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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第 17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 102 年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00 ~ 10：30 
地    點：存誠樓 MA508 會議室 
 
出席人員：林三立教務長、劉金維研發長、陳盈霓國際長、吳俊彥主任、許淑

婷館長、詹慧純組長、林明芳院長、陳富都院長、高從晏院長、蔡

長鈞所長、吳豐帥所長、詹卓穎主任、劉文良主任、謝淑玲主任、

呂宜臻主任、張宏榮主任、丁一倫主任、蔡志英主任、高哲翰主任、

莊雨璇小姐、蔡孟馨小姐。 
教師代表：游清芳老師。 
學生代表：李文哲同學。 
列席人員：吳勝宏主任、陳冠中組長、王雪芳組長、呂宜臻主任、林顯富組長、

曾士齊副國際長、方宏凱先生。 
 
主    席：林教務長三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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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

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簽請校長核定並陳報

教育部通過。 

國際暨兩

岸事務處

二 

「101 學年度入學適用國際生華

語文課程」新訂暨課程開設追認

案 
照案通過；依新訂辦法施行。 

國際暨兩

岸事務處

華語文教

學中心 

三 

餐飲廚藝系「環球科技大學餐飲

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新訂案 

照案通過；依新訂要點施行。 餐飲 
廚藝系 

四 
「環球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依新訂要點施行。 設計學院

五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運動代表

隊學科成績加分辦法(草案)」新

訂案 
照案通過；依新訂辦法施行。 體育教學

研究中心

六 
「環球科技大學排課作業實施

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要點施行。 教務處 
課務組 

七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 
課務組 

八 
「環球科技大學課程管理辦法」

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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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 承辦單位

九 
「環球科技大學課程科目代碼

編列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要點施行。 教務處 
課務組 

十 

「環球科技大學獎助教師改進

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行

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要點施行。 教務處 

課務組 

十一 
「教師教學反應問卷調查題目」

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版本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二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實施要點(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訂要點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三 
「環球科技大學優良教學教師

獎勵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四 
「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反應調查

實施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五 
「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助理申請

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六 
「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助理(TA)
任用與考核實施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要點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七 
「環球科技大學優良教學助理

遴選暨獎勵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 
教學發展

中心 

十八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修正辦法施行。 教務處實

習輔導組

十九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公司設置

要點(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依新訂辦法施行。 教務處實

習輔導組

臨時

動議

一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修課

原則(草案)」新訂案 照案通過；依新訂辦法施行。 國際暨兩

岸事務處

前次會議召開日期：101 年 11 月 7 日。 

決  議：洽悉。 
 
參、工作報告 
註冊組 
一、學生人數統計： 

截至101年12月31日，日間部學生人數為：研究所105人(含在職專班20人)、四技3,940人(不
含大陸交換生32人)、二技88人、二專150人(不含海外專班145人)，共計4,283人。 

二、101-1 學期成績登錄注意事項： 
(一)本學期期末考日期為：1/15(二)至 1/21(一)。 
(二)學期成績登錄日期為：1/15(二)至 1/2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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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學生線上查詢日期自 1/28(一)起。 
(四)為利於同學能如期收到「學期成績單」，並使畢業生能順利領取學位證書，以免影響

同學畢業、就業及兵役等權益，煩請各教師務必於規定期限將學期成績輸入系統。 
(五)依據「學則」第二十八條、「附設專科部學則」第二十七條規定：平時考查、期中測

驗及學期考試曠考者，曠考部分之成績，作零分計算。 
(六)學生考試期間因故請假者，需先至課務組填具「學期考試請假補考申請表」，並於成

績登錄期限內將請假學生先行評定為「成績未定」；俟學生補考完畢後，由教師填具

「教師成績更正申請書」、檢附核准之「申請表」及成績至註冊組進行補登學期成績。

「成績未定」之補登期限，應於次學期開學後 2 週內補登學生成績。 
(七)再一次提醒各系協助向各任課教師宣導，務必於期限內完成學期成績線上登錄作

業，以免損及學生權益。 
三、1/2(三)召開 101-2 轉系科審核會議，計 53 位同學通過轉系科審核。 
四、101-2 註冊通知單已於 1/10(四)發放至各系(科)所，煩請各系轉交至各班導師協助發放，

並提醒同學須於 2/24(日)前完成註冊繳費等相關程序。 
 
課務組 
一、101-2 學生選課初選作業自 101/12/25(二)至 102/1/3(四)止，目前已完成線上初選作業。 
二、101-2 初選結果未達開課標準科目，已於 1/4(五)會辦各系評估開課需求並回報，不予保

留科目已於 1/11(五)完成刪除作業。 
三、101-2 業師協同教學已開始接受申請，請教師評估課程需求與特色，聘請業界專家共同規

劃課程與教學。 
四、截至 101-1 已設置 11 個跨領域學程；預定 101-2 將規劃啟動跨領域學程評鑑與退場機制，

針對成立 2 年以上之學程進行評鑑與成效評估。 
 
教學發展中心 
一、1/5(六)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填報教育部第十一次管考績效平台及 101年 12月份管考經費

填報作業。 

二、1/8(二)公告 101 學年度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研習活動問卷調查抽獎得獎名單，共計 30 位，

領獎時間至 1/25(五)止。 

三、101-1 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將於 1/11(五)截止填答，日間部填答率約為 75%。 

四、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截至 102 年 1 月 8 日止，各分項計畫經費執行數、尚未執行數

及執行率，詳如下表： 
(一)各分項計畫經費執行數及執行率，詳如下表： 

經費執行數 執行率（%） 
補助款 補助款 

分項 
計畫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配合款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配合款 合計

總計畫 2,616,373 0 2,616,373 200,618 2,816,991 100% 100% 100% 100% 100%
A 計畫 9,696,451 1,862,564 11,559,015 651,138 12,210,153 100% 100% 100% 100% 100%
B 計畫 5,290,825 1,691,000 6,981,825 1,112,669 8,094,494 100% 100% 100% 99.73% 99.96%
C 計畫 6,385,118 1,385,836 7,770,954 877,767 8,648,721 100% 100% 100% 100% 100%
D 計畫 8,318,440 1,424,100 9,742,540 906,856 10,649,396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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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計畫 8,520,176 0 8,520,176 4,391,226 12,911,402 100% 100% 100% 99.73% 99.91%
F 計畫 4,172,617 8,636,500 12,809,117 4,744,626 17,553,743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計 45,000,000 15,000,000 60,000,000 12,813,336 72,884,900 100% 100% 100% 99.88% 99.98%

(二)各分項計畫未執行數，詳如下表： 
原編列經費 經費未執行數 

補助款 補助款 
分項 
計畫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配合款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配合款 合計

總計畫 2,616,373 0 2,616,373 200,618 2,816,991 0 0 0 0 0
A 計畫 9,696,451 1,862,564 11,559,015 651,138 12,210,153 0 0 0 0 0
B 計畫 5,290,825 1,691,000 6,981,825 1,115,669 8,097,494 0 0 0 3,000 3,000
C 計畫 6,385,118 1,385,836 7,770,954 877,767 8,648,721 0 0 0 0 0
D 計畫 8,318,440 1,424,100 9,742,540 906,856 10,649,396 0 0 0 0 0
E 計畫 8,520,176 0 8,520,176 4,403,326 12,923,502 0 0 0 12,100 12,100
F 計畫 4,172,617 8,636,500 12,809,117 4,744,626 17,553,743 0 0 0 0 0
合計 45,000,000 15,000,000 60,000,000 12,900,000 72,900,000 0 0 0 15,100 15,100

五、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截至 102 年 1 月 8 日統計，補助款執行率達 100%，配合款執

行率達 99.98%，未執行數 15,100 元，依據教育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結算，本校需依補

助款等比例繳回，共計需繳回金額 12,427 元，結餘原因如下： 
(一)B 計畫採購資本門-外語數位化學習檢測工具，結餘配合款 3,000 元。 
(二)E 計畫採購資本門-環球地球儀，結餘配合款 12,100 元。 
(三)結餘計算式:15,100*0.823=12,427 元 
(四)教育部補助款比率 82.3%=(60,000,000/72,900,000)% 

六、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身心障礙優先採購應達成 669,936 元，統計至 101 年 01 月 08

日止，已執行採購經費 748,522元，執行率 112%。 
 
學習輔導中心 
一、12/21(五)辦理 BULATS 劍橋英檢校園考，計 481 人參加考試，共 477 位考取證照。 
二、101-1 學習輔導中心辦理「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A5、A8、A10、A11、A12、A13、B15、

B16、D8」、「中區技專校院職場英文(ESP)之教學與學習資源共享機制」及「教育部 100-101
年度多元語種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11 個計畫全數核銷完畢，其中 10 個計畫已製作活動

成果冊完成結案。僅「教育部 100-101 年度多元語種課程實施計畫」因須配合學期結束

才可結案，預計於 1/23(三)前完成活動成果冊，並於 1/31(四)前發函至教育部完成結案作

業。 
 
實習輔導組 
一、1/2(三)召開 99 學年度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第一次轉銜會議。 
二、辦理全校工讀金資料彙整業務。 
 
圖書館 
一、圖書館總館藏量達261,238冊(紙本)、電子書39,644冊、電子期刊39,644 種、多媒體9,633 

種(統計至101年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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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種，提供教學與研究使用，101年度使用次數達到42,95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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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1 學年度累計進館人次為 31,508 人次，累計借閱冊數為 49,741 冊，累計借閱人次為

19,820 人次(統計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 
四、圖書館執行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F13「悅讀環球讀書會」系列活動－「閱天堂集點活

動」獎勵閱讀活動，鼓勵學生入館借閱相關圖書資源，目前換取集點卡次人次超過 2,798
人次，截至 12 月 27 日止，積滿 10 點完成 100 元共 194 人兌換 30,700 元，兌換禮品共

153 人兌換 155 份禮物。 
五、截至 12 月 28 日止，共進行圖書館推廣活動暨導覽 103 場次，參與人數達 4,765 人次。 
 
招生事務中心 
一、凡本校學生推薦外校學生，以「轉學考」就讀本校日間部四技、二技及二專，並完成註

冊者，給予每人每位「我愛環球」獎學金10,000元整。 
(一)101-2 日間部轉學考重要事務日程如下： 

項目  日期  備註  

通訊報名  102.01.18(五)止  以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  102.01.21(一)止   

筆(面)試  102.01.26(六)  

寄發成績  102.01.29(二)  

放   榜  102.01.31(四)  

正取生報到  102.02.04(一)  

(二)101-2 日間部轉學考報名情形如下： 
招收學制 四技二 四技三 二技三 二專一 
報名人數 4  8 1 0 4 

本表統計截止日：102.01.08(二) 

二、102學年度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報名，已實施個別網路報名，不再辦理學校集體報名。本校

102學年度日間部二技預計招收人數詳如下表： 

招生名額 
招生系別 

一般生 
技優 
保送 

技優 
甄審 

原住民
退伍 
軍人 

僑生 
境外科技

人才子女

觀光與餐飲

旅館系 
100 1 4 2 2 2 2 

(一)有關二技入學管道計有：1.技優入學(含保送、甄審)、2.聯合登記分發(僅限護理類)、
3.申請入學。 

(二)本校 102 學年度日間部二技招生將採申請入學方式(比照單獨招生模式，但由聯合招

生委員會提供招生網路平台，統一供各招生學校架設招生資訊及報名系統)，招生時

程預定為 102 年 7 月至 8 月間，合併四技二專單獨招生舉行。 
(三)業管單位已於 101.12.6(四)及 101.12.7(五)分別至本校觀餐科二專應屆畢業班宣導相

關二技升學事宜，目前已掌握約 25 位同學有意報考本校二技觀餐系；未來將持續掌

握校內其他有意願報考之同學，另亦主動發函到全國 7 所有觀光餐飲類科的專科學

校，爭取安排至班級宣講機會，以期提高招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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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學年度四技申請入學重要事務日程如下： 

 
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追認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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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6 日臺文(二)字 1010219070 號函辦理。 
二、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修定已依教育部來文指示，針對第 3 條、第 12 條等加以補

充說明，並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台就學辦法」配合辦理。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詳如附件一(p.9~p.12)。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一，請國際暨兩岸事務處補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選送「學海飛颺」與「學海惜珠」學生赴國外研修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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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臺文(三)字 1010235319D 號函辦理。 
二、針對第一點、第四點、第六點、第八點第三項、第八點第九項、第八點第十項作修

正，並依據教育部「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

助要點修正規定」配合辦理。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詳如附件二(p.13~p.17)。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二，請國際暨兩岸事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項目 日期 備考 
學科能力測驗 102.01.27(日)~102.01.28(一)  
學校集體報名 102.03.04(一)~102.03.12(二)  
聯合招生委員會公

告篩選結果 
102.03.22(五)  

查詢網址 http://caac.jctv.ntut.edu.tw 
本校寄發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02.03.25(一) 

考生繳交資料及複

試費用收件截止 
102.04.08(一) 

請各系依名單連繫考

生，踴躍報考第二階段 

寄發成績單 102.04.13(六)  

放榜並寄發錄取通

知單 
102.04.17(三)上午 10:00 

102 學年度『申請入學』

新生連續四學年學雜費

比照國立科技大學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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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選送「學海築夢」學生赴國外實習實施要點(草案)」新訂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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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臺文(三)字 1010235319D 號函辦理。 
二、為拓展學生國際視野，增進與海外企業及機構間之交流，特新訂「環球科技大學選

送「學海築夢」學生赴國外實習實施要點(草案)」。 
三、新訂要點詳如附件三(p.18~p.21)。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三，請國際暨兩岸事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科申請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組) 

說  明： 

一、依據「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修正條文。 

二、因應實際執行狀況修正條文。 

三、本案經 102 年 1 月 8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討論通過。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詳如附件四(p.22~p.24)。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四，請教務處註冊組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組)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各學制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暨因應實際執行狀況修正條文。 

二、本案經 102 年 1 月 8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討論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詳如附件五(p.25~p.30)。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五，請教務處註冊組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六：「環球科技大學授予學位報部」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  明： 

一、依教育部 93 年 9 月 27 日台高通字第 0930118501 號及 94 年 1 月 13 日台高(二)字

第 0940004821 號函規定，應於每年 1月 31 日前完成報部相關作業。 

二、配合作業時程，註冊組已於 101 年 12 月 24 日以會辦方式請各系確認中、英文學位

名稱。 

三、因應本校組織變更，101 學年度增設系(所)(組)(學位學程)計有餐飲廚藝系 1 系，

其新增授予學位名稱為理學學士。 

四、101 學年度系(所)(組)調整計有 1 系，公關事務設計系更名為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授予學位名稱為設計學學士。 

五、102 學年度增設系(所)(組)(學位學程)及系(所)(組)調整將於 102 學年度另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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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六、上述各項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六(p.31~p.35)。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六，請教務處註冊組簽請校長核定，並陳報

教育部備查。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跨領域學程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說  明： 

一、本案經 101 年 12 月 28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討論通過。 

二、因應實際執行狀況進行修正。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詳如附件七(p.36~p.38)。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七，請教務處課務組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八：「環球科技大學延修生處理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  明： 

一、本案經 101 年 12 月 28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討論通過。 

二、因應實際執行狀況，刪除已廢止法規之描述。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詳如附件八(p.39~p.40)。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錄附件八，請教務處課務組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臨時動議 
無。 

 

陸、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