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科技大學第 2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地

間： 103 年 1 月 15 日(三)，上午 10：00 ~ 11：00
點：存誠樓 MA508 會議室

應到人員：吳豐帥教務長、劉金維研發長、許淑婷館長、詹慧純組長、劉文良院
長、江俊賢主任、陳亮智老師、張宏榮主任、廖義宏主任、黃江川老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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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菱松主任、任彥懷副主任、高哲翰主任、陳聰
獻主任、張雅惠小姐、莊雨璇小姐。
教師代表：黃江川老師、郭良印老師。
學生代表：莊建德同學。
列席人員：王雪芳組長、曾惠珠主任、郭文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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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環球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案

「環球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
則」修正案
「環球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授予
三
學位名稱」報部案
「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反應調查
四
實施辦法」修正案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
五
辦法」修正案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修課
六
原則」修正案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各系
七
畢業門檻」審訂案
「環球科技大學文創學院各系
八
畢業門檻」審訂案
「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院各系
九
畢業門檻」審訂案
「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各系
十
畢業門檻」審訂案
臨時 「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暨「公
一
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整併申請案
前次會議召開日期：102 年 12 月 25 日。
二

辦理情形
修正後通過；已提送案由至校務會議
討論。
照案通過；已提送案由至校務會議討
論。
照案通過；已於 103.01.13.上簽報部備
查。
照案通過；已於 103.01.13.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照案通過；已於 103.01.08.上簽報部備
查。
照案通過；已於 103.01.09.簽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管理學院各系已修正內容，並提送本
次會議再討論。
修正後通過；請文創學院各系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後通過；請休閒學院各系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後通過；請健康學院各系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照案通過；經審議委員會決議，內容
須再修正，已提送本次會議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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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
管理學院
文創學院
休閒學院
健康學院
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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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4人(不含短期交換生24
人)、二技58人、二專77人(不含海外專班168人)，共計4,014人(統計至103/0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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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經 103/01/08 轉系科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
共核准通過 23 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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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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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課程初選已於 103/01/02(四)辦理完成。
教學資源中心
一、為避免學期中舉辦之各項研習活動時間與教師授課時間衝突，教學資源中心規劃未來辦理
之教師專業研習活動，將儘量安排於「開學前的教學準備週」與「學期結束後一週」辦理，
以利教師同仁皆能參與。
職涯發展中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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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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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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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91冊，達成率為96％，
另外電子書65,997冊、電子期刊40,081 種、多媒體10,737種(統計至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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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種，
提供教學與研究使用，102學年度使用次數達到19,626次(統計至102年12月31日止)。
三、102學年度累計進館人次為54,503人次(目標達成率：55％)，累計借閱冊數為48,729冊(目標
達成率：44％)，累計借閱人次為20,422人次(目標達成率：51％)(統計至102年12月31日止)。
四、102學年度共進行圖書館推廣活動暨導覽76場次(目標達成率：42％)，參與人數達5,728人次
(目標達成率：64％)(統計至102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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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與「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整併計畫書修正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文創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進行系所整併規劃，預訂 104 學年度起實施。
二、經審議委員會建議將前次會議規劃案修正為：
「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與「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整併為「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暨公共事務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
三、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102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103.01.10)通過。
四、修正後之整併計畫書及配套措施說明表詳如附件一。
決 議：依據教育部「系、所、學位學程名稱之體例與原則」修正整併後名稱為「創意公共傳
播設計系公共事務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修正後通過；整併計畫書及配套措施說明表詳
如會議紀錄附件一，請文創學院提送至校務會議討論後，再依程序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案由二：104 學年度「運動防護保健系」新系設立申請規劃書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
康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招生事務中心 104 學年度新系申請設立作業規劃辦理。
二、本案業經健康學院 102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103.01.08)通過。
三、「運動防護保健系」規劃書詳如附件二。
決 議：
一、修正系名為「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二、請依正式報部表件調整規劃書格式並補充對應高職生源之招生方式。
三、請再依外審委員意見作後續修正事宜。
四、修正後通過；規劃書詳如會議紀錄附件二，請健康學院提送至校務會議討論後，再依
程序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案由三：104 學年度「財務金融系」停招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依據 103 年 1 月 8 日招生事務中心會議，討論 104 學年度院所系增設、調整及停招審
議案，決議財務金融系將與企業管理系進行整併或停招。
二、本案經財務金融系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103.01.09)及企業管理系 102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02.01.09)討論，因應系所未來評鑑方向，建議採停招方案辦理。
三、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102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103.01.10)通過，建議採停招方式辦理。
四、財務金融系停招規劃配套措施說明表詳如附件三(p.5~p.7)。
決 議：修正後通過；停招規劃配套措施說明表詳如會議紀錄附件三，請管理學院提送至校務
會議討論後，再依程序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案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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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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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四、企業管理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四-1。
五、資訊管理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四-2。
六、行銷管理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四-3。
七、財務金融系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四-4。
八、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畢業門檻計畫書詳如附件四-5。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四-1、四-2、四-3、四-4、四-5，請管理學院各
系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五：「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教務會議審議各項法規」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
說 明：
一、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調整作修正。
二、彙整審議程序須經教務會議審議之法規，其內容僅因組織名稱變更、職務名稱變
動、法規末條標點符號修正者，本次參考秘書室之作法，採包裹式修正之。
三、「因應組織規程修正各項法規修訂一覽表」詳如附件五(p.8~p.12)。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修正各項法規詳如會議紀錄附件五，會議紀錄奉核通過後，請各單位
逕行修正並上網公告。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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