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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第 22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 102 年 12 月 25 日(三)，上午 10：00 ~ 12：00 
地    點：存誠樓 MA508 會議室 
 
實到人員：吳豐帥教務長、劉金維研發長、陳盈霓國際長、曾常豪副處長、許淑

婷館長、許慧珍主任、吳朝森主任、陳昱丞院長、林郁進院長、詹卓

穎院長、謝敏捷所長、張宏榮主任、廖義宏主任、游清芳主任、蔡志

英主任、黃明正主任、江俊賢主任、林泳瀠主任、張增治主任、葉純

菊副主任、張子見主任、徐菱松主任、韋明淑主任、高哲翰主任、吳

珮瑜小姐。 
教師代表：黃江川老師、張佩湘老師。 
學生代表：黃室瑋同學、練晏菱同學。 
列席人員：王雪芳組長、曾惠珠主任、郭文清主任、曾常豪組長。 
 
主    席：吳豐帥教務長                 紀錄：王雪芳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 承辦單位 

一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公司設置

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1.28.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研發處產學

合作中心 

二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畢業門檻

實施辦法」新訂案(草案) 
照案通過；將提送至下次校務會議討

論。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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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通過；本條文適用於 102 學年

度(含)以後入學新生，已於 102.12.16.
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通識教育 
中心 

四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資訊應用

能力(TWIT)畢業資格檢定暨實

施辦法」新訂案(草案) 

修正後通過；本條文適用於 103 學年

度(含)以後入學新生，已於 102.12.02.
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資訊中心 

五 
「環球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2.11.28.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 
課務組 

六 
「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案(草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2.11.26.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 
健康學院 

七 
「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院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案(草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2.12.13.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 
休閒學院 

八 
「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旅

遊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2.12.16.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 
觀光與 

生態旅遊系

九 
「企業管理系中小企業經營策

略管理碩士班 102學年度入學課

程」追認修正案 

照案追認通過；修正內容適用於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已於會議紀錄奉核

通過後實施。 
企業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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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 承辦單位 

十 
「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助理申請

辦法」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02.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十一 
「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助理(TA)
任用與考核實施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02.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十二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學習成效

預警及輔導實施辦法」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02.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十三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實施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02.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十四 
「環球科技大學輔助教師製作

數位教材實施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02.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十五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辦法」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18.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職涯

發展中心 

十六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2.12.16.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職涯

發展中心 

十七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修正

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2.24.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教務處職涯

發展中心 

十八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證使用暨

遺失申請補發要點」廢止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2.11.28.簽請校長核

定後廢止。 
教務處 
註冊組 

前次會議召開日期：102 年 11 月 6 日。 

決  議：洽悉。 
 
參、 工作報告 
註冊組 
一、學生人數統計： 

102-1日間部學生人數為：研究所115人(含在職專班31人)、四技3,770人(不含短期交換生24
人)、二技58人、二專77人(不含海外專班169人)，共計4,020人(統計至102/12/19止)。 

二、102-1 期末考成績登錄事宜： 
(一) 期末考日期：01/13(一)至 01/17(五)；學期成績登錄日期：01/13(一)至 01/20(一)。 
(二) 再一次提醒各系協助向任課教師宣導，務必謹慎且正確地於期限內完成各項成績線上

登錄作業，以免損及學生權益。 
三、102學年度第2學期學生申請轉系科共計25件，註冊組已於12/24(二)將相關資料送交各系，

煩請各系於 12/31(二)前回傳初審結果，以利後續召開審查會議事宜。 
四、102-1 碩士生申請學位考試至 12/20(五)截止，計有中企碩士班 6 人、環管碩士班 3 人(共 9

人)提出申請，煩請各系掌握同學狀況，並請配合論文口試於 01/29(三)前辦理完成，教師成

績於 01/29(三)前繳交，以利後續核發學位證書作業。 
五、103 級畢業資格書面預審作業，煩請各班導師協助同學檢視歷年成績單並填報畢業資格自

審表，確認已修、未修及尚欠之學分數，輔導作為下學期選課參考，以利同學如期畢業；

此外，為預先掌握畢業人數，煩請各系於 12/31(二)前回傳自審表及班級彙總表至註冊組。 
六、本學期各系科之延修生，若符合資格得以畢業者，請各系轉知務必於 01/22(二)至 01/24(五)

登錄註冊組申辦業務平台，申請畢業資格審查，並請各系協助進行畢業資格審查作業。 
七、本學期至今，教師申請更正成績共 57 件，計更正 749 人次，其詳細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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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科所 件數 人次 

管理 

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 - - 
企業管理系/中企碩 2 2 
資訊管理系 1 1 
行銷管理系 2 37 
財務金融系 2 2 
電子商務系 1 1 

管理學院 小計 8 43 

文創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 1 1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3 37 
商品設計系 - - 
美容造型設計系 3 123 

文創學院 小計 7 161 

休閒 

觀光與餐飲旅館系 9 318 
觀光與生態旅遊系/環管碩 - - 
餐飲廚藝系 1 47 
應用外語系 5 60 

休閒學院 小計 15 425 

健康 

生物技術系/碩  4 80 
幼兒保育系 14 18 
通識教育中心  5 6 
體育教學研究中心 - - 

健康學院 小計 23 104 

其他 
服務學習 3 15 
軍訓 1 1 

其他 小計 4 16 
總計 57 749 

八、本學期辦理休退學人數統計：休學 149 人，扣除延修生之淨休學人數為 91 人；退學 257
人，扣除校內互轉及延修生之淨退學人數為 199 人，相關統計分析如下：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淨休學人數統計表 
系科 淨休學人數 系科 淨休學人數 

企業管理  11 餐飲廚藝  3 
行銷管理  12 應用外語  2 
財務金融  2 觀光與生態旅遊  5 
資訊管理  4 觀光與餐飲旅館  20 
電子商務  0 休閒學院  30 

管理學院  29 幼兒保育  2 
多媒體動畫設計  7 生物技術  1 
美容造型設計  9 健康學院  3 
創意商品設計  4 總計 91 
視覺傳達設計  9 

 文創學院  29 
統計基準日：102 年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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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淨休學人數統計圖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淨退學人數統計表 

系科 淨退學人數 系科 淨退學人數 

企業管理  23 餐飲廚藝  5 
行銷管理  17 應用外語  13 
財務金融  7 觀光與生態旅遊  8 
資訊管理  13 觀光與餐飲旅館  24 
電子商務  1 休閒學院  50 

管理學院  61 幼兒保育  9 
多媒體動畫設計  7 生物技術  11 
美容造型設計  30 健康學院  20 
創意商品設計  16 總計 199 
視覺傳達設計  15 

 文創學院  68 
統計基準日：102 年 12 月 19 日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淨退學人數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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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 

一、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經 校長指示，本校統籌單位由研發處移轉至教務處，各項作法

之權責單位業已上簽核定，依沈副校長指示，將針對各項子計畫之分工分配、計畫書初稿

完成日、本校內部審查流程、計畫書完稿日、計畫申提期限等相關事項進行規劃，規畫書

將上簽再行核定。 

二、102-2 日間部課程初選自 12/24(二)至 01/02(四)止。 
教學資源中心 
一、12/26(四)15：00 假創意樓 AS206 教室辦理 102-1 學生期中預警研習活動，將邀請雲科大心

理諮商師郭素蘭老師分享學習技巧，請各系協助通知受預警學生參與。 
二、102-1 日間部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填答期限延至 12/27(五)，請各系協助向學生宣導，儘速上

網填答。 
職涯發展中心 
一、103 學年度就業學程即將召開提案申請說明會，煩請各系儘早規劃，並備妥相關資料。 
二、103 學年度就業學程於 12/19(四)召開提案申請說明會，計畫書受理時間自 01/01(三)至

02/07(四)止，敬請各系儘早規劃。 
三、102 學年度就業學程第一期款項已於 12/19(四)完成撥款作業。 
四、敬請各系務必向實施校外實習的班級宣導，要求學生注意實習職場安全。 
五、自 10/01(二)至 12/19(四)同學進行 UCAN 職能施測計 2,526 人次，詳細資料如下表： 

學院 系所名稱 學制 興趣診斷 共通職能診斷 專業職能診斷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四技 65 42 35 

企業管理科 二專 1 1 1 

行銷管理系 四技 113 91 66 

財務金融系 四技 23 45 35 

資訊管理系 四技 84 119 103 

小計 286 298 240 

文創學院 

多媒體動畫 四技 24 - 3 

創意商品設計 四技 11 29 5 

美容造型設計 四技 46 24 15 

視覺傳達設計 四技 85 130 168 

視覺傳達設計 研究所 3 6 5 

小計 169 189 196 

休閒學院 

餐飲廚藝系 四技 94 15 12 

應用外語系 四技 69 84 63 

觀光與生態系 研究所 1 1 8 

觀光與生態系 四技 58 49 44 

觀光與餐飲系 四技 110 154 90 

觀光與餐飲系 二技 45 30 14 

觀光與餐飲科 二專 11 2 1 

小計 388 335 232 

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四技 20 14 20 

生物技術系 四技 35 49 55 

小計 55 63 75 

總計 898 885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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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一、圖書館紙本總館藏量102學年度目標值為285,000冊，目前已達272,542冊，達成率為96％，

另外電子書65,872冊、電子期刊40,081 種、多媒體10,730種(統計至102年11月30日止)。 

二、圖書館持續新增中西文電子資料庫之數量，並推廣利用，目前各主題電子資料庫共有66種，

提供教學與研究使用，102學年度使用次數達到1,456次(統計至102年11月30日止)。 
三、102 學年度累計進館人次為 40,176 人次(目標達成率：40％)，累計借閱冊數為 32,759 冊(目

標達成率：30％)，累計借閱人次為 13,903 人次(目標達成率：35％)(統計至 102 年 11 月 30
日止)。 

四、102 學年度共進行圖書館推廣活動暨導覽 67 場次(目標達成率：37％)，參與人數達 5,098
人次(目標達成率：57％)(統計至 102 年 11 月 30 日止)。 

資訊中心 
一、工程與採購案進度 

(一)103 年度機房工作站群維護合約已完成議價。 

(二)網路設備維護合約、資訊相關設備維護合約完成動支申請，總務處將分別於 12/20 下

午 14:00 及 12/25 下午 13:30 進行開標。 

二、系統建置與維護 
(一) 農博系統操作手冊製作及持續配合維護作業。 
(二) 公告伺服器移機，將相關服務分別移至 board、eService 主機，移機及修改作業已完成。 
(三) Board、eService 自動備份機制（含 log、DB、程式及檔案）設置中，預訂 12/31(二)前

完成。 
(四) 於 12/02 完成 2 場校園雲端社群平台教育訓練與推廣研習活動之辦理。 
(五) 於 12/04 完成教學卓越計畫校園導覽線上問答與徵文競賽頒獎活動之辦理。 
(六) 於 12/17 接受稽核室進行資訊中心相關資訊安全業務內部稽核。 
(七) 調整教卓相關管理選單設定未登入時只顯示登入連結，無法看到多媒體管理器等按

鈕。 
三、會議召開與文件製作 

完成 ISMS 稽核室校內稽核作業，同時持續進行本校 103.01 教育部外部稽核訪視相關文件

整理與檢視。(本校重新發證稽核實地訪視日期為 103.01.21~01.22) 
四、諮詢與服務 

(一) 日、夜二部教學評量問卷發行相關問題協助。 
(二) 102-2日間部開排課作業協助。 
(三) 因應校園雲端社群推廣活動，建立兩個班級社群與資訊中心社群。 
(四) 協助於MA309電腦教室安裝部署IC3考試環境，以因應資管系進行相關考試作業。 
(五) 於12月辦理『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認證考試，共有114位學生報名，56位通過

檢測，通過率為49.12%。103年1月8日認證考試報名截止日為12月20日。 
(六) 配合本校職員工同資訊能力提昇交辦事項，與人事室調協後訂於103年1月及2月辦理

MOS大師級研習暨考照課程之辦理。 
(七) 觀光系AS201~206/AS304教室環境檢測, 除AS203數位講桌須送原廠維修、AS304交換

器異常外，其餘檢測維護完畢。 
(八) 全校無線網路健檢，拆除DC1F/MB1F三部干擾基地台，並降低LIB2F/ MB3F共四部訊

號溢波，以維持無線網路服務品質。 
五、網站更新與建置 

(一) 完成各單位申請更新及異動學校網頁服務。 
(二) 進行 102 年 11 月單位網站檢測結果為「中度以上」檢測，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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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測時間 複測單位 
複測結果

分級 
複測結果 備註 

102 年 12 月 資訊管理系（科） 通過 已完成更新  
102 年 12 月 電子商務系 通過 已完成更新  
102 年 12 月 公共事務中心(含禮賓大使) 通過 已完成更新  

檢測結果分級說明： 
1.更新完成：於進行固定檢測暨隨機抽檢前已自行完成。 
2.未更新將依照實際連結失效或錯誤資訊情形分為三級：低度—0~3 個連結失效或錯誤；中

度—4~9 個連結失效或錯誤；高度—高達 10(含)個連結失效或錯誤。達中度以上將列為隨機

抽檢單位候選名單。 
(三) 進行 102 年 12 月單位網站固定檢測暨隨機抽檢，抽檢報告如下： 

檢測時間 檢測單位 
檢測結果

分級 
檢測結果 備註 

102 年 12 月 學生事務處(含所屬二級單位) 中度 
部分網頁內容連結

失效或錯誤資訊 
已發會辦單處理

102 年 12 月 生物技術系(科)(碩士班) 高度 
部分網頁內容連結

失效或錯誤資訊 
已發會辦單處理

102 年 12 月 總務處(含所屬二級單位) 低度 
部分網頁內容連結

失效或錯誤資訊 
已發會辦單處理

102 年 12 月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低度 
部分網頁內容連結

失效或錯誤資訊 
已發會辦單處理

檢測結果分級說明： 
1.更新完成：於進行固定檢測暨隨機抽檢前已自行完成。 
2.未更新將依照實際連結失效或錯誤資訊情形分為三級：低度—0~3 個連結失效或錯誤；中

度—4~9 個連結失效或錯誤；高度—高達 10(含)個連結失效或錯誤。達中度以上將列為隨機

抽檢單位候選名單。 
3.學生事務處(含所屬二級單位)通過單位有衛生保健組及服務學習組。 
4.總務處(含所屬二級單位)通過單位有湖山校園管理中心、事務組、出納組及保管組。 
 

招生事務中心 
一、本校103學年度研究所甄選入學，已於102.12.07(六)完成甄試作業，102.12.18（三）放榜，

正取生於102.12.23(一)辦理報到；備取生於102.12.25(三)辦理報到手續。各所招收、報名、

缺考及報到情形，如下表所示： 

招收所別 
中企所 環管所 生技所 視傳所 

合計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核定名額 7 8 2 5 1 6 5 2 36 
報名人數 11 13 3 9 2 5 1 1 45 
缺    考 1 2 0 1 0 0 0 0 4 
正    取 7 8 2 5 2 5 1 1 31 
備    取 3 3 1 3 0 0 0 0 10 
報    到 7 8 2 5 2 5 0 1 30 

資料統計至 102.12.23 止 
二、本校102學年度第二學期日間部轉學考已於102.12.13(五)公告簡章，並開始受理報名，訂於

103.01.18(六)辦理筆、面試考試，103.01.23(四)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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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  明： 

一、 因應本校組織變更及各項業務實際執行狀況進行修正。 
二、 註冊組於 11/27、12/12 以會辦方式請各行政、教學等相關單位協助檢視本校學則，提

出修正建議。 
三、 彙整各單位回覆意見，並參考鄰近數所大專校院相關法規後統籌修正版本。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一(p.11~p.23)。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一，請註冊組提送至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再

報部備查。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  明： 

一、 因應本校組織變更及各項業務實際執行狀況進行修正。 
二、 註冊組於 11/27、12/12 以會辦方式請各行政、教學等相關單位協助檢視本校學則，提

出修正建議。 
三、 彙整各單位回覆意見，並參考鄰近數所大專校院相關法規後統籌修正版本。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二(p.24~p.33)。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二，請註冊組提送至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再報

部備查。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授予學位名稱」報部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組)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學位授予法第 2 條規定，辦理本校 102 學年度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報部

業務。 
二、 配合作業時程，註冊組已於 09/24 以會辦方式請各系確認中、英文學位名稱。 
三、 102 學年度增設系(所)(組)(學位學程)計有 1 系，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其授予學位

名稱為設計學碩士；系(所)(組)調整計有 1 系，商品設計系更名為創意商品設計系，授

予學位名稱為設計學學士；變更授予學位名稱計有 1 系，觀光與生態旅遊系學士學位

名稱變更為管理學學士、碩士學位名稱為理學碩士。 
四、 上述各項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三(p.34~p.36)。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三，請註冊組於會議紀錄奉核通過後，再報部備

查。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反應調查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說  明： 

一、 現行教學反應調查問卷成績在計算時有所疑慮，故修正法規以明確定義。 
二、 辦法第七條納入個人資料保護法概念，維護教師個人隱私資料。 
三、 本次修正明訂教師之班級填答率，並藉由成績查詢限制以提高學生填答意願。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四(p.37~p.39)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四，請教學資源中心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請資訊中心針對未來將剔除缺曠課太多、無效問卷(全填 1 或 5)等情形，於下次會議說

明系統配合修正執行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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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國際暨兩岸事務

處)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 101 年 12 月 26 日臺文(二)字 1010251389 號函辦理。 
二、 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修定案係依教育部來文指示，修正第七條有關醫療及傷害保

險相關規定，並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台就學辦法」配合辦理。 
三、 另依本校稽核室 102 年 6 月 27 日之內部稽核報告建議修正第九條，以符合目前審查作

業。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五(p.40~p.44)。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五，請國際暨兩岸事務處於會議紀錄奉核通過後，

再報部備查。 
 
案由六：「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修課原則」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國際暨兩岸事務

處) 
說明： 

一、 依本校學則第十九條辦理。 
二、 為使各系擇定補強學力課程時更具彈性，且更符合其專業基礎能力之培養。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六(p.45~p.46)。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系自訂補強原則；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六，請國際暨兩岸事務

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管理學院各系畢業門檻」審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說  明： 

一、 為落實本校教學品保計畫，訂定各系畢業門檻，使其與教學品保之核心能力及評估指

標相呼應。 
二、 畢業門檻計畫書內容應呈現：畢業門檻法規(含學分規定及非學分規定)。畢業門檻

與核心能力關聯性(含括核心能力-能力評估指標-培訓科目-各年級檢核重點、檢核時間、

檢核責任者、異常處理)。未達畢業門檻補救措施。 
三、 本案業經 102.12.18.第 1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四、 企業管理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七-1。 
五、 資訊管理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七-2。 
六、 行銷管理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七-3。 
七、 財務金融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七-4。 
八、 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七-5。 

決  議：請管理學院各系確實依校課程委員會議建議修正後，再提送下次教務會議討論；本次

繳交之會議資料如會議紀錄附件七-1、七-2、七-3、七-4、七-5。 
 
案由八：「環球科技大學文創學院各系畢業門檻」審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文創學院) 
說  明： 

一、 為落實本校教學品保計畫，訂定各系畢業門檻，使其與教學品保之核心能力及評估指

標相呼應。 
二、 畢業門檻計畫書內容應呈現：畢業門檻法規(含學分規定及非學分規定)。畢業門檻

與核心能力關聯性(含括核心能力-能力評估指標-培訓科目-各年級檢核重點、檢核時間、

檢核責任者、異常處理)。未達畢業門檻補救措施。 
三、 本案業經 102.12.18.第 1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四、 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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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八-2。 
六、 創意商品設計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八-3。 
七、 美容造型設計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八-4。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八-1、八-2、八-3、八-4，請文創學院各系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院各系畢業門檻」審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休閒學院) 
說  明： 

一、 為落實本校教學品保計畫，訂定各系畢業門檻，使其與教學品保之核心能力及評估指

標相呼應。 
二、 畢業門檻計畫書內容應呈現：畢業門檻法規(含學分規定及非學分規定)。畢業門檻

與核心能力關聯性(含括核心能力-能力評估指標-培訓科目-各年級檢核重點、檢核時間、

檢核責任者、異常處理)。未達畢業門檻補救措施。 
三、 本案業經 102.12.18.第 1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四、 應用外語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九-1。 
五、 觀光與餐飲旅館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九-2。 
六、 觀光與生態旅遊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九-3。 
七、 餐飲廚藝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九-4。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九-1、九-2、九-3、九-4，請休閒學院各系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十：「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各系畢業門檻」審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說  明： 

一、 為落實本校教學品保計畫，訂定各系畢業門檻，使其與教學品保之核心能力及評估指

標相呼應。 
二、 畢業門檻計畫書內容應呈現：畢業門檻法規(含學分規定及非學分規定)。畢業門檻

與核心能力關聯性(含括核心能力-能力評估指標-培訓科目-各年級檢核重點、檢核時間、

檢核責任者、異常處理)。未達畢業門檻補救措施。 
三、 本案業經 102.12.18.第 1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四、 生物技術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十-1。 
五、 幼兒保育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十-2。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十-1、十-2，請健康學院各系簽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伍、 臨時動議 
 
案由一：「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暨「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整併申請案，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進行系所整併規劃。 
二、 預定 104 學年度起實施，於本次會議列案討論，近期補送整併計畫書。 

決  議：照案通過；計畫書草案詳如附件十一，請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依程序辦理後續報部申

請事宜。 

 

陸、 散會(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