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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第 28 次教務會議資料 

壹、 主席致詞(5 分鐘)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5 分鐘) 

決  議： 

參、 工作報告(20 分鐘) 

註冊組 

一、學生人數統計： 

日間部學生人數：研究所 134 人、四技 4,222 人、二技新生 37 人、二專 30 人，共計 4,423

人(104/3/30 校基庫填報資料)。 

二、休退學情形統計： 

累計至 5 月底本學期各系所休退學人數共計 45 名，整理如下表： 

學院 系所 休學 休學率 退學 退學率 
總 

休退學率 

期初 

學生人數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3 0.74% 1 0.25% 0.99% 404 

企業管理系(所) 1 0.34% 1 0.34% 0.67% 297 

資訊管理系 - - 2 0.72% 0.72% 278 

財務金融系 1 0.93% - - 0.93% 107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 - - - 34 

    管理學院 合計 5 0.45% 4 0.36% 0.80% 1,120 

健康學院 
生物技術系 1 0.58% - - 0.58% 172 

帅兒保育系 - - - - - 151 

    健康學院 合計 1 0.31% 0 0.00% 0.31% 323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105 學年度「藥學系」新系設立

申請規劃書乙案 

修正後通過；104.1.14 第 24 次校務會

議審議後不通過。 
健康學院 

二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改名為創意公共傳播設

計系公共事務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改名計畫案 

照案通過；104.1.14 第 24 次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報部，教育部於 104.6.5 公

告審查結果[不符申請條件]。 

管理學院 

三 
「企業管理系改名為中小企業

管理系」改名計畫案 

本案退回緩議，請提案單位確認符合

總量管制規定後再行送出。 
管理學院 

四 
「資訊管理系改名資訊與電子

商務管理系」改名計畫案 

照案通過；104.1.14 第 24 次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報部，教育部於 104.6.5 公

告審查結果[同意]。 

管理學院 

五 

「資訊管理系 105學年度終身教

育處二專在職專班(資管科)」停

招計畫案 

照案通過；提案單位將送至校務會議

討論後，再依程序報部。 
管理學院 

六 
「環球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詴

辦法」修正案 
以現行作業方式調整。 圖書館 

前次會議召開日期： 104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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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2 0.94% 1 0.47% 1.40% 215 

創意商品設計系 2 0.81% 3 1.21% 2.02% 248 

美容造型設計系 2 0.58% - - 0.58% 346 

視覺傳達設計系 2 0.58% - - 0.58% 347 

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 - - - - - 27 

    文創學院 合計 8 0.68% 4 0.34% 1.01% 1,183 

休閒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6 0.59% - - 0.59% 1,009 

餐飲廚藝系 5 1.58% 2 0.63% 2.22% 316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4 1.67% 1 0.42% 2.09% 239 

應用外語系 3 1.92% 2 1.28% 3.21% 156 

    休閒學院 合計 18 1.05% 5 0.29% 1.34% 1,720 

總計 32 0.74% 13 0.30% 1.04% 4,346 

註：主要休學原因：34.4%兵役因素、28.1%經濟因素；主要退學原因：84.6%轉學。 

    休(退)學率計算以各系所 103 年 10 月 15 日校基庫人數為基準。 

課務組 

一、配合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計畫，已完成第一階段申請

作業(行銷、資管、企管、視傳、創設)，申請金額共計 75 萬元；第二階段申請作業(觀光、

觀餐、餐廚、應外、美造)，申請金額共計 450.9 萬元。 

二、技職再造二期計畫「食藥同用農產之產製檢儲銷綜合人材培育計畫」獲得教育部再造技

優計畫第二階段補助共計 1,480 萬元。 

三、各系(所)配合本位課程修訂作業已完成全學年課程檢核及修訂，預計 104 學年度前完成

各系(所)本位課程計畫書彙整作業。 

教學資源中心 

一、103 學年下學期本校申請主軸二計畫，計畫核定總金額為 1,035 萬元，主軸二(小教卓)活

動計畫簽呈，目前尚有三個系五活動尚未完成簽呈提送，協請配合盡速上簽俾利後續活

動辦理及推行順遂。 

二、103 學年度下學期已修正本校核心能力，修正後校核心能力詳見教資網站下載區第 18 號

下載文件，並請各教學單位盡速補齊建置 103 學年度（包含 102、101）學生學習歷程 EP

帄台系核心能力對應院、校核心能力權重與系核心能力對應各課程權重。 

三、103 學年度下學期優良教學助理已選拔完畢，由曾依庭老師的時尚彩妝設計與實務教學

助理陳雪苑榮獲第一名，巫淑寧老師的中文口語與表達課程之教學助理陳雪苑獲得第二

名，第三名係由林素碧老師的基礎彩妝課程之教學助理何秀萍獲得，獲獎同學將頒發獎

狀及獎品，並獲得推薦參加中區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的優良教學助理選拔。 

職涯發展中心 

一、103 學年度協助各系進動就業輔導/實習輔導之各項政府部門計畫，各計畫執行期程如下，

請相關單位儘快辦理計畫核結作業。 

(一)103 學年度產業學院計畫，本校共獲教育部補肋七案，執行期程 103.8.1～10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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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4.06.12 召開期末報告暨經費執行檢討會議。 

(二)103 學年度技職再造-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計畫，執行期程 103.6.1～104.6.30；104 學年

度實習經費，將由實務增能-學生校外實習計畫，持續推動實習之業務。 

(三)103 學年度就業學程計畫，本校共獲勞動部補助八案，執行期程 103. 8.1～104.7.3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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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3 學年度 UCAN 施測已全面進行，各系所施測人數資料如下，請各系協助進行輔導。 

103 學年度各系所 UCAN 職能施測人數統計表 

學院 系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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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56 59 

行銷管理系 180 31 28 

財務金融系 48 19 21 

資訊管理系 87 29 18 

小計 385 135 126 

文創學

院 

多媒體動畫 172 9 6 

創意商品設計 79 63 67 

美容造型設計 168 46 42 

視覺傳達設計 144 81 114 

 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 47 3 - 

小計 610 202 229 

休閒學

院 

餐飲廚藝系 338 40 46 

應用外語系 43 33 33 

觀光與生態系 69 39 34 

觀光與生態系 346 133 153 

小計 796 245 266 

健康學

院 

帅兒保育系 69 47 16 

生物技術系 39 33 42 

小計 108 80 58 

總計 1899 662 679 

 

圖書館 

一、圖書館紙本總館藏量 103 學年度目標值為 285,000 冊，目前已達 288,209 冊，達成率為

101％，另外電子書 67,555 冊、電子期刊 46,108 種、多媒體 11,156 種，逐月增加中(統計

至 104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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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種，提供教學與研究使用，103 學年度累計使用次數達到 35,025 次(統計至 104 年 05 月

30 日止)。 

三、103 學年度累計進館人次為 108,322 人次(目標達成率：108％)，累計借閱冊數為 97,340

冊(目標達成率：88％)，累計借閱人次為 33,988 人次(目標達成率：85％)(統計至 104 年 5

月 30 日止)。 

四、103 學年度圖書館推廣活動暨導覽目標值為 180 場次，目前已達 159 場次(目標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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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參與人數目標值 9,000 人次，目前已達 8,475 人次(目標達成率：94％)(統計至 104

年 5 月 30 日止)。 

五、104 年 4 月 16 及 5 月 13 日國家圖書館來文，本校碩博士論文紙本及電子全文送存率皆

達 100％績效卓著，請各單位持續協助並鼓勵研究生授權全文開放。 

 

資訊中心 

一、系統建置與維護 

1. 完成校園社群帄台SSL憑證申請與安裝作業。 

2. 合庫超商代收銷帳程式完成測詴準備上線作業。 

3. 新增依課名查詢開課功能。 

4. 即時分析-生源入學管道分析製作中。 

5. 即時分析-休退原因分析製作中。 

6. 系統修改-自訂報表入學管道新增。 

7. 安裝兩部虛擬伺服器，測詴翻轉教室軟體環境。 

二、諮詢與服務 

1. 處理公文主機電源供應器故障更換作業。 

2. 協助保管組修改報表過濾出湖山校區之財產。 

3. 協助教育推廣中心即測即評考場檢查作業以及申請考場變更。 

4. 協助處理公共事務中心黃于恬老師電腦螢幕顯示問題。 

5. 協助處理DCB02資訊講台及投影機問題。 

6. 104-1科目大綱、多元學習配當編輯教育訓練協助。 

7. 回答學生於Facebook詢問缺曠查詢方法。 

8. 104年6月10日起至6月15日止辦理「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認證考詴，共有343

位考生報名，154位通過檢測，通過率為44.90%。 

9. 104年6月25日將辦理「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認證考詴，共有72位考生報名。 

10.「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認證考詴，104年2月1日起截至104年6月15日為止共有

391位通過檢測，資訊素養授課教師輔導通過人數如下表： 

資訊素養 

教師姓名 

前次 本次 小計 
累計通

過人數 

報考人次 

(含重考) 
通過人數 

報考人次 

(含重考) 
通過人數 

報考人次 

(含重考) 

累計 

通過人數 
104 年 

王志星 170 119 55 13 225 132 132 

陳建宏 38 9 40 15 78 24 24 

彭英欽 128 50 80 35 208 85 85 

黃忠勛 41 26 15 5 56 31 31 

曾盟鈞 50 16 34 22 84 38 38 

孫瑞陽 -- -- 101 56 101 56 56 

其他 4 -- 4 4 8 4 4 

資訊中心 29 17 14 4 43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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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 

教師姓名 

前次 本次 小計 
累計通

過人數 

報考人次 

(含重考) 
通過人數 

報考人次 

(含重考) 
通過人數 

報考人次 

(含重考) 

累計 

通過人數 
104 年 

總計 460 237 343 154 803 391 391 

三、會議召開與文件製作 

1. 更新ISMS資產清冊與風險評估表內容。 

四、網站更新與建置 

1. 完成各單位申請更新及異動學校網頁服務。 

2. 104 年 5 月單位網站檢測會辦單發出 4 份，回收 3 份，尚未繳回單位為「觀光與生態

旅遊系(含環境資源管理碩士班)」。 

3. 進行 104 年 5 月單位網站檢測經檢測暨抽檢結果均無「中度以上」，故無需複測。 

4. 進行 10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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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6月 秘書處(含所屬二級單位) 通過 更新完成 固定檢測 

104年6月 財務金融系 低度 
部分網頁內容連結

失效或錯誤資訊 
固定檢測 

104年6月 休閒學院 低度 
部分網頁內容連結

失效或錯誤資訊 
固定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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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討論事項(90 分鐘)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4 日臺教技(四)第 1030150514A 號函辦理。 

二、針對學生成績未達標準退學之相關規定，因涉學生學習品質管控，故新增並修正條

文項次條款。 

三、本案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第 3 次主管會議(104.5.14)討論通過。 

四、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一，p.11~18。 

決  議：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課程訂定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一、依據目前實施現況及 104 入學調整學分配置修正。 

二、本案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第 3 次主管會議(104.5.14)討論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二，p.19~21。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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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排課作業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一、依據 104.03.27 財務風險專案改善課程大班級超鐘點之管控評估簽呈校長決行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第 3 次主管會議(104.5.14)討論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三，p.22~25。 

決  議： 

案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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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一、為使申請獎助之教師能清楚了解要點規範，並明訂申請條件，以符合審查原則，辦

理相關修正及增列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四，p.26~29。 

決  議：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選送「學海築夢」學生赴國外實習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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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 月 14 日臺教文(三)字 1040004987 號函辦理。 

二、針對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三項、第六點第三項、第七點、第八點第

一項、第八點第四項作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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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修訂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五，p.30~37。 

決  議： 

案由六：「環球科技大學學生『資訊應用能力(TWIT)』畢業資格檢定暨實施要點」修正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明： 

一、增列高關懷學生，申請以其他適當之評量方式或免適用本要點。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六，p.38~42。 

決  議：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素養課程授課教師資格認定細則(草案)」新訂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本案經健康學院第 5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104 年 06 月 18 日)討論通過。 

二、依據 103 年 07 月 24 日資訊中心 102 學年度第 12 次中心事務會議通過，會議記錄及

「資訊素養課程授課教師資格認定細則」。 

三、103 年 08 月 28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四、「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素養課程授課教師資格認定細則(草案)」新訂案，相關資料詳

如附件七，p.43。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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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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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本案經健康學院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104 年 03 月 26 日)討論通過。 

二、依據 104 年 02 月 24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三、修正本辦法中有關身心障礙學生英語畢業門檻、英檢輔導課程名稱、辦法文字內容、

外語畢業門檻等級提升為 A2 級、條文序號等內容。 

四、新增本辦法中有效英語檢定期限、畢業門檻審核手續與時程、大一與大二之抵免標

準、重修生不得申請抵免、學生於參加英語畢業門檻輔導課程前，頇至少參加一次

正式英檢考詴等之規定，相關資料詳如附件八，p.44~50。 

決  議：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免修作業要點(草案)」新訂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本案經健康學院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104 年 03 月 26 日)討論通過。 

二、104 年 2 月 24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三、依據103年12月18日教育部103年中區大專校院軍訓主管全民國防教育教學研習，

有關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之學分抵免或免修，請各校得依據實務需求自訂相關免

修規定。 

四、本校過往免修軍訓課程係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免修軍訓課程作業要

點」辦理，未另訂定相關作業要點，惟教育部表示「軍訓課程」不等同「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為避免法規適用爭議，建議各校另行訂定。 

五、原軍訓課程名稱配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訓練期間實施辦法」，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其權利義務

本質並未改變，故提請參照教育部 102 年 8 月 7 日「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免修軍

訓課程作業要點」，訂定本校「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免修作業要點」為據，相

關條文詳如附件九，p.51~53。 

決  議： 

案由十：「環球科技大學文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文創學院) 

說  明： 

一、本案經文創學院第 9 次院務會議(104 年 6 月 3 日)討論通過。 

二、因應組織規程調整，並配合目前業務執行狀況作修正。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詳如附件十，p.54~56。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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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一：文創學院各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審訂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文創學院各系) 

說明： 

一、本案因應各系科中長程目標暨本位課程核心能力而修訂，並依程序業經文創學院各

系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業經 104.5.06 第 5 次院課程委員會、104.6.16 第 1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一。 

四、多媒體動畫設計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一。 

五、美容造型設計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一。 

六、創意商品設計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一。 

七、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一。 

決  議： 

案由十二：休閒學院各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審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休閒學院) 

說  明：  

一、依據「環球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修訂本位課程行政工作時程規劃表」，討論修訂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規劃。 

二、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表如附件十二。 

三、依據「環球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修訂本位課程行政工作時程規劃表」，討論修訂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規劃。 

四、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表如附件十二。 

五、依據「環球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修訂本位課程行政工作時程規劃表」，討論修訂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規劃。 

六、餐飲廚藝系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表如附件十二。 

七、依據「環球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修訂本位課程行政工作時程規劃表」，討論修訂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規劃。 

八、應用外語系 104 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表如附件十二。 

決  議： 

案由十三：管理學院各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審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各系) 

說  明：  

一、本案因應各系科中長程目標暨本位課程核心能力而修訂，並依程序業經管  理學院

各系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業經第 1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104.06.16.)審議通過。 

三、企業管理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三。 

四、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三。 

五、行銷管理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三。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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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四：健康學院各系「日間部全學年課程表(104 年度入學適用)」修訂及新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本案依程序經各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業經 104.04.27 第 5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通識教育中心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四。 

四、運動保健及防護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四。 

五、生物技術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四。 

六、帅兒保育系日間部四技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詳如附件十四。 

決  議： 

案由十五：「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全學年課程表（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修訂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為培育具跨領域整合創意產業與公共事務管理人才，落實學生對公共事務管理議題

之專業知識，以及具備和當地地方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地方社區知識交流與

相互合作之實務能力，修訂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全學年課程。 

二、依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104 年 3 月 27 日所課程委員會議、同日所務會議及 4 月 22

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之決議辦理。 

三、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及 104 全學年課程表，詳如附十五。 

決  議： 

案由十六：財務金融系「大學四年制全學年課程表（101 及 102 學年度入學適用）」修正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財務金融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4.01.21)、第 5 次系務會議(104.01.21)、第 2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104.04.22)暨第 1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104.06.16.)審議通過。 

二、依據 103.2.10 DFIN-A-2014-0002 號簽呈辦理(S1030002008)，以利學業優秀同學申請

提早畢業，將 101學年入學適用之全學年課程表，四下的必修課程(含財務業界實習，

1 學分; 金融業界實習，1 學分; 財金專業倫理與職場體驗，1 學分;專業證照檢定，0

學分)調整至四上，四上的選修課程(企業評價，1 學分)調整至四下，以及 102 學年

入學適用之全學年課程表，四下的必修課程(含財務業界實習，1 學分; 金融業界實

習，1 學分; 財金專業倫理與職場體驗，1 學分;專業證照檢定，0 學分)調整至四上，

四上的選修課程(中小企業租稅規劃(二)，1 學分) 調整至四下。 

三、財務金融系 101 與 102 全學年課程表及課程修訂對照表，詳如附件十六。 

決  議： 

案由十七：創意公共傳播系「日間部全學年課程表(103 年度入學適用)」修訂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文創學院) 

說  明：  

一、為聚焦於公共傳播人才培育之系教育目標修訂，依程序經各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 

二、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全學年課程表及學分配當表，詳如附件十七。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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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八：帅兒保育系 102、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日間部大學四年制課程科目表」修訂乙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帅兒保育系 102、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日間部大學四年制課程科目表」修訂業已於

104 年 4 月 27 日經健康學院 103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因應本校推動多元化實習政策，帅兒保育系需調整「日間部大學四年制課程科目表」

（102、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四年級實務專題(一)原三下調整為四上、實務專題(二)

原四上調整為四下、新增多元產業實習。 

三、帅兒保育系 102、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日間部大學四年制課程科目表」修正之課程

科目表、課程修訂對照表，詳如附件十八。 

決   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