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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7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10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 

地    點：存誠樓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林三立副校長、郭淑芳主任秘書、吳豐帥教務長(張佩湘組長代理)、

胥嘉芳學務長、林信州總務長、劉文良研發長、張清為副國際長

(簡敏芳組長代理)、許淑婷圖資長、游宗新主任、林維新主任、鍾

錦文主任、鍾雅儷主任、何凱維副學務長、詹慧純副圖資長、陳冠

中副處長、葉燉烟院長、林明芳院長、蔡長鈞院長、盧盈光主任、

張李曉娟主任、劉昇雯主任、王憲斌所長、吳俊賢主任、劉懷幃主

任、陳昱丞主任、黃明正主任、林泳瀠主任、李昭華主任、吳世卿

主任、丁一倫主任、劉禧賢主任、呂宜臻主任、張美鈴主任、蔡佳

芳主任、陳昶旭主任(蔡佳惠老師代理)、陳建宏主任、王佩文執行

長(蔡銘祝副執行長代理)、李建宏執行長、杜健忠秘書 

請假人員：曾惠珠副教務長、林慧文副總務長、許慧珍院長 

列席人員：蔡宏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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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主席致詞 

1.近期活動接踵而至，從各項活動籌備的零零總總，都是全校教職員工生

的努力，而這一股揚升的氣勢，可以讓學校更好。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案由執行情形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導師制

實施辦法」乙案。 
已於 106.10.13 簽請校長核定中。 學務處 

二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

額管理辦法」乙案。 
已於 106.10.16 簽請校長核定中。 人事室 

三 
通過「環球科技大學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實施辦法」乙案。 
已於 106.10.03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人事室 

四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教育部

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

法」乙案。 

已於 106.10.16 簽請校長核定中。 
校務研究

發展室 

五 
通過「環球科技大學財產管理作業

辦法」乙案。 
已於 106.10.03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總務處 

六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校園傳

染病防治應變要點(草案)」訂定案。 
已於 106.10.16 簽請校長核定中。 學務處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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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請會計室鍾主任邀集各系所、全

教處等相關單位，提出符應成本

效益各單位之學生人數。 

已於 10 月 6 日製表交付給校長，做為各

單位招生績效的參考。 
會計室 

二 

近期教師之學術論文產量明顯滑

落，請林副校長召集學術單位，

研擬論文發表增量之改善作為，

於主管會報中提出報告。 

將先訪談幾位有學術論文發表量能老師

們的意見，彙整後再邀集相關單位主管

同仁研擬有效激勵措施，藉以改善現

況；預定於 11 月中旬提報主管會報。 

校務研究

發展室 

三 

請校發室於年底校務評鑑完後，

積極完成 101~103 學年度三個學

年度的校務發展計畫成果彙編。 

本校 104 學年度成果彙編甫於 9 月付

梓，隨即發布訊息請各單位撰寫 105 學

年度成果彙編，並於 10 月 25 日前擲交

校發室彙整，預定於 11 月底彙整完成，

並經校長核定後送印。因此，建議 101-

103 學年度的成果彙編作業自 105 學年

度成果彙編完成後開始執行。 

校務研究

發展室 

四 

106 學年度校務類評鑑工作請沈

執行長全權妥為安排各項評鑑細

節，務求校務類評鑑通過。 

1.目前評鑑準備工作在校長親自主持下

已於 10/13(五)完成評鑑報告逐項審查

作業，現階段將再進行資料補充、圖

表修飾，及內文編排作業。 

2.預定於 11/2(四)前依台評會規定繳交相

關表冊。之後，將進行校內環境布置

檢核、評鑑佐證資料檢核及評鑑流程

預演與評鑑手冊編印等作業。在各單

位同心協力之下，期能順利通過校務

類評鑑。 

校務研究

發展室 

決定：洽悉。 

參、工作報告 

 2017 六協盃亞洲青年刀工藝術大賽籌備報告 

一、比賽活動重點詳如附件二。計劃書另附。 

二、活動新聞稿的批示如下： 

1.暫緩發布 

2.11 月初研擬新聞行銷步驟。 

3.要搭配人事物，要有故事性才是好新聞。 

4.本案有幾個軸心(新聞梗) 

(1)刀王之王、(2)研討會、(3)世界廚師協會及其重要人物、(4)六協

興業、(5)世界唯一、台灣第一、(6)技優入學與本競賽、(7)本校董事

長的奔走、廚藝系(8)最好的焦點 -- 總統蒞臨、(9)大家想想 

5.這是下個月的重大活動，請大家好好努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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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1.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逾期未註冊名單，出納組已將資料 E-mail 給各系，

請各系及導師進行關懷輔導，註冊組預計將於第五週以限時專送寄出

催繳函通知家長。 

2. 預訂自 11 月 6 日起開始進行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排課相關作業，請

各系就選修課程預先調查修課意願及多元選修課程開課需求。 

3. 「106 年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已依教育部來文修正經費項目表

填寫內容，於 10月 6日修正後函報教育部。 

4. 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申請期程自 106年 12月 15日起

至 107年 1月 2日止。 

 學務處 

1. 教育部 106 年補助本校生活助學金(120 萬 273 元整)各單位分配暨執行概

況(如附表)，因該補助款須於會計年度結束前完成結報(12 月中旬)，請相

關單位盡速安排學生執行服務負擔，執行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

的之活動，俾利經費核銷事宜。 

106 年教育部補助本校生活助學金(獎助金)各單位執行概況 

單位 項目 分配金額 已核銷金額 餘款 

人事室 人事室 66,000 18,000 48,000 

圖書資訊處-圖書館 圖書館流通管理 300,000 12,000 288,000 

圖書資訊處-資訊中心 電腦教室管理維護 120,000 42,000 78,000 

終身教育處 夜間交通服務隊 34,000 12,000 22,000 

進修院校 假日清潔與交通服務 42,000 12,000 30,000 

學務處 日間部交通巡邏隊 24,000 24,000 0 

學務處 宿舍幹部 240,000 90,000 150,000 

學務處 勞作教育 270,273 234,000 36,273 

學務處 重量訓練室 56,000 0 56,000 

總務處 水電修繕及巡檢 48,000 24,000 24,000 

總  計 1,200,273 468,000 732,273 

2. 全校性一年級新生『你有 Freestyle 嗎？』創意歌曲比賽，訂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三)舉辦，時間 15:00~17:30，地點為創意樓中庭，敬邀師長蒞臨

指導。 

3. 本學期『新生樂活體育競賽』訂於 106年 10月 30日(一)至 11月 3日(四)

假本校運動場舉辦，競賽的內容有 100 公尺、200 公尺、異程接力、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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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比賽、兩人三腳趣味競賽，敬邀師長蒞臨為新生加油。 

4. 截至 10 月 13 日校安管制案件 1 件(車禍自摔、右手骨折)，並已於 10 月

13日出院。 

5. 加強菸害編組查察，於 9 月 25 日-10 月 6 日兩週，共取締違規抽菸 16 件，

受規勸學生需於期限內至衛保組報到，進行戒菸輔導教育。 

6. 依據本校「學生休退學預警暨輔導作業要點」請各班導師盡速完成各班

學生休退學風險預警評估，相關風險預警評估作業請各班導師登錄於

「導師輔導管理系統-休退學風險預警紀錄」中，學務處將於本週於資訊

系統查閱導師評估完成之學生休退學風險結果，並造冊提送各學院院長

核備。 

7.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106 年度大專校院招收及輔

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於 106 年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10 日將以分

系座談會議方式，於各系辦理身心障礙暨個案輔導座談，以個案討論方

式擬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敬邀各系主任、導師共同

參與以瞭解系上身心障礙學生及高關懷學生之學習、生活適應情形，提

供適性資源。 

8. 105學年度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會議業已於 106年 9月 21日及 10月 6日

辦理完畢，經委員會審議相關佐證資料討論後，105 學年度優良導師由

行銷管理系劉昇雯老師、觀光與餐飲旅館系詹芬樺老師、餐飲廚藝系郭

木炎老師、運動保健與防護系蔡佳惠老師、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巫淑寧老

師、全民教育處陳銘村老師、趙瑞麟老師及林顯富老師獲選，獲選之優

良導師並已於 106年 10月 14日校慶典禮公開表揚。 

9. 提醒尚未動支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輔工作經費活動之承辦單位，敬請

承辦同仁盡早辦理活動，建議於辦理活動二週前動支，並於 106 年 12 月

15日前核銷完畢，感謝各單位的配合。 

(1)10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各單位活動尚未辦理動支如下： 

學輔 

編號 
工作項目 補助款 

學校 

配合款 
合計 

參加人數 

/場次 
承辦單位 

5 
終身教育處新生創新表演暨競賽

建構團結和諧核心價值 
58,500 27,500 86,000 500 人次 

全教處-學

務組 

6 校園資安與智財權大使選拔賽 10,000 10,000 20,000 100 人次 

電子競技

社、資電

系系學會 

19 真人圖書館─生命教育篇 14,000 6,000 20,000 
120 人次/

三場次 
圖資處 

21 辦理觀光產業性別平等宣導講座 10,000 5,000 15,000 
200 人次/

二場次 

觀光學

院、觀餐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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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 

編號 
工作項目 補助款 

學校 

配合款 
合計 

參加人數 

/場次 
承辦單位 

31 學生聯誼會幹部研習營 27,500 24,500 52,000 50 人 進修院校 

32 班級幹部研習營 31,000 24,000 55,000 51 人 進修院校 

35 閱讀大師閱讀經典 9,500 10,500 20,000 300 人次 
愛閱團/圖

資處 

37 離島人文生態攝影競賽 11,500 18,500 30,000 80 人次 

觀光與生

態旅遊系

系學會 

41 動手玩雷雕體驗活動 5,000 20,000 25,000 80 人 
多動系會/

多動系 

43 餐旅達人競賽 11,000 7,000 18,000 40 人 
觀餐系系

學會 

52 
當代競技活動賽評職涯輔導暨賽

事智財權講座 
11,000 9,000 20,000 150 人次 

電競社、

資電系系

學會 

53 創業計劃書競賽 10,000 10,000 20,000 60 人次 企管系 

58 
終身教育處學生聯誼會幹部研習

營 
45,000 35,000 80,000 90 人 

全教處-學

務組 

59 
終身教育處班級幹部領導知能研

習營 
49,000 37,000 86,000 90 人 

全教處-學

務組 

62 「尊重智慧財產權」海報競賽 15,000 13,000 28,000 120 人次 視傳系 

(2)106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一系一志工」活動尚未辦理動支

如下： 

學輔 

編號 
工作項目 補助款 

學校 

配合款 
合計 參加人數 承辦單位 

65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英語

文化體驗營」活動 
15,000 10,000 25,000 80 人次 

應外系系

學會 

68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愛與

關懷-雲林台大醫院聖誕節佈置

設計」活動 

13,400 6,600 20,000 20 人 
創設系系

學會 

71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大埔

社區資源調查」活動 
10,000 10,000 20,000 80 人次 

觀光系系

學會 

75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古坑

咖啡文化在地情」創意咖啡烘豆

活動 

9,000 9,000 18,000 30 人 
觀餐系系

學會 

76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關懷

弱勢志工營」 
13,000 5,000 18,000 20 人 

企管系系

學會 

77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菸害

防制宣導片製作」設計活動 
11,000 7,000 18,000 40 人 

多動系系

學會 

整發 

13(2)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 16,000 2,000 18,000 40 人 

視傳系系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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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1. 營建工程 

項次 名稱 
目前完成進度 

(106.09.30) 

預估 

完成日期 

完成 

日期 

1 

「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興建工程 

(1) 內牆泥作完成。 

(2) 屋凸內牆及水箱粉光完成。 

(3) 1-3 樓廁所牆壁磁磚凸貼。 

(4) 屋頂鋼骨工程吊裝。 

73.08% 107.03.16  

2. 配合學校節約能源政策，敬請全校教職同仁及同學一起實踐隨手關燈、

關閉不必要電源、適度使用空調設備等環保節能好習慣。105 年 8 月份

及 106年 8月份水電費用比較圖，詳如圖 1及圖 2。 

(1)105年 8月份及 106年 8月份用電情形 

 
圖 1  105年 8月份及 106年 8月份用電費用支出比較圖 

(2)105年 8月份及 106年 8月份用水情形 

 

圖 2  105年 8月份及 106年 8月份用水費用支出比較圖 

 研發處 

1. 106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科技部計畫)截至 106.10.12 止，共計 16 件，



7 

金額 3,405,000 元，各系所詳細統計資料(依達成率排序)如下表所示： 

名次 系科 各系應達目標 實際件數 達成率 
金額統計 

(廠商配合款) 

1 生技系 8 3  38% 452,000  

2 資電系 11 3  27% 540,000  

3 多動系 6 1  17% 72,000  

4 企管系 11.5 1.5  13% 469,500  

5 行銷系 16 2  13% 490,000  

6 應外系 8 1  13% 100,000  

7 幼保系 9 1  11% 60,000  

8 時尚系 10 1  10% 200,000  

9 觀餐系 22 2  9% 883,000  

10 傳播系 7.5 1  7% 138,500  

11 財金系 7 0  0% 0  

12 公管所 6 0  0% 0  

13 視傳系 8 0  0% 0  

14 創設系 7 0  0% 0  

15 觀光系 9 0  0% 0  

16 廚藝系 10 0  0% 0  

17 運保系 6 0  0% 0  

18 通識教育中心 2 0  0% 0  

總達成率 164 16 10% 3,405,000  

註：105 學年度產學合作達成率目標值為 75%。 

2. 107 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由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觀光學

院觀光與生態旅遊系、設計學院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及健康學院運動

保健及防護系負責撰寫，共計申請四案，於 11/27(一)下午 5 點前以線

上方式上傳計畫案。 

3. 創業輔導課程已於 9/25 開始每兩週安排 1 位創業輔導老師進行輔導，

並將課程表貼至圓夢空間(MB407)及網頁公告。 

4. 已於 9.20(三)下午辦理教學研討會，並進行 UCAN 系統操作說明，並

將於期中考過後，安排 3 場職涯駐診活動，協助學生了解其職涯發展

及規劃。 

5. 106 學年開始進行 104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滿一年、102 學年度畢業生

畢業後滿三年、100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滿五年調查，已協請當年度畢

業班級導師協助追蹤。網址：http://140.130.151.41/new/index.php 此份

調查資料，將作為各系推動教學品保機制及課程修訂之參考依據。各

系所畢業生問卷回收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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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100 學年度畢業 

滿五年 

102 學年度畢業 

滿三年 

104 學年度畢業 

滿一年 

管理

學院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100.00% 100.00% 

企業管理系(含中企所) 43.08% 20.55% 50.87% 

行銷管理系 35.05% 46.47% 69.78% 

財務金融系 83.72% 100.00% 90.91% 

資訊管理系 26.04% 27.69% 38.95% 

電子商務系/商務科技管理系 13.64% 50.00% 50.00% 

會計系 0.00% － － 

設計

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公關事務設計系 3.13% 11.90% 18.42% 

美容造型設計 11.76% 4.26% 27.27% 

創意商品設計/商品設計系 0.00% 35.29% 3.70% 

視覺傳達設計 11.81% 9.57% 20.51% 

觀光

學院 

餐飲廚藝 － － 19.51% 

應用外語 15.79% 0.00% 0.00% 

觀光與生態旅遊/環境資源管理系

(所) 
0.00% 20.00% 44.07%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31.09% 19.09% 31.73% 

健康

學院 

幼兒保育系 8.13% 0.91% 19.71% 

生物技術系 9.09% 27.27% 50.00% 

總計 23.92% 22.10% 40.35% 

6. 本中心於 106年 9月 14日在存誠樓 MA505會議室召開 106年度第 1次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會議中評選出 7 位校友獲選為

本校 106 年度第六屆傑出校友，其名單為：學術與技藝類(1 人)-黃愛珍；

產業菁英類(4 人)-李首清、林子菁、郭蕙美、陳勉華；社會服務類(2

人)-黃仁、吳耀清。 

7. 本中心於 106年 9月底，在今年中秋佳節前夕分別致贈本校衍生企業生

產之中秋月餅禮盒給各縣市校友會理事長、雲林縣二十鄉鎮校友顧問、

雲林縣議員校友及鄉鎮長校友等 36 位重要校友，透過佳節送禮與重要

校友互動，可讓校友了解母校的辦學現況及增進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10 月 2 日由國際學友會主辦、國際處協辦之「2017 奔向烤肉月」中秋

晚會活動已順利辦理完畢，參與學生包含國際生、海青生、大陸短修

生，共計約 230人。 

2. 10 月 2 日已函報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海青班學生報到、退訓通報表，

報到及退訓學生人數如下表： 



9 

報到學生人數統計表(科別分) 

序號 
                班級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合計 

1 時尚造型設計科 30 37 67 

2 多媒體整合設計科 - 48 48 

3 數位媒體設計科 26 - 26 

合計 56 85 141 

 

退訓學生人數(科別分) 

序號 
                班級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合計 

1 時尚造型設計科 2 - 2 

2 多媒體整合設計科 - - - 

3 數位媒體設計科 2 - 2 

合計 4 - 4 

3. 10 月 6 日函報本校符合僑委會補助在學清寒僑生健保費名冊，本校符

合資料者共計 3位。 

4. 僑生(含海青生)計有 153 名參加 10 月 9 日於台中舉辦的「2017 一起更

好全民狂歡夜」國慶晚會活動。 

5. 預計於 10月 16日函報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 

6. 預計於 10月 23日函報僑委會請款第 35期及第 36期海青班學費。 

7. 本校已於 9 月 26 日進行「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第五次討論會

議」，會中討論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招生權責單位及招生完

成期限、收費、學生實習期間輔導與管理、學生校外實習方式等相關

事宜。「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執行情形如下： 

序號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核定名額 執行情形 

1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計

畫創新創業管理國際學生產

學合作專班 B班 

企業 

管理系 
40 

1. 目前已收到 66 位學生個資，將

於召開入學審查會議後，核發

入學通知書。 

2. 本處已於 9 月 26 日召開「新南

向國際產學專-第五次籌備會

議」，會中決議開學日期訂為

10 月 23 日。 

3. 校長於 9 月 26 日率相關主管至

兩家產學合作廠商實地評估與

討論合作事宜。 

2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計

畫產銷管理國際學生產學合

作專班 A班 

行銷 

管理系 
40 

3 
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 

農業栽培與加工技術訓練班 

生物 

技術系 
25 基於成效考量，決定不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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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待參訪團及招生促進活動： 

國內接待 

日期 來訪單位 活動內容 活動性質 

9/28 
雲南民族大學職業 

技術學院 
交流拜會 蒞校參訪 

10/17-18 
馬來西亞臺灣教育 

文化協會 

校長/督學團 

(共 20名)交流拜會 

蒞校參訪 

招生活動 

海外招生促進活動 

日期 活動人員 活動國家/地區 活動內容 

10/10-16 

張宏榮主任 

林泳瀠主任 

簡敏芳組長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黃詠傑同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蕭登良同學 

福州 
海峡两岸教育 

合作十年成就展 

10/11-14 
林三立副校長 

簡敏芳組長 
福州 

第四屆海峽兩岸應用技術

型大學校長論壇 

10/25-26 
許慧珍院長 

張清為副國際長 

香港尖沙咀 

海華基金會 

「107 學年度赴臺升學說明

會(大專校院特色專場)」 

10/26-29 

張清為副國際長 

方宏凱代理組長 

觀餐系陳冠閔同學 

香港 
「2017 年香港臺灣高等教

育展」 

10/29-11/06 

許淑敏董事長 

葉燉烟院長 

胥嘉芳學務長 

簡敏芳組長 

丁信仁老師及 

企管系碩士班 7名學生 

山東 

(山東交通學院) 
學術交流暨參訪 

9. 106 年 10 月 23 日第十屆台魯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研討會由陳益興校長

率領郭淑芳主任秘書、吳豐帥教務長及國際處簡敏芳組長代表參加。 

10. 六盤水師範學院本校大陸地區友好學校，該校預計 10 月下旬蒞校參訪

想瞭解本校行政、教學、學生管理、後勤管理等體系作為本次交流目

的，具體日期及時間尚未確定。 

11. 依據本校「國際新生華語文能力分級檢測作業規範」，進行新生語言

背景調查，辦理華語文能力檢測，進行落點分析，分班上課。 

12. 完成華語班學生加退選作業。 

13. 進行接待家庭師生參與意願調查，完成家庭媒合與公告。 

14. 10 月 6 日辦理本學期國際接待家庭相見歡活動，本次參與接待家庭的

新生共計 58位，共計媒合 38個接待家庭，感謝參與活動的教職同仁。 

15. 安排本校學生擔任華語班學伴，輔導華語生課業，進行會話練習、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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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複習預習、共同完成教師指派之學習任務等。 

16. 辦理中秋節文化課程。 

17. 規劃本學期華語班移地教學課程。 

 圖書資訊處 

1. 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採購之各類資源包括中文圖書 1,198 冊、西

文圖書 170 冊、電子圖書 1,126 冊，已完成驗收、入館，請各師生踴躍

借閱使用。 

2. 本處配合各授課教師之需，並藉以提升教學品質，提供「教師指定參

考書」服務，歡迎各授課教師踴躍提供書目，本處於圖書館二樓，設

有「教師指定參考書區」專架，提供師生參考、閱讀。 

3. 106 年度配合教育部推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本校將於 106 年 12

月 13 日（三），正式接受教育部進行本校個資作為及符法性實地稽核，

請各單位及早因應，並於日常業務執行中，落實個資保護之必要作為。 

4. 配合校務評鑑之需，本處己針對全校網站資訊進行連結有效性查核，

請相關單位依通知儘速完成失效連結修正，本處將於 10 月 27 日再次

公告未完成單位相關資訊。 

 校務研究發展室 

1. 校務研究發展室於 106年 9月 28日(四)辦理 106學年度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第 1次會議，委員建議如下： 

(1) 依據台評會作法，在各受評單位評鑑總評處加 1 欄位，原總評為

「優」與「良」者，認列為通過；原總評為「可」者，認列為有條

件通過；原總評為「劣」者，認列為未通過。 

(2) 自我改善情形將「未完成」併入「持續改善」，並針對內容訂定預

定完成日期以持續追蹤；自下次自我評鑑週期起，將新增改善情形

檢核表格式，另寄送評鑑相關單位。 

2. 106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自我評鑑報告已於 106 年 10 月 5 日至 106 年

10 月 13 日由校長主持，完成分項審查作業，感謝各項目責任撰寫及責

任統整者全程參與之辛勞。 

3. 105-109學年度各單位校務發展計畫(原始版及修訂版)皆已繳交完畢。 

4. 105-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行動方案季管考填報作業原訂繳交期限為

106 年 5 月 31 日，截至 106 年 10 月 16 日(一)尚未繳交單位為觀光學院

(已完成審議，會議紀錄簽核中)、全民教育處；請各控管單位儘快完成

彙整工作，並依程序送交所屬管考小組。 

5. 106 年 10 月 5 日(四)辦理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

與經常門物品規劃作業說明會。 

6. 預定於 106 年 10 月 19 日(四)召開 106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第 4 次專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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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會議。 

 全民教育處 

1. 本處於 106 年 9 月 25 日，完成 106 學年第 1 學期辦理回流教育校外上

課進修專班相關資料送部憑辦。 

2. 本處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完成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新生註冊

入學名單上傳填報。 

3. 辦理原住民獎助學金申，請於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截止。辦理

學生弱勢助學至 106 年 9月 1日至 10月 15日截止。 

4. 106 學年班級幹部訓練研習營預計於 11 月 10 日、11 日，全民教育處於

溪頭舉行之相關前置作業。 

5. 預計於 106 年 10 月 20、21、22、27、28、29 日，全民教育處辦理

2017即測即評及發證保母單一級考試。 

 管理學院 

1. 2017/12/01 舉行 2017 亞洲區域經濟與地方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ICAL2017)，歡迎全校師生參與論壇活動；網路投稿平台已上線

(http://140.130.155.218/index.php/ical2017/2017)，誠請全校師生踴躍投稿。 

2. 2017/10/29-11/03 至山東交通學院(山東省濟南市)進行學術交流暨參訪活

動，本活動計有 12 名人員參與，其中包含師長 5 名及中小企業經營策

略管理碩士班研究生 7名。 

3. 2017/11/11 舉辦「環球人才培育創新計畫- 社會企業的實踐」之校園假

日市集(試辦)，地點預設於本校夫妻樹周邊，歡迎全校師生蒞臨指導與

共襄盛舉。 

4. 2017/09/27 辦理管院師長與境外學生期初暨中秋節聯誼活動，計有師生

40餘人參與；相約期末聯誼再相聚(同學要求院長送紅包喔!) 

5. 2017/10/12 在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全力支援下，完成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

專班招生工作，管院招收行銷管理系 33 名印尼國際生(16 女、17 男)及

企業管理系 33名印尼國際生(33男)，合計 66名國際生。 

6. 管院各系所依據 107 學年度招生計畫戮力展開各項招生活動，並依時程

呈報列管。 

 設計學院 

1. 招生活動：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梁光堯老師至大成商工/美容科拜訪王婉純主任、李淑華、曾如霜、

蔡懿雯老師並致送中秋禮及協商協同教學方式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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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美惠老師電話拜訪明台高中陳俊達主任，洽談協同教學方式與

時程。 

 林明芳院長、林泳瀠主任、劉懷緯主任、江俊賢老師至僑泰中學

拜訪廖玉明校長、吳定興副校長致送中秋禮，洽談微電影製作及

協助家事技能競賽。 

 林明芳院長、林泳瀠主任、劉懷緯主任、江俊賢老師至青年高中

拜訪賴建成校長、蔡侑展董事長並致送中秋禮。 

 涂青馨老師至達德商工拜訪藍雅惠主任致送教師節禮品並洽談美

容科協同教學走向。 

 林泳瀠主任至義峰高中拜訪王安順校長、張春德副校長、張菁惠

輔導主任並致送教師節禮品。 

 郭美惠老師至義峰高中拜訪葉雨函主任、林盈邵老師、林素蓮老

師，致送中秋禮及協商協同教學方式與時程  

 曾士齊老師至慈明高中拜訪賴淑端主任，致送中秋禮及協商協同

教學方式與時程 

 梁光堯老師至大成商工二美忠、二美信協同教學。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懷偉主任、邱建龍老師至白河商工資處科拜訪及詢問合作意願。 

 林明芳院長、劉懷偉主任、邱建龍老師至萬能工商校進行中秋節

拜訪及討論協助拍攝微電影事宜。 

 葉于雅老師至萬能工商支援插畫社團。 

 邱建龍老師電話拜訪萬能工商，確定招生微電影事宜及負責窗口。 

 蔡志英老師至土庫商工建築科協同教學。 

(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黃明正主任陪同林副校長至五育高中秋節送禮。黃明正主任負責

聯繫青年高中賴校長，協助本學院秋節送禮。 

 葉育恩老師協助策略聯盟竹塘國中蒞校技職體驗活動。黃明正主

任協助策略聯盟北斗國中、正心中學蒞校技職體驗活動。 

 黃明正主任協助五育高中動畫科、圖文科規劃優質課程教案與企

業參訪活動。 

 鍾世和老師 20171014協助於校慶日配合展出『多動系學習與產業

實務 ARVR成果』，正合乎教育部 10.12普發文有關大專院校輔

助開發國中小 VRAR教材補助申請，顯現本系特色合於社會專業

人才需求趨勢。另當天民雄農工鍾校長及海線社區大學(前西螺高

工)校長皆於攤位了解並期望與設計學院有具體合作。 

 鍾世和老師協助所負責慈明高中校外專業參訪，透過聖僑陳總經

理安排 10.20(五)至上午所受委辦經營的『台中放送局』參訪，當

天傅館長與聖僑楊執行長接待。 



14 

 劉建慧及李翊駿老師負責 20171013竹山高中廣告設計科及多媒體

動畫科蒞臨本系參訪體驗活動。 

 巫淑寧老師 20171018致電約訪大德工商電腦中心主任曾勇勝（資

料處理科），詢問曾主任何時適宜至校拜訪，並祝國慶連假愉快，

表達將與其討論本學年度何時進班進行招生活動較適宜，曾主任

表示本學期無三年級課，可代為詢問三年級可進班時間。 

 李翊駿老師本學期至斗六家商廣設三甲協同教學。 

 李翊駿老師 1061015親自拜訪僑泰中學廣設科蔡良淑老師，協調

下學期招生活動安排事宜。 

(4) 創意商品設計系 

 9 月下旬創意商品設計系各權責老師分別至竹山高中、僑泰中學、

土庫商工、明台高中、青年中學、萬能商工、義峰中學、西螺農

工、大成商工以及慈明高中進行中秋節送禮與拜訪工作。 

 10/13創意商品設計系陳昱丞主任、吳宜真老師、陳俊霖老師協助

辦理竹山高中廣設科、多媒科蒞校參訪設計學院及體驗活動課程

事宜。 

2. 特色活動： 

(1)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張翡月老師執行 106年度教學增能計畫教學計畫多元教學課程：

翻轉 Fun英文。 

 張翡月老師執行 106年度教學創新先導計畫：職場溝通英語課程

革新研究社群。 

 張翡月老師執行 106年度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多元藝術鑑賞課程

(全英語授課)。 

3. 社會服務：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台大及成大安養中心義剪服務。 

 與太平大街發展協會洽談萬聖節公益踩街活動。 

(2)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鍾世和老師受邀參加 20170928台灣中醫文創獎，擔任籌備會議學

者代表。 

 李翊駿老師協助虎尾鎮掘頭里地方產業勝興計畫。 

4. 產學合作： 

(1)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張翡月老師執行產學合作：實用生活英語會話課程品質提升之相

關研究(共同主持人)。 

 觀光學院 

1. 應用外語系 9 月 13、14、20、21 日呂宜臻主任、李建宏至大成商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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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06 年度提升中等學校學校職場外語能力計畫全民英檢檢定輔導課

程」。 

2. 應用外語系 9 月 19 日李建宏主任與觀餐系丁一倫主任協助西螺農工至

南投米堤大飯店辦理 106年度職場英語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3. 餐飲廚藝系 9 月 11、18、25 日王貴正與張量懿前往達德商工餐飲科三

年級進行專題製作指導教學。 

4. 餐飲廚藝系 9 月 12、19、26 日劉禧賢前往達德商工餐飲科三年級進行

專題製作指導教學。 

5. 餐飲廚藝系 9 月 15、22、29 日張原賓與王志星前往達德商工餐飲科三

年級進行專題製作指導教學。08:10-12:00 柳希諺前往高苑商工餐飲科

三年級進行餐飲課程協同指導教學。 

6. 餐飲廚藝系 9月 21日張原賓老師 中秋節送禮拜訪協志商工校長。 

7. 餐飲廚藝系 9月 22日郭木炎老師 中秋節送禮拜訪大慶商工校長。 

8. 餐飲廚藝系 9 月 25-29 日餐飲廚藝系王貴正老師及張原賓老師帶隊前往

2017 FHM 馬來西亞吉隆坡廚藝挑戰賽；餐飲類選手參與現場烹飪相關

賽事張晉嘉、陳星儒、蕭詠澤榮獲 1銀 2銅，烘培類陳國良選手參與餐

台展示（巧克力）榮獲銀牌、王軒佑參與餐台展示（藝術麵包）榮獲

銀牌。 

9.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9 月 19 日吳世卿主任與許慧珍院長 中秋節送禮拜訪

永年中學校長及副校長。 

10.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9 月 19 日吳世卿主任與許慧珍院長中秋節送禮拜

訪致用商工校長及副校長。 

11.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9 月 21 日吳世卿老師前往達德商工觀光科三丙進

行專題製作指導教學。 

12.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9 月 25 日吳世卿主任與鄭百佑老師、張天祥老師

拜訪大成觀光科主任及雷新峯老師。 

13.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9 月 28 日吳世卿主任與林鳳秀主任拜訪東吳高職

校長及虎尾高中校長。 

14.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9 月 22 日本系系學會於本校及大埔社區辦理新生

生活體驗營，帶領本系新生體驗本系特色活動：自行車旅遊及攀樹體

驗。 

15.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 月 25-29 日柯明宗老師前往 2017 FHM 馬來西亞

吉隆坡廚藝挑戰賽擔任藝術類-國際裁判；果雕選手陳冠閔、黃詠傑、

陳嵩皓、劉峰銘、黃崇勛、張詠富、陳思穎等七位同學參與-藝術雕

刻項個人及團體賽榮獲 3金 5銀 8銅及最高分水晶獎座 4座。 

16.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月 18、25日及 10月 2日下午 1點 30分許純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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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前往達德商工餐飲科三任進行專題製作指導教學。 

17.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 月 8、15、22、29 日下午 1 點 30 分葉純菊與許

良仲老師前往達德商工餐飲科三年級進行專題製作指導教學。 

18.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 月 21 日下午 1 點 30 分丁一倫主任與許良仲老師

前往嘉陽高中拜訪校長、實習處主任、餐飲科主任進行商討可合作事

宜。 

19.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 月 29 日下午 1 點 00 分丁一倫主任電訪明台高中

餐飲科主任進行擬定 5班參訪課程體驗教學課程事宜。 

20.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 月 22-25 日許慧珍院長與洪珈亦小姐和戴圳明老

師協辦雲林縣政府 106 年台灣國產精品咖啡評鑑活動，帶領學生參與

8 位同學咖啡評鑑工作人員、產品展演工作、服務接待之工作人員並

與戴圳明老師共同進行 4班之咖啡品評實務移地教學活動。 

21.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9 月 18-25 日陳春容老師因應中秋佳節製作花月餅

之伴手禮，帶領學生參與中式糕點實務教學活動並協助校方製作中秋

送禮活動-花月餅伴手禮 510盒。 

 健康學院 

1. 生物技術系研究成果「Nephroprotective effect of electrolyzed reduced 

water against cisplatin-induced kidney toxicity and oxidative damage in 

mice」乙篇發表於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期刊，已於

10/10線上刊登。 

2. 生物技術系 10/11 協助中衛發展中心辦理「食安守門員 Open data 加值

應用說明會」，本說明會主題為食品及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

法，宣導產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追蹤申報。

雲林縣食品業者參與踴躍，當天計有 60 人參加，因報名人數超過場地

限定人數，於 10/24再加開一場。 

3. 生物技術系 10/17~10/27 協助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環球人才

培育創新計畫-社會企業的實踐」舉辦 8 場雲林縣農業安全與有機栽培

系列講座。 

4. 生物技術系 10/12~10/13 協助設計學院辦理在地文創市集擺設農產加工

品成果。 

5. 幼兒保育系 10/14 辦理「106 年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辦理桌遊初

階證照研習」活動，本次活動 20人參加。 

6. 幼兒保育系 10/20、21、22、27、28、29、辦理「106 年度技術士考照

規劃辦理單一級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保母技術士」，本次考試 371 人

參加。 

7.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9/29、10/6 舉辦教學增能計畫-C1-2(21)辦理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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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長研習（功能性訓練、運動防護），本次研習共計 25人參加。 

8.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10/18 舉辦教學增能計畫-D1-1 強化院系專業特色活

動-飛輪超馬拉力賽，敬邀全體教職員同仁共同參與。 

9. 生物技術系例行性招生活動：石榴國中技職體驗活動、揚子高中、北

港農工農經科與化工科、西螺農工畜保科專題指導。 

10. 幼兒保育系 10/17辦理「慈明中學參訪」，本次活動 92人參加。 

 通識教育中心 

1. 106 年 10 月 25 日(三)舉辦第二場「士心講座」，講題名稱：從工讀生

到救國團主任的成長與學習，主講人：救國團前主任張德聰，講座時

間：下午 15點至 17點，講座地點：國際會議廳，歡迎踴躍參加。 

2. 106 年 11 月 10 日(五)本中心協辦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辦理「觀課共學通

識研討會」。本中心廖婉君老師、林顯達老師及曾裕仁老師將進行發

表，陳建宏主任將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歡迎有興趣參與之教師踴躍

報名參加 https://goo.gl/qJ6Ea12(截止日：10 月 30 日止)、投稿教學實務

海報：https://goo.gl/vjNuJv（截止日：10 月 22日止）。 

3. 本學期「第一屆環球青年演說培訓營」行程如下所示，歡迎進行宣傳。 

第一場次：106 年 10 月 18 日(三)，活動時間：下午 14 點至 17 點，活

動地點：AS309 

第二場次：106 年 10 月 25 日(三)，活動時間：下午 13 點至 18 點，活

動地點：AS309 

4. 106 年 11 月 22 日(三)舉辦「第一屆環球青年演說比賽」，活動時間：

下午 15點至 17點，比賽地點：DCB02，歡迎進行宣傳。 

5. 106 年 12 月 28 日(四)舉辦第二場次「校園多益考試」，報名期限：即

日起至 106年 11月 7日(二)止，歡迎進行宣傳。 

 會計室補充報告 

1.各單位辦理活動，如有對外收取經費者，請務必經過出納組，並開立學

校正式收據，切勿自行開立單位收據。 

2.教育部指派會計師專案查帳於下週一起五天進行查帳作業，請各單位全

力配合。 

決定： 

1.學務處工作報告第 9 點，請相關承辦單位提出完成之規劃期程，於本週

五下班前提送學務處列管。 

2.總務處提報有廠商願捐贈彩色雷射印表機，經討論後，因後續維護及碳

粉匣昂貴，決定不接受捐贈。 

3.研發處工作報告第 5 點，畢業生流向調查請依去年管考方式辦理列管。 



18 

4.圖資處工作報告第 4 點，各單位網站檢測改善請設定檢核點，於 10/27

第一次檢核，11/5 第二次檢核，進行追蹤列管，若尚未完成則進行專案

列管。 

5.校發室工作報告第 4 點，請尚未完成校務發展計畫季管考填報的單位，

於兩天內完成親自送簽，於本週五完成。 

6.全民教育處台北教學中心，教育部於本週無預警查核，檢視上課排課時

間、老師是否有正常上下課、教師資格查核等，專業制度應符合法令規

定，若有違失情形，務必處理完善。請花蓮教學中心務必事先準備好，

等待教育部查核。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要點(草案)」。(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106年5月18日臺教高通字1060060939號函辦理。 

二、 本要點(草案)，敬請參閱會議資料如附件一 P.18-20。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通過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紀錄

附件一，p.19~21，請學務處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 臨時動議(5 分鐘)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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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要點(草案) 
環球科技大學第 76次行政會議(106.10)訂定 

一、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

益保障指導原則」，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對於學生參與研究、教學及服務等學習範疇加以規範。所指獎助生，包括研究

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三、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

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關於學習範疇說明如下： 

(一)課程學習(研究或教學)：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述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依大學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

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附服務負擔：指學校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助學生，並安

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四、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

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

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前項有關研究獎助生之學習範疇的歸屬，須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研商程序：由研究發展處邀集執行計畫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

議，共同研商取得共識。 

(二)訂定全校性研究獎助金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 

(三)書面合意：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於本章則規定下，進行雙方書面合意。 

五、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法選擇之實習課程，或

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

能力為目的者。 

前項有關教學獎助生之學習範疇的歸屬，須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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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委員會：須經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所定之校內課程規劃會議程序。 

(二)學生代表參與：前款會議程序須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數十分之一。 

(三)正式學分課程：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須納入正式採計畢業學分之必、

選修課程。 

(四)授課教師指導：過程中須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 

六、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以服

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本校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事項，依本校弱

勢學生助學實施要點辦理之。 

七、本校於推動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與第四點或第五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

導教授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有相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並就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加以規定後公告之。 

(三)教師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或措施。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規定就學生權益保障於學則中加以

規範。 

本校於各類獎助生參與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間，另比照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

補償額度加保商業保險；另針對本校實驗室之危險性學習活動，落實實驗室安全訓練

保障，並投保公共責任險以提高保險之保障範圍及額度。 

八、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的歸屬，其處理原則如下： 

(一)獎助生在校期間完成之報告或論文，如指導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

達之撰寫，而係由獎助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獎助生為該

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含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 

(二)獎助生在校期間完成前款之報告或論文，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指導並參與內容之

表達，而與獎助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者，為共同著作。

獎助生及指導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含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其共同著作權之行使，應經獎助生及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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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助生與指導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

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九、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的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獎助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

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但獎助生之

指導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指導教授亦為共同發明人。 

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研究成果為積體電路佈局、營業秘密、電腦軟體、專門技術

（know-how）及其他技術資料等智慧財產權之創作人或發明人者，除得向政府機關申

請登記之權利外，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為保障各類獎助生權益，本校於訂定相關規範時，除廣徵校內各類獎助生及教師之意

見外，並得邀請本校學生自治團體代表參與相關會議表示意見。 

十一、獎助生受領獎助金者，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之。 

十二、本校於進用身心障礙學生擔任獎助生時，須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提供身障多

元支持之相關規定精神，並依特殊教育相關辦法及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相

關措施辦理。 

十三、獎助生對於其與學校或教師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有爭議時，由所屬系所(院)、計畫執

行單位先行協調處理。學生得於簽具雙方關係確認文件之次日或知悉有爭議原因時

起三十日內向審議處理小組提出審議申請，該小組應於收到案件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召開會議並議決；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審議處理小組之成員，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人事室

主任、具法律背景之教師、教師代表二名及學生代表三名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由召集人增聘學生所屬學院教師二至四名為委員，

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十四、獎助生認為學校或教師有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損者，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其申訴程序準用本校學生申訴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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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產學合作新典範 共創世界唯一 台灣第一 

六協興業、環球科大攜手主辦「2017 六協盃亞洲青年刀工藝術大賽」 

活動重點說明 

台灣第一個經世界廚師協會(WACS 簡稱世廚)認證的國際廚藝刀工比賽-第一屆正式國

際賽事「2017 六協盃亞洲青年刀工藝術大賽」，將於 2017 年 11 月 25 至 26 日(星期五、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在環球科技大學存誠樓中庭舉行；賽事會有來自我國、中國（香港）、

泰國、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等六國選手與助手共計 404 人，220 隊；裁判評審則包括來

自我國、澳洲、德國、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香港、澳門以及美國等 9 國共計

44 位，每一裁判皆為世界廚師協會認證之國際 A.B 級裁判。 

這項國際賽事深獲國內青年學子青睞，因為層級為國際等級，因此不用出國即可參與國

際競賽，相關優勝成績可以申請技優升學外，同時也可與來自各國的優秀廚師切磋刀工技藝

十分難得；本次賽事深獲環球科技大學許淑敏董事長支持，積極出錢出力，期能培育國內

學子成為國際廚師，陳益興校長亦自我期許能推動此競賽成為亞洲重要之國際廚藝競賽，

增加台灣技職教育特色。賽事可詳參國際官網: http://www.knifeskills.com.tw. 

第一屆 2017 六協盃亞洲青年刀工藝術大賽，其活動特色如下： 

(一) 本項競賽是台灣第一個通過國際認證之廚藝刀工競賽，嘉惠本國學生毋需出國參賽，

即可參加國際賽事，而高中職生並得以本競賽成績申請技優入學。 

(二) 本競賽是世界唯一以刀工為主之廚藝競賽，深具台灣特色，並受世界廚師協會肯定。 

(三) 本項比賽每兩年假本校舉辦一次。 

(四) 本賽事使用之食材皆選用雲林在地特色食材，如西螺果菜市場之當季蔬果、雲林快

樂豬以及無毒循環養殖之魚類..等，兼顧環保節能減碳之特色。 

(五) 獎項：「刀王之王」 

為本賽事最重要獎項，其獎盃為由 100 把金色廚刀所組成之高達 2 米的獎盃，主刀

上刻有歷屆刀王之王得主姓名，並由前屆得主保有至下屆比賽，再傳承予下屆刀王

之王得主。期許歷年之冠軍得主傳承技藝傳承中華廚藝美德為己任。 

(六) 活動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世界廚師協會(World Associaion of Chefs Societies W̧ACS) 

(https://www.worldchefs.org/) 

教育部(函報陳核中)。 

2. 主辦單位：環球科技大學、六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廚藝美食協會。 

3. 協辦與贊助單位：俟近期邀請確定後另列之。 

4. 辦理地點：環球科技大學 

本屆國際刀工藝術大賽整體賽事包含三部分： 

(一) 國際廚藝高峰論壇：11 月 24 日（五）之國際廚藝高峰論壇，往年討論過國際廚藝

現況，未來發展趨勢、健康食材、分子料理等議題，本屆議題為「競賽選手與產業

http://www.knifeskills.com.tw/
https://www.worldche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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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關聯性」。 

(二) 刀工藝術賽事：11 月 25 至 26 日之比賽部分，包括中式、西式、日式、杯飲裝飾、

果雕、刀王之王…等比賽項目，預定於 25 日下午四點半開始頒獎。 

(三) 廚藝刀具展：11 月 24 至 26 日另有國內自有品牌之國際精品餐飲商品展示，提供各

類廚藝相關商品之展示；從各類刀具、廚房用品、特色食材等，種類繁多各具特色。 

本屆廚藝賽事經由 2014、2015 籌備舉辦並透過世界廚師協會評估認證，2016 年申請認

證，2017 年正式成為國際認可賽事。今年因場地因素，報名組數限制每校至多 3 對，全國

各大專與高中職校報名情形非常踴躍，開放報名 3 天即爆滿。許多學校選手甚至有向隅狀況。

未來本校將興建更優質場地，將本賽事朝擴大規模方向規劃設計，期望成為亞洲重要之國際

廚藝競賽，增加台灣技職教育特色。 

欲成為世廚國際認可正式賽事，通常需試辦三屆籌備賽事，並通過世廚評核認證，方

能通過升級。然而在環球科技大學舉辦兩屆籌備賽後，因全校師生努力投入辦理，以嚴謹的

態度與賽事的成功獲得世廚肯定，特別提早一屆通過認可，成為國際正式賽事，實為台灣

廚藝界與教育界之光榮。 

世界廚師協會是一個全球專業廚師所組成的非營利事業組織，以國家為單一會員制。

舉辦各項競賽、研習以及人道救援等服務。台灣於 2004 年起參加世廚舉辦知各競賽，2008

年正式加入世界廚師協會，隔年即彙集國內各產業界、學術界討論舉辦籌組競賽，但由於所

需資金龐大，因此競賽一直無法順利籌組完成。2011 年由六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決定出資，

環球科技大學全力支援，協同國內各界廚藝前輩之建議共同規劃具有台灣特色之”刀工競賽”。

並以申請世界廚師協會認證為目標，邀請世廚亞太區主席與總監擔任競賽指導，連續二年在

產業、學界共同努力下，2016 年正式提出申請，2017 年獲得認證，為台灣第一個國際認證

比賽，造福台灣廚藝學子。 

主辦單位之一：六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經營外銷出口的製刀廠，1977 年成立至

今近四十的時間，在堅持品質的理念及專業創新的技術之下，其所服務的客戶都是國際知名

的廚刀品牌，在國際間備受肯定與讚賞。近年來台灣產業因為節省人工成本的考量下，企業

不斷的外移至鄰近其它亞洲國家，而因經營者對員工的責任感以及對扎根本土的使命感，

六協堅持在台灣生產不外移。六協興業於 2006 年開始進行以 Atlantic Chef 的品牌行銷國際

的計畫，由製造端走向高附加價值的設計與品牌端，亦榮獲 DISCOVER 邀請錄製台灣精品

介紹影片，一個對台灣土地深具情感的企業，搭配環球科技大學務實教育理念，二者相互支

援、相互努力共勉，為台灣廚藝教育一同努力建構更好未來，將台灣年輕廚師推向國際舞

台。 

為提高我國廚師訓練精實並配合本賽事，過去環球科技大學秉持著校訓:存誠、務實精

神，為能提供餐飲服務業更優質人力，成立觀光學院，設立餐飲廚藝系、觀光與餐飲旅館

系，分別培訓各項觀光產業人才。除廚藝技術外，本校更著重於”師徒精神”的傳承與廚德

的培養，堅持培育廚藝兼具廚德之未來年輕廚師為己任，責無旁貸。環球科技大學未來將

持續推動餐飲廚藝課程之世廚國際認證，對未來餐飲廚藝之畢業生能走向國際，提供各有

力的基礎與奧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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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參考資料： 

 

聯絡人：劉禧賢副教授兼系主任 

聯絡電話：0928966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