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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3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09 時 00 分 

地    點：嘉東校區 MA508 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益興校長、林三立副校長、吳俊彥副校長、王佩文代理主秘、吳

豐帥教務長、胥嘉芳學務長、林信州總務長、陳昱丞研發長、林維

新主任、鍾錦文主任、葉燉烟院長、林明芳院長、蔡長鈞院長、張

宏榮老師、游宗新老師、蔡志英老師、陳泰安老師、郭木炎老師、

陳建宏老師、許淑婷老師、林泳瀠老師、蔡佳惠老師、詹芬樺老師、

劉昇雯老師、呂宜臻老師、韋明淑老師、何凱維主任、林致豫同學、

鍾家浚同學、馮凱琳同學(30 位) 

請假人員：陳盈霓國際長、許慧珍院長、沈健華老師、吳建明老師、許純碩老

師、吳宜真老師、劉禧賢老師、曾雅秀老師、簡佩筠同學(9 位) 

缺席人員：廖義宏老師(1 位) 

列席人員：曾常豪處長、吳朝森主任、吳清豐主任、張李曉娟主任、曾惠珠副

教務長、劉政龍副學務長、林慧文副總務長、詹慧純副圖資長、劉

懷幃秘書 

主    席：陳益興 校長                紀錄：彭英欽老師 

 

壹、 主席致詞 

1.雲林不落 13 瘋樂活自行車活動，自從去年開始在本校辦理，今年為第二

次辦理，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表達未來仍會持續辦理下去，因此今年 11

月 20 日的活動請各單位多多幫忙，讓活動圓滿成功。 

2.看到籃球隊傍晚在球場辛勤的練習，非常的感動，為慰勞本校籃球校隊

及棒球校隊，將與本校校隊餐敘並致送營養品給球員。 

3.自我評鑑工作，雖比較晚啟動，但已漸漸趕上進度，聘請委員、各項法

規之完備及各項準備工作，都有所進展。 

4.畢業班的團拍活動，看到來拍照的每個學生都笑容可掬，展現學生活潑

快樂的一面，未來應該要讓全部應屆畢業生都可以來拍畢業團體照，而

非有繳費者才能拍。 

5.近期辦理的各項活動，其中幼保系的心願樹活動，是一個傳承愛心的活

動，管理學院、幼保系的研討會、設計學院的 2017 台灣燈會推動活動，

都非常積極地辦理。 

6.校園內學生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特別是實習場所的安全管理措施，創設

系同學的事件，教育部將於本周進行勞動安全調查訪視，未來要特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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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實習場所的安全管制。另外學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也是需要，特別

是近期發生車禍的兩個事件都為同一系所，請承辦單位務必針對此一系

所做好交通安全宣導。 

7.校園內的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的防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教職同

仁應該特別注意遵守此一界線規範，避免踰越。 

8.產學專班的推動、與廠商及高中職的接洽應更積極推動，因此請相關單

位對於下學年的產學專班如何推動及招生請更積極規劃，以利開展招生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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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決算案」。 

已於第八屆董事會 105 學年度第一

次董事會議(105.11.03)照案通過，依

程序報教育部備查。 

會計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附設私立實習幼兒

園 104 學年度（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

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決算案」。 

已於第八屆董事會 105 學年度第一

次董事會議(105.11.03)照案通過，依

程序報教育部備查。 

附設實習幼

兒園 

三 
「環球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總量管

制作業招生名額分配」乙案。 

追認通過。教育部已於 105.10.14 來

函(文號：臺教技(一)字第1050141550

號)核定招生名額。 

招生策進中

心 

四 
「環球科技大學教務處設置辦法」修

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5.11.04 經校長核

定後實施。 
教務處 

五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設置辦

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4 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學務處 

六 
「環球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

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1 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研發處 

七 
「環球科技大學秘書處設置辦法」修

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0 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秘書處 

八 
「環球科技大學大學發展處設置辦

法」廢止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5.11.04 經校長核

定後廢止。 

招生策進中

心 

九 
「環球科技大學招生策進中心設置

辦法(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04 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招生策進中

心 

十 
「環球科技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室設

置辦法(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01 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校務研究發

展室 

十一 
「環球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修正

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1 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校務研究發

展室 

十二 
「環球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1 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校務研究發

展室 

十三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

辦法」修正案。 

退回重議。針對特色課程定義明確，

並依委員意見修正後於下次會議提

出審議。 

通識教育中

心 

十四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4 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通識教育中

心 



 存誠、務實、創意、樂活 

 

3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十五 

「環球科技大學專業或技術科目教

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採認作業要點

(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5.11.10 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人事室 

十六 
因應組織規程修正，各項相關辦法修

正乙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5.11.04 經校長核

定後實施。 
秘書處 

十七 
「106學年度學生繳費單收取代辦費

及使用費金額」乙案。 

照案通過。依會議決議之金額收取。 

學生會費繳費單印製方式已由學生

會發文至學校，表達請學校代辦收取

學生會費之請求。 

會計室 

決定：修正後洽悉。 

參、 工作報告(略)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企業管理系申請 107 學年度增設『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

博士班』乙案。(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 105-109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策略目標 D3、強化

經研能量，落實南向政策」之行動方案 D3-2 辦理。 

二、 本案業經校內外專家群意見提供、企業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學院院

務會議及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 『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博士班』申請計畫書請參閱現場

附件資料，107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更名、分組)特殊項目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摘要表如附件一，p.3。 

擬  辦：經校務會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報部事宜。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依與會委員之意見，修正計畫書後，依程序辦理報部

申請事宜。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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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更名、分組)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環球科技大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涉醫事及師資培相關系所 

□學士班、□碩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博士班 

英文名稱：Doctorate Program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全英語授課 

曾申請之學年度：□106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企業管理博士(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屬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學類）3403企業管理學類  

所屬院系所或校

內現有相關學門

之系所學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105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系 企業管理系 81 531 62 0 593 

       

國內設有本學系

博(碩)士班相關

系所學位學程學

校 

例：1.國立○○大學○○學系 

    2.私立○○大學○○研究所 

無 

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 

招生名額來源及

擬招生名額 

※（請明確告知，本案招生名額係由何系所調整而來，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擬由本校觀光學院觀光與生態旅遊系招生名額統籌調整而來；博士班擬招生名額

為 3 名(畢業後將由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晉用)。 

公開校內既有系

所畢業生就業情

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域、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

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本校資訊公開專區: http://mail.twu.edu.tw/~tuition/e_002.php 

教育部公開資訊平台: https://udb.moe.edu.tw/Form/Rpt/Student_19_2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企業管理系 姓名 張宏榮 

電話 05-5370988 轉 4200 傳真 05-5370989 

Email dogpigtiger@tw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
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
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
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