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 編製 

環球科技大學 
第 13 次教務會議紀錄 

存誠 務實 創意 競爭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3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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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第 1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 上午 9：00 ~ 11：00 
 
地    點：MA508 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富都講座、簡明忠副校長、吳豐帥教務長、白如玲研發

長、許淑婷館長、許慧珍主任、陳盈霓國際長、吳俊彥主

任、林明芳院長、林三立院長、蔡長鈞主任、林益民主任、

劉文良主任、謝淑玲主任、蔡志英主任、陳昱丞主任、黃

明正主任、丁一倫主任、張增治主任、林泳瀠主任、包慧

俊主任、張宏榮主任、曾正茂主任、徐菱松主任。 
教師代表：陳婉瑜老師、蔡志英老師、蔡佳芳老師、高哲翰老師。 
學生代表：陳俊男同學、張華偉同學、高旭彥同學、王峻宏同學。 
 
列席人員：陳明熙主任、賴錦全主任、吳朝森主任、廖義宏組長、陳

冠中組長、趙瑞麟組長。 
 
請假委員：簡明忠主任、吳俊彥主任。 
 
主    席：吳教務長 豐帥                 記錄：蘇玟諭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出席會議，學校為推動教學不能再以教學正常化滿足，

更應思考如何各項教學卓越，期未來能成為典範科技大學之目標，才

能與其他學校競爭。為節省會議時間，請開始下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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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海外實習
實施要點（草案）」新訂案。 

100.12.28 依第 12 次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於 101.01.02 業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 

二 
「環球科技大學排課作業實施
要點」條文修訂案。 

100.12.28 依第 12 次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於 101.01.06 業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 
課務組 

三 
「環球科技大學跨領域學程設
置辦法」條文修訂案。 

100.12.28 依第 12 次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於 101.01.04 業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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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次序 

提案內容 執行狀況 提案單位 

四 
環球科技大學授予學位報部乙
案。 

100.12.28 依第 12 次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並於 101 年 1 月 31
日(台技四字第 1010012930)
及 101 年 2 月 24 日(台技四字

第 101003042)經教育部核准

備查。 

註冊組 

五 
本校 102 學年度擬申請成立『視
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乙案。 

100.12.28 依第 12 次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並於 101.01.03 提

送教育部進行審議中。 

視覺傳達
設計系 

六 
本校 102 學年度擬申請成立『課
程設計暨數位學習媒體研究所』
乙案。 

100.12.28 依第 12 次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並於 101.01.03 提
送教育部進行審議中。。 

民生學院 

 

參、工作報告 
 

課務組 

一、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加退選已於 101 年 2 月 22 日（三）24 時結束，課務組

並已印製選課確認單發送至各系，請同學確認選課資料無誤後簽名繳回。 

二、101 學年度「技職再造方案－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於 101 年 3 月

31 日前須完成計畫書報部申請。 

三、業師協同教學之配置時數與預期業師目標人數皆已通知各系，預期每系約有

50％之專業科目能搭配業師執行「雙師」教學。 

四、本校目前有六個跨領域學程，分別為「產業應用英文學程」、「地方產業文化

創意學程」、「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休閒旅遊學程」、「全方位婚禮顧問學

程」與「餐旅業創意管理學程」。 

五、奉教育部台技（四）1010036311 號函指示，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

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請依規定妥為安排應屆畢業班第二學期上課時間。 

六、奉教育部台技（四）1010036311 號函指示，實習或實驗，以每學期實作滿

36 小時至 54 小時者為 1 學分。 

七、奉教育部台技（四）1010036311 號函指示，調整放假日請依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當年度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所訂補行上班日補班補課。如因學校在

職專班週六上課，教室無法配合辦理補課，請另行安排補課時間並確實辦理。 
 

註冊組 

一、學生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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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1 年 03 月 15 日止，日間部現有學生人數：研究所 86 人；四技 3,587
人(含大陸交換生 16 人)；二技 93 人；二專 389 人(含海外專班 157 人)，共計 4,155
人。 

二、學業成績優異學生獎學金。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優異學生共計 205 名，計有 196 名符合學業成

績優異獎助學金申請資格。 

三、期中成績登錄作業。 
期中考時間：101 年 4 月 9 日（一）至 4 月 13 日（五）。 
成績登錄時間：101 年 4 月 9 日（一）至 4 月 20 日（五）， 
為加強學生課業輔導，業於開始請各任課教師務必登錄期中成績，以利進

行補救教學作業。 

四、內轉相關預訂日程。 
1.公佈轉系科標準：4 月 10 日（二）。 
2.轉系科申請時間：4 月 16 日（一）至 4 月 25 日（三）。 
3.系審核時間：5 月 3 日(四)至 5 月 10 日(四)。 
4.轉系科審核會議時間：5 月 23 日（三）。 
5.公佈審核會議通過名單：6 月 5 日（二） 
6.公佈轉系科確認榜單：6 月 29 日(五) 

五、畢業資格審查工作規劃 
1.畢業資格審查第一階段作業：3 月 14 日（三）至 3 月 29 日（四） 
2.畢業資格審複審作業：5 月 22 日(二)至 5 月 28 日(一) 
3.畢業考時間：5 月 14 日(一)至 5 月 18 日(五) 
4.繳交畢業成績：5 月 14 日(一)至 5 月 21 日(一) 
5.各系提供畢業典禮當日可領取畢業證書名單：5月28日(一)至5月29日(二) 
6.領取畢業證書(畢業典禮)：6 月 1 日(五) 
 

教學資源中心 

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學習反應問卷」全校（含三部）平均填答率 81.93
％。全校教師平均成績為 4.13 分（滿分為 5 分）。 
填達率未達 70％之專任教師共計 6 位。 
教學評量成績低於 3.5 分之專任教師共計 4 位。 
填達率未達 70％且教學評量成績低於 3.5 分之專任教師共計 1 位。 

二、日間部教學評量統計科目數量為 872 門，其中未達 3.5 分科目共有 44 門

（5%）。進修推廣部教學評量統計科目數量為 351 門，其中未達 3.5 分科目

共有 17 門（4.8%）。進修院校教學評量統計科目數量為 130 門，其中未達

3.5 分科目共有 3 門（2.3%）。全校教學評量統計科目數量為 1353 門，其中

未達 3.5 分科目共有 64 門（4.7%）。詳見表一。 

三、日間部教學評量填答率未達 70%之科目共有 108 門（12.38%）。進修推廣部

教學評量填答率未達 70%之科目共有 15 門（4.27%）。進修院校教學評量填

答率未達 70%之科目共有 20 門（15.38%）。全校教學評量填答率未達 70%
之科目共有 143 門（10.57%）。詳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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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全校教學評量成績統計分析表 

學部 統計科目總數量 未達 3.5 分科目數量 填答率未達 70%科目數量 

日間部 872 44（5%） 108（12.38%） 

進修部 351 17（4.8%） 15（4.27%） 

進修院校 130 3（2.3%） 20（15.38%） 

全校 1353 64（4.7%） 143（10.57%） 

四、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評量問卷全校填答率為 81.93%，為歷年新高。

全校平均成績為 4.13 分，詳細資料如表二： 
表二 全校教學評量填答率與評量面向成績統計表 

填答率 評量總平均 教學方法 教學態度 教學評量 師生關係

81.93 4.13 4.13 4.15 4.12 4.14 
 

學習輔導中心 

一、原教務處「語言教學中心」自 101.02.01 起，為擴大對學生學習輔導之        
服務，更名為「學習輔導中心」，負責規劃辦理學生學習輔導及學習成        
效評估，實施補救教學，辦理教學助理(T.A)培訓、任用及管考，推動        
語言能力檢測，協助辦理國際語言證照作業等業務。 

二、辦理本學期教學助理專業知能系列活動。 

三、配合 100-101 年度教卓計畫，規劃辦理全球英檢、劍橋英檢、多益英檢        
正式考試相關事宜。 

    【預計辦理日期：多益:101.04.27、全球:101.05.04、劍橋:101.05.18】 

四、協辦 03/12~03/14 國際交流日本小山台蒞校參訪活動相關事宜。 

五、辦理 101 年度「ESP Café計畫」研習課程相關作業【辦理時間：自 101.03.07       
至 101.05.16 每週三(7、8 節)】，讓同學在下午茶的氛圍中輕鬆學英文。 

六、執行 101 年度「多元語種課程實施計畫」，辦理「越南語言與文化(I)」、       
「印尼語言與文化(I)」 及「馬來西亞語言與文化(I)」課務及經費核銷        
作業，本學期上課學生人數共計 141 人。 

七、統整 100 學年度日間部各系四技二年級，英檢通過 A1 級以上畢業門檻        
及未逹畢業門檻預警名單，並 E-mail 至各系存查。 

八、辦理華測會本年度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說明會及網路報名相關作業。 

    【報名期間：101.02.20~101.03.09；考試日期:101.03.24 及 03.25】 

九、辦理本學期校際課輔教學助理駐點輔導相關業務。 

 

招生事務中心 

一、101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將於 101.03.22(四)前公告第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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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篩選結果，其他重要事務日程如下表: 

項目 日期 備考 
聯合招生委員會公

告篩選結果 
101.3.22(四)前  

查詢網址 http://caac.jctv.ntut.edu.tw 
招生事務中心寄發

第二階段複試通知 
101.3.23(五) 請各系依名單連繫考生，

踴躍報考第二階段 
考生繳交資料及複

試費用收件截止 
101.4.6(五)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 101.4.10(二) 個別通知書審委員評審 
寄發成績單 101.4.12(四)  
放榜並寄發錄取通

知單 
101.4.17(二)上午 10 時整 請各系依錄取名單恭賀考

生，並告知未來四年將依

國立大學收費，鼓勵踴躍

就讀。 
錄取生報到 101.4.23~27(一~五) 

二、101 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已於 101.3.10(六)完成面試，並於

101.3.14(三)寄發成績單，預計 101.3.22(四)放榜及寄發錄取通知單，詳細招

生狀況如下表: 
招生狀況 資管 行銷 財金 應外 視傳 多動 環管 美造 備考 
招生人數 5 5 3 2 2 3 8 15  
報考人數 1 - - 2 - 2 1 1  
缺考人數 - - - - - - 1 -  
錄取人數 1 - - 2 - 2 - 1  

三、101 學年度本校二技招生將採用申請入學方式，預計於 101 年 4 月下旬前公

告招生簡章，並開始接受網路、通信及現場報名，本校相關招生名額及試務

日程如下表: 

招生系別 
招生名額 

修業 
年限 

備

考 
一般生

名額 
原住

民 
退伍

軍人 
僑生

境外科技

人才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50 1 1 1 1 2 年  

 

招生項目 時間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考試 101.5.6(日) 

招生事務中心將召集二專應屆畢業

生，辦理二技申請入學說明會 
101.5.9(三)15:00~17:00 (暫定) 

個別報名繳費 
(採網路、通信及現場報名) 

101.6.15(五)起至 
101.7.16(一)止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 101.6.17(二)起至 101.7.18(三)止 

寄發成績單 101.07.20(星期五) 16:00 
放榜/學校網站公告 101.07.26(星期四) 10：00 

正取生報到註冊 101.08.01(星期三)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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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已公告於學校首頁，並

開始接受報名，詳細試務日程如下表: 

項目 日期 

通訊報名日期 即日起～101.05.14(一)止 

現場報名日期 101.04.23 (一)～101.05.15(二)止 

書面資料審查(公事所) 101.05.17(四)～101.05.18(五) 

筆 試 日 期(不含公事所) 101.05.19 (六) 

面 試 日 期 101.05.20 (日) 

寄發總成績單 101.05.22 (二)17：00寄出 

放榜並寄發錄取通知單 101.05.29(二)10：00公告 

正取生報到 101.06.04(一)09：00～13：00 

備取生報到 101.06.06 (三)09：00～13：00 

五、101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即日起至 101.03.30(五)止受理報名，考試

日期 101.04.14(六)；放榜及寄發錄取通知單 101.04.20(五)；各系招生名額分

別如下所示： 

招生學制 系 別 招生名額 

日間部 
四技 

企業管理系 20 

資訊管理系 30 

行銷管理系 70 

財務金融系 9 

應用外語系 16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13 

商品設計系 33 

美容造型設計系 45 

環境資源管理系 25 

生物技術系 25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100 

餐飲廚藝系 13 

幼兒保育系 15 

進修推廣部 
四技 

行銷管理系 30 

 

圖書館 

一、圖書館總館藏量達 248,041 冊(紙本)、電子書 37,324 冊、電子期刊 39,644 種、

多媒體 8,161 種。(統計至 101 年 02 月 29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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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學年度圖書館推動新生(包含日間、進修推廣部、進修院校)導覽活動，

外賓參訪等活動，共計辦理 99 場次 3,795 人次。此外，進行新生導覽亦搭

配圖書館系統及資料庫介紹，除可有效以提升入館人數外，亦提高電子資源

的使用率。(統計至 101 年 02 月 29 日止) 

三、圖書館持續新增加中西文電子資料庫之數量，目前各主題電子資料庫共有

75 種，提供教學與研究使用，於 101 年 02 月使用為 1,289 人次。 

四、圖書館已於 3 月 05 日辦理「實用論文寫作工具」活動，強化本校師生教學

研究之技能，參與人數為 32 人次。 

五、圖書館 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預計於 3 月開始執行「F-9 建置機構典藏學術

數位成果」、「F-6 建置互動式圖書資訊使用平台」、「F-7 充實中小企業特色

館藏資源」、「F-10 強化學生圖書資訊素養」及「F-8 辦理悅讀環球讀書會」。 

六、圖書館於今年 101 年度開始推動教師「學科服務」，於 2/17 與 3/16 辦理兩場

次的說明會，自推動改服務以來，教師熱烈響應，學生獲益良多。 

 

資訊中心 
一、系統建置與維護 

1.導師輔導系統開發中。 
2. BI 平台 畢業證書服務修改完成。 
3.導師查詢成績程式修改完成。 
4.環規中心修繕系統依環規中心主任意見修改完成。 
5.已完成馬來西亞專班招生網頁建置及相關分發程式開發與建置。 
6.招生推薦管理系統開發中。 
7.保管組 MR 單修改需求處理(財產增加領用單、財產轉增單表單修改) 。 
8.資訊設備線上修繕系統流程原則進行調整。 
9.附托會計系統重新安裝完成。 
10.重建 SSO 單一登入人員 VIEW。 
11.修改完成教職員健保程式更新不符級距。 
12.第二期馬來西亞專班招生分發作業已全數完成。 

二、諮詢與服務 
1.完成 100-2 呈報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資料轉出。 
2.完成 100-2 內外轉學生資料匯入、大陸交換生資料匯入。 
3.問卷評量系統問題協助處理。 
4.成績、抵免相關問題協助。 
5.加退選系統建置及相關問題處理。 
6.協助會計室 100-2 繳費單項目設定與線上刷卡諮詢與問題處理。 
7.協助生輔組日間部學生線上請假諮詢與問題處理。 
8.協助保管組設定財產標籤機安裝作業。 
9.協助出納組完成國稅局學雜費資料整理。 
10.協助老師使用網路學園線上作業相關設定問題。 

三、會議召開與文件製作 
1. 101/1/18 完成教育部 ISMS 認證複驗稽核與程序文件修正作業。 
2. 101 彰雲嘉資訊交流會議邀請講者、發文通知等相關作業，相關文件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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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至區盟秘書處。 
 

通識教育中心 

一、1.本中心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部「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C 類績優

夥伴團隊)」，績優計畫推廣活動於 101/01/11 舉辦績優課程規劃經驗分享，

邀請國立中正大學廖蕙玟教授、南華大學鄒川雄教授、靜宜大學林益仁教授

蒞校演講，同時擔任校內 5 門執行課程共同成果發表會之評審。 

二、本中心執行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部「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5 門

課程於 101 年 2 月 2 日~3 日，假國立中正大學進行期末成果發表，整體表

現頗受評審好評，並有 C 類團隊課群(游宗新、曾裕仁、蕭勇成)及 B 類單一

課程(林顯富)進入績優計畫初選，如通過複審，將成為績優課程，接受教育

部表揚。 

三、本中心申提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部「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B 類

3 門、C 類 1 團隊(績優指導+3 門夥伴課程)，經 35%通過率的競爭，B 類 3
門(劉文良主任、苟彩煥老師、林顯富老師)全數通過，C 類團隊通過(績優指

導【游宗新組長】+1 門夥伴課程【蕭勇成組長】)，計畫總金額新台幣

$887,280(教育部補助款$739,400、學校配合款$147,880)。 

四、本中心申提 100 年度第二學期教育部「智慧生活科技跨領域及服務學習課程

補助計畫」B 類服務學習型 2 課群，分別由曾裕仁老師(搭配劉金維主任秘

書、謝東倫老師)、蕭勇成組長(搭配吳世卿老師)主持，經計畫辦公室通知全

數通過，總計畫經費新台幣$1,622,400 元(教育部補助款$1,352,000、學校配

合款$270,400) 

 

進修推廣部 

一、101 學年度環球科技大學四技二專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進修學院暨專校獨

立招生委員第一次成立大會已完成。 

二、101 學年度環球科技大學四技二專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進修學院暨專校獨

立招生委員第二次成立大會已完成。 

三、三月份下旬即將拜訪縣內各機關，四月份排定時間拜訪縣內各高中職。 

四、校外開班計畫書撰寫及修正完成，並於 2 月 24 日送台北教育部。 

五、100-2 資訊系統開、排課。 

六、100-2 學生選課灌檔。 

七、協助學生加退選。 

八、畢業生資格審查、畢業證書印製。 

九、學生申請學生證補發製作。 

十、學生各項證明申請事宜。 

十一、兼任老師新、續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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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辦理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工作坊。 

十三、辦理環球獎助學金（學業成績優異、身心障礙優秀學生、清寒原住民優秀

學生、環球家族新生入學助學金）。 

十四、辦理學分抵免。 

十五、辦理教師成績更正。 

十六、辦理應屆畢業班核對學分數。 

十七、登錄 1001 學生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 

十八、實施教學上課狀況巡堂。（不定期巡堂、教師調補課、教學設備異常處理） 

十九、代售 101 學年度台中區四技二專進修部聯合登記分發簡章。 

二十、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提請討論於 101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每系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 

一、為配合「技職再造方案－ 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執行，逐年擴大

並落實校外實習課程。 

二、教育部技職司擬計畫未來將全面實施校外實習必修，規劃每系應編列校

外實習必修課程。 

三、校外實習成果每年均納入私校獎補助款之重要評核。 

四、歷年實習實施概況： 

學年度 
開設實習 
課程數 

開設實習 
單位數 

實習學生佔 
全校學生之比例 (%)

96 57 23 18% 
97 57 21 16% 
98 50 15 12% 
99 20 13 16.11% 

100-1 19 8 9% 
  資料來源：研發處 

五、100-2 本校各系實施校外實習概況： 
學院 系科 校外實習科目數 必/選修 學分數 規定時數 

管理 
學院 

企管系 （無） （無） （無） （無） 

資管系 1 必修 3 108 小時 

行銷系 （無） （無） 2 （無） 

電商系 （無） （無） 2 （無） 

應外系 3 選修 4 320 小時 

財金系 1 必修 1 2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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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科 校外實習科目數 必/選修 學分數 規定時數 

設計 
學院 

視傳系 （無） （無） （無） （無） 

商設系 （無） （無） （無） （無） 

美造系 1 必修 3 320 小時 

公關系 1 必修 （無） 160 小時 

民生 
學院 

生技系 （無） （無） （無） （無） 

觀餐系 2 必修 32 2112 小時 

環管系 1 必修 3 352 小時 

幼保系 2 必修 8 360 小時 

調查基準日：101.3 

六、本案經 101.03.14 第 8 次校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一、照案通過。 
二、於 101 學年度實施必修，請研發處協助各系(科)與實習單位媒合

事宜。 
三、請各系(科)針對現有學生規劃研擬選修課程納入實習之可能性，

並請依教育部標準規範實施。 

案由二：提請討論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學分需至少含修習跨院

系 6 學分，通識課程總學分由 36 學分降低為 30 學分。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 

一、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C-12 規劃及推動跨領域創新/創業學程」之執行，

增加本校學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誘因。 

二、為擴展本校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降低多元學習管道之門檻，增加選修

跨院系課程的機會。 

三、本案經 101.03.14 第 8 次校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一、照案通過。 
二、奉核後，並請通識教育中心進行課程修訂。 
三、有關學程相關俢習的課程及時段，及通識的時段，請利用課程排

課協調會，確認相關課程時段，以促進跨領域學程的修習。 

提案三：修訂跨部選課施行細則，敬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 

一、為配合全面實施校務系統線上作業，目前跨部選課已由學生自行於線上

進行加退選作業，且跨部選課開放人數亦由各系科統計後直接於系統中

登記，因此本組依實際執行狀況進行辦法修訂。 

二、修訂條文對照如附件一，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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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提請討論，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科部學生成績更改乙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 

一、依據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27 條及學生成績登錄、更正及補登辦法第

7 點規定專科部除經該系(所、中心)務會議初審外，另須提送教務會議

審議。 

二、各系（科）依據辦法提出更正申請如下： 

1.視覺傳達設計系(科)馬專班二專平面設計一甲邱豪杰、林師文、黃旭

陽、黃文傑、陳可兒、王昞貴 、高國賢等 7位同學修習廖慈倫老師

所授課之「藝術鑑賞」課程，因任課老師未即時看到學生已上傳之作

業而遺漏其平時成績，擬提出修改平時成績及更改總成績。 

2.觀光與餐飲旅館系(科)日二專觀餐一甲賴怡萱同學修習柯明宗老師所

授課之「蔬果雕刻」課程，因任課老師校務行政系統輸入成績時，未

存檔之因素造成學期總成績誤植，擬提出修改。 

班級 學號 姓名 科目 
任課 

教師 

更改前

總成績 

更改後

總成績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12 邱豪杰 藝術鑑賞 廖慈倫 50 81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13 林師文 藝術鑑賞 廖慈倫 42 76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17 黃旭陽 藝術鑑賞 廖慈倫 50 84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20 黃文傑 藝術鑑賞 廖慈倫 54 86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26 陳可兒 藝術鑑賞 廖慈倫 56 90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29 王昞貴 藝術鑑賞 廖慈倫 47 84 

二專平面設計一甲 100K54134 高國賢 藝術鑑賞 廖慈倫 54 90 

日二專觀餐一甲 100148121 賴怡萱 蔬果雕刻 柯明宗 0 91 

決 議：一、照案通過。 
二、關於學生成績修改之申請，四技的部份已授權系(科)同意後經教

務長同意後修正，請註冊組再研擬二專部份，是否仍需送教務會

議通過，必要時修訂相關法規。 
三、請各系(科)轉答給各任課教師，請慎重處理學生權益相關問題。 

案由五：民生學院休閒旅遊學程課程暨規劃書修訂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說 明： 

一、依 101 年 03 月 14 日第 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本學程增設課程為「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兒童健康休閒產業經營與

管理」、「兒童社區文化與生活」、「旅行業經營與管理」、「餐旅策略行

銷」、「旅館經營與管理」、「餐廳經營與管理」等，共計 7 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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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產業經營與管理」課程，開課時程調整至一年級下學期。 

四、本學程規劃書中，參之三人數限制，原敘述為「每學年度報名修讀本學

程總人數以 40 位為原則。」，修正為「每學年度報名修讀本學程人數以

不設限為原則，但本學程工作小組，得依據單一課程所需之教學設備數

量，限制該課程之修讀人數。」，餘修訂課程相關表格。 

五、民生學院休閒旅遊學程課程修訂對照表、課程配當表及學程規劃書，請

參閱附件二，P.15。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資訊管理系「太陽能發電資訊系統跨領域(學院)學程」申請

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依據「環球科技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本學程結合資管系資訊系統開發及環管系能源管理相關之專業課程，故

結合資訊管理與能源管理此方面專業知識能力，以培養學生第二專長。 

三、本案經 101 年 01 月 11 日管理學院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01 年 03
月 14 日本校第 8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本學程規劃書如附件三，

P.3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應用外語系「產業應用英文跨領域學程」課程修正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依據「環球科技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因應課程大幅修訂，擬自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修正本學程課程，修正

前後對照表如附件四，P.45。 

三、已報名修讀本學程同學皆已畢業且未能修畢本學程，故本次修正不影響

同學們修讀抵免等問題。 

四、本案經 101 年 01 月 11 日管理學院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01 年 03
月 14 日本校第 8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辦學規劃藍圖(課程地圖)

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之設立旨在培養地方公共事務管理人才，強調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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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並重，結合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機構，兼顧在地關懷及國家

發展方針，提升學生處理公共事務議題之專業能力，進而促進地方發展

與永續經營。 

二、本案經 101 年 03 月 08 日管理學院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01 年 03
月 14 日本校第 8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辦學規劃藍圖如附件五，

P.4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修業

規定」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將自 101 學年度招收在職專班新生，依據「環球科

技大學學則」及「環球科技大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辦法」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內容係參照本校學則、中企所相關辦法以及東海、逢甲等大學相

關系所專班之修業規定訂定。 

三、本案經 101 年 02 月 22 日管理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及 101 年 03 月 14
日本校第 8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本規定如附件六，P.52。 

決  議：一、照案通過。 
二、研究所學生修業相關規定未送至教務會議審議者，請依本案處理

方式提送至教務會議核備。 

案由十：生物技術系 100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四年制全學年課程表」，

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物技術系】 

說 明： 

一、配合學院推動休閒旅遊跨領域學程，並尊重學生目前修讀該學程四年級

同學之選課意願，希能協助同學餘畢業前能完成學程，故 100 學年度第

二學期開設「健康產業經營與管理」課程有其必要，修正前後對照表如

附件七，P.53。 

二、課程擬調整專業科目課程授課學期：「健康產業經營與管理」原授課學

期為第 4 學年第 2 學期調整至第 1 學年第 2 學期。 

三、本案經 101 年 01 月 11 日管理學院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01 年 03
月 14 日本校第 8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生物技術系配合修訂本位課程規劃書。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