審查乙案，提請
討論。 

管理學院應用外

語系 

六 
「管理學院行銷管理系之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審查乙案，提請
討論。 

業於 6 月 28 日通知管理學

院，以系為單位，提送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及 PDF 電子檔

光碟乙份，呈請校長核定。 

管理學院行銷管
理系 

七 
「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之教
學品保評估計畫書」審查乙案，
提請討論。 

業於 6 月 28 日通知設計學

院，以系為單位，提送教學品

保評估計畫書及 PDF 電子檔

光碟乙份，呈請校長核定。 

設計學院視覺傳
達設計系 

八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外語(英語)
能力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修正
案，提請討論。 

業於 6 月 28 日通知通識教育
中心備查，呈請校長核定。 

教務處語言教學
中心 

 



 

2 

参、工作報告 
課務組 

一、1.100-1 業師協同教學，分別有技職再造(鐘點費 900 元)及教卓(鐘點費 1600 元)

等 2 項計畫，請尚未完成申請之教師，最慢於 9 月 9日(五)前提出申請，以利學

校進行審查。 

2.為了顧及公平性，請教師評估業師之計畫適用性，每位教師最多不超過 2門課為

原則。 

3.業師的授課週數，最多不可超過 6 週，包含校內各項計畫之總計，如就業學程+

教卓。 

4.同一門課，請儘量不同時申請技職再造、教學卓越或就業學程等兩種以上之業師

相關計畫。 

二、100-1 教學計畫應於 7/31(日)至校務資訊系統上傳完畢；然部份教師仍未完成，請

提醒教師於 9/9 前(五)完成上傳，以利學生進行加退選。 

三、各系科負責撰寫能力本位教材之教師，需於開學前完成教材初稿之撰寫，以利外審。 

四、各系科進行整學期課程(教室&教師)異動申請，請於 9/5(一)前完成送件。 

五、請各學術單位協助檢查教室設備是否故障或毀損，請上總務處環規中心【修繕系統】

登錄維修，以免影響教師教學進度和學生受教權益。 

六、請各教學單位召開完課程委員會議後，將影本一份送課務組留存。 

 

註冊組 
一、100 學年度新生第三梯註冊相關時程 

1.100 學年度新生註冊日期：第三梯：100 年 9 月 03 日(六) 

2.100 學年度第三梯新生入學資料，目前進行彙整，各系若有資料欲放入資料袋請

於 8月 26 日(五)前，送至註冊組。 

3.新生入學資料袋，預計於 100 年 8 月 30 日(二)以限時郵件寄出。 

4.請各系協助於資料袋寄出後聯絡新生註冊，並協助新生瞭解註冊相關問題。 

二、學分抵免相關作業 

1.認可抵免： 

(1)辦理方式：線上辦理。 

(2)申請時間：100 年 9 月 13 日~ 100 年 9 月 22 日。 

(3)對象：所有在校生（每位同學於加退選結束後須上選課系統確認是否須做認可

抵免）。 

(4)資料繳交地點：各系辦公室。 

2.校外學分抵免： 

(1)辦理方式：線上辦理。 

(2)申請時間：100 年 9 月 8 日~ 100 年 9 月 20 日。 

(3)對象：外轉學生及不同學制互轉學生。 

(4)資料繳交地點：註冊組 

3.同學制互轉學分抵免： 

(1)辦理方式：紙本辦理。(請於註冊組拿取表單) 

(2)申請時間：100 年 9 月 8 日~ 100 年 9 月 20 日。 

(3)對象：同學制互轉學生（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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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料繳交地點：註冊組 

三、輔系、雙主修申請 

請各系欲申請輔系、雙主修之學生，配合下列相關時程提出，以利學生後續審核及

選課。 

1.申請時間：100 年 8 月 29 日(一)至 100 年 9 月 13 日(二)。 

2.審核時間：100 年 9 月 14 日(三)至 100 年 9 月 15 日(四)。 

3.通過名單公佈：100 年 9 月 16 日(五)。 

4.選課時間：100 年 9 月 13 日(二)至 100 年 9 月 22 日(四)。 

5.申請資格規定：請參照註冊組《相關法規》。 

四、學期成績更正相關作業 

1.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須更正者，應由任課老師提出成績更正申請，成績更正申請應

以書面說明原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時間：100 年 9 月 12 日(二)至 100 年 10 月 11 日(二)止，逾期將不予受理。 

3.法規依據：「環球技術學院學生成績登錄、更正及補登辦法」提出申請。 

 

教學資源中心 
一、教學資源中心已完成「優良教學教師遴選」收件，共計 6件。 

二、完成 99 學年度教師考核之教學績效評鑑作業。 

三、校核心能力及評估指標發展會議兩場次，第三場次預計在 100-8-24 召開。 

四、100-1 教學助理(TA)申請截止，共計 67 件。 

五、校際教學助理申請截止，共計 10 件。 

六、教師研習方面， 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環球科技大學暑期教師教學知能研習場

次如下： 

日期 研習名稱 主講人 研習地點 參加人數 

7/6 創意教學技巧 游自達教授-台中教育大學 DC202 55 

7/13 微型教學觀摩 陳忠和經理-網亦科技 

吳樹屏老師-通識教育中心 

DC305 54 

7/20 多元教學評量

工具發展技巧 

陳鳳如教授-逢甲大學 DC202 52 

8/3 行動研究方法 林以凱教授-朝陽科大 DC202 41 

8/10 多元成長 蔡長鈞主任-通識教育中心 DC202 47 

七、預定 9/8(四)舉辦提升教學品質工作坊，邀請成功大學饒夢霞教授主講。 

八、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截至 8/12 止實支數已達 51.49%（已核銷）。各分項計

畫執行情形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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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行中區教資中心計畫-主軸三：學習成果導向之課程發展規劃與檢核機制。計畫

期程 100/7/1~101/12/31，總經費 165 萬(補助 150 萬)，第一期撥款 72 萬，已完成

請款。本校參與計畫為民生學院(四個系)。 

 

語言教學中心 

一、辦理 100 學年度暑期「TOEIC 多益職能英檢證照輔導研習班」(07/18~09/01 為期八

週)。 

二、辦理 100 學年度暑期「大一英語先修研習班」(08/09~09/01 為期四週)。 

三、配合執行教卓 B計畫之『B-13 提升教師外語教學技巧研習系列(2)，於 08/31 假創

意樓 DC202 舉辦 ESP in Workplace(職能專用英文)研習。 

四、規劃於 09/13~09/14 新生訓練期間，實施「大一新生英語文能力分級檢測」及編班

相關作業。 

五、規劃於 09/13~09/14 新生訓練期間，實施「國際學生新生華語文能力分級檢測」及

編班相關作業。 

六、配合執行教卓 B計畫之「輔導學生考取外國語證照」，規劃於 09/30 辦理國際語言

證照- GET「全球英檢」校園正式證照檢測作業。 

七、配合執行 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多元語種課程實施計畫，開設多元語種課程，

辦理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越南語言與文化」、「印尼語言與文化」及「馬來西亞語

言與文化」協辦通識選修課程開課事宜。 

 

招生事務中心 

一、100 學年度四技二專暨二技日間部單獨招生，於 100/8/20(星期六)舉行筆(口)試，

並訂於 100/8/30(星期二)放榜，100/9/3(星期六)註冊。截至 100/8/17(星期三)下

午 6時止，，報考人數狀況如下表： 

學院 招收系科 招生人數 報名人數 差異數 

資管系 40 54 +12 

企管系 31 31 0 

行銷系 20 46 +26 

財金系 13 7 -6 

管理學院 

應外系 2 23 +3 

視傳系 20 47 +27 

商設系 15 19 +4 

公關系 32 9 -23 
設計學院 

美造系 35 66 +31 

環管系 27 24 -3 

生技系 20 25 +5 

幼保系 18 12 -6 
民生學院 

觀餐系 50 179 +129 

小計 341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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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餐系 70 33 -37 
二專 

企管系 55 13 -42 

小計 125 46  

二技 觀餐系 25 43 +18 

合計 491 631  

 
二、100 學年度第 1學期日間部轉學考已於 100/7/19 放榜，並於 7/25 完成報到；因有

部分系科尚有缺額，因此仍持續招收轉學生中。 
 

圖書館 

一、圖書館 99 學年度總館藏量達 238,706 冊(紙本)、電子期刊 37,652 種、多媒體 7,570

種。 

二、99 學年度圖書館藉由推動新生(包含日間、進修部、進修院校)導覽活動，外賓參訪、

推廣閱讀等活動，共計辦理 95 場次 5,783 人次，以提升入館人數。 

三、圖書館 8月份起配合教育部 100 年度「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將持續

新增加中西文電子資料庫，目前共計增加(中文 3種、西文 2)，圖書館總計共有 78

種各類型電子資料庫。 

四、1.圖書館於 100/7/13 以「推動偏鄉閱讀，環球圖書館不遺餘力」一文刊載於中央

通訊社、MSN、PChome 等網路新聞媒體。 

2.圖書館於 100/8/2 以「環科大圖書館 手機可直接連線」一文刊載於聯合報/B2

版/雲嘉綜合新聞及各大網路媒體。 

3.圖書館配合資訊中心辦理「2011 年歡樂兒童 e樂營」於 7月 4日至 15 日共計舉

辦兩梯次活動，活動頗獲好評，並刊載於各網路媒體。 

 

通識教育中心 

一、本中心「在地的藝術文化軌跡(戲劇篇)」和「地方文化產業政策與社區發展」兩門

課程獲得教育部「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公民核心能力課程改進計畫－績優夥伴課群

發展計畫(C 類)」補助 393,900 元(不含配合款)。 

二、本中心與專業系所合作之「社區美學行銷」和「網路美學」兩門課程獲得教育部「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公民核心能力課程改進計畫－單一通識課程發展計畫(B 類)」補助

267,400 元(不含配合款)。 

三、99 學年度教育部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成果冊彙整，99 學年度開設 18 門服務學習課程，

5門通識教育，13 門專業科系，修課人數 1982 人，服務 25 個雲林在地社區機構，

服務 23351 人次，服務時數達 50784 小時。 

 

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 

說  明： 
1、因應學校組織變更，修正設置辦法。 

2、修正第二條文中之「進修部主任」及「國際事務中心主任」，修

正為「進修推廣部主任」及「國際暨兩岸事務處國際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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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參附件一（P8-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  明： 

修正「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辦法」第四條第七款，

請參附件二（P10-1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優良教學教師獎勵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說  明： 

1、原辦法之「優良教學教師審查小組」人數不合宜，故修正部分

條文。 

2、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參附件三(P12-1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名稱為「環

球科技大學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及部分條文修正乙

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說  明： 

1、本案依本校組織規程變更院名，並修正部分條文。 

2、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參附件四(P15-1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設計學院美容造型設計系「大學四年制全學年課程表」（99 學年度

入學適用）修正乙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設計學院） 

說  明： 

1、依 100 年 6 月 24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0 年 6 月 29 日第 6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理。 

2、檢附修正後課程修訂對照表、全學年課程表及學分配當表，請

參附件五(P18-2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六：本校 101 學年度總量作業公關事務設計系更名為「多媒體動畫設

計系」乙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設計學院公關事務設計系）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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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關事務設計系擬於 101 學年度更名為「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依「技專校院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

審查作業要點」，需提報「改名、整併」規畫之配套措施說明表。 

2、「改名、整併」規畫之配套措施說明表如附件一所示，請參附件

六(P28-35)。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本校 101 學年度總量作業增設「餐飲廚藝系」乙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教務處招生事務中心） 

說  明： 

1、本校 101 學年度民生學院規劃增設「餐飲廚藝系」，依「技專校

院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審查作業要

點」，各校增設系、科應提報增設計畫書。 

2、本校「餐飲廚藝系」增設計畫書，請參附件七(P36-66)。 

決  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 

無。 

 

陸、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