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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85次行政會議資料 

壹、主席致詞(10分鐘)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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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消耗物

品管理要點(草案)」新訂案。 
已於 107.12.03經校長核定實施。 總務處 

二 
通過 108 年度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

習相關經費預算案。 

照案通過，已依程序提送本校獎勵

補助款專責小組審查。 
人事室 

決定： 

參、工作報告(120分鐘) 

 教務處 

1. 本學期日間部欠費符合退學標準者(10,000 元以上)，依程序會辦各系後，

於 12/5 以回執雙掛號寄出逾期未註冊之退學函 43 封(國內 32 封、國外

11 封)，預計將於 12/20 前辦理學籍系統退學作業；也請各系所針對未完

成繳費學生(10,000元以下)持續輔導。 

2.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初選作業時程自 12月 17日至 12月 26日止。請

各系加強輔導學生選讀跨領域學程課程。 

3. 教育部辦理 107學年度教學品質專案查核，包括全校各學制共 11個系，

已於 12月 10日前函覆報部。 

4. 教育部訪視產業學院，107 年 11 月 29 日召開第二次訪視規劃工作會議，

相關資料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收件校內審查，訂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將

相關資料擺放至 MA508模擬訪視，教育部於 108年 1月 4日正式訪視。 

5. 107 年度下半年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之獎助案，申

請推動實務教學獎助者共 52 案，獎助金額共計 630,945 元；申請編纂教

材獎助者共 11 案，獎助金額共計 162,000 元；申請製作教具者共 5 案，

獎助金額共計 64,000元；總計 68件獎助案，獎助 856,945元。 

6.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計畫 11 月 29 日起開放至 12 月 16 日學生選課

前，學生選課結束後會再開放，請各教師上網填寫教學計畫，並確實檢

查各欄位是否依教學大綱填寫。 

7. 高教深耕計畫共三期款經費已全數撥入本校，預計於 12 月 20 完成登帳

之作業，107年 12月 30日完成 107年度期末報告作業。 

 學務處 

1. 訂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 18:00 假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舉辦「環球有

愛 聖誕公益」公益演唱會，敬邀師長蒞臨共襄盛舉。 

2.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申請教育補助辦理 107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



 

2 

育校本特色學校課程及文化計畫」（計畫名稱：生命築愛，築愛體驗計

畫）獲教育部 107年 12月 4日臺教學(二)字 1070213642A號核定補助。 

3. 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於 107 年 11 月 01 日至 11 月 23 日辦理「感恩節

活動」，邀請學生透過書寫感恩小卡，反思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人及事件，

時時刻刻常懷感恩的心，參與師生及家長共計 126人次。 

4. 教育部 107 學年度第 1 梯次大專校院提報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綜合評估報

告，本校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學生 12位，通過鑑定有 7位，未通過鑑定有

3 位，放棄特教服務有 2 位，已依規定通知身心障礙學生（法定監護人/

代理人）鑑定結果，並協助其後續行政程序，以維護學生之就學權益。 

5. 本學期截至 11 月 31 日止各系學生個別諮商晤談統計及問題類型分析如

下表，學生諮商議題仍以人際關係為主，另發生兩起學生自殺自我傷害

危機事件，請各系主任及導師可多關懷班級學生人際同儕相處及校園家

庭生活，並可轉介諮商輔導中心共同關心學生身心狀況。 

學

院 
系所 

人際

關係 

性別

關係 

感情

困擾 

家庭

議題 

自我

成長 

情緒

困擾 

生涯

議題 

學業

困擾 

生活

適應 

精神

狀態 

心理

疾患 

危機

事件 

成癮

行為 
其他 合計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健

康

學

院 

幼保系 15 1 1 7 3 1 11 - 1 - - - - 1 41 

生技系 14 - 1 - 3 - - 1 - - - - - - 19 

運保系 2 - - 5 - 3 2 - 1 - - - - - 13 

設

計

學

院 

多動系 5 3 3 1- 1- 6 1 8 1 2 5 - - - 54 

時尚系 10 - 4 3 4 3 4 3 1 - - - - 2 34 

商設系 1 - - - - 1 - - - - - - - - 2 

視傳系 1 - 1 8 - 2 - 1 1 - - 1 - - 15 

數位媒體
設計 

1 - - - 1 - - - - - - - - - 2 

管

理

學

院 

企管系 - - - 1 - 1 - - 4 - - - - 1 7 

中企所 - - 2 2 1 1 - - - 1 - - - - 7 

行銷系 17 - 5 2 3 1 2 - - - - 1 - - 31 

資電系 10 - 3 - - - 1 - - - - - - - 14 

觀

光

學

院 

創意餐飲
與烘焙 

3 - - - 3 - 1 - 1 - - - - - 8 

廚藝系 1 - 1 1 - 1 1 1 - - 2 - - - 8 

應外系 1 - - 1 - - - - - - 1 - - - 3 

觀光系 1 - - 1 6 4 1 - 1 - 2 - 1 1 18 

觀餐系 3 - - 1 1 1 - - - - 5 - - - 11 

總計 85 4 21 42 35 25 24 14 11 3 15 2 1 5 287 

6. 107 學年度水域安全宣導研習活動，已於 11 月 14 日（週三）辦理完成，

宣導活動參與人數計 150人次。 

7. 107 學年度健走運動暨體適能健康宣導研習活動，已於 11 月 21 日(週三)、

11 月 28 日(週三)、12 月 5 日(週三)辦理完成，宣導活動參與人數計 300

人次。 

8. 107 學年度環球盃保齡球錦標賽，已於 12 月 7 日(週五)辦理完成，活動



 

3 

參與人數約 150人次。 

9. 本年度餐飲衛生輔導已於 107年 12月 6日辦理完成，由教育部委任專業

營養師，衛生所、農委會專員為輔導委員，本校由學務處衛保組、總務

處事務組參與，輔導校園餐廳攤商衛生管理事項。 

10. 107 學年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及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相

關作業期程： 

(1)學雜費減免及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收件日期：自 107 年 1 月 7

日至 107 年 2 月 27 日(四)止。校外實習的學生，可以以掛號方式郵寄

相關文件至生輔組辦理。 

(2)就學貸款，請同學先至台銀服務網址：https://sloan.bot.com.tw 登錄資

料並列印台銀對保單後至台銀完成對保手續。台灣銀行對保日期：

107年 1月 15日至 107年 2月 27日(三)止，請同學於期限內辦妥對保

手續。同學完成對保手續後，仍須繳交就貸單第二聯(學校收執聯)至

生輔組，收件日期：自 107年 1月 15日至 107年 2月 27日(三)止。 

(3)因每次均有學生逾期辦理，請老師務必提醒並關心須辦理減免、就貸

及學產基金的同學，避免權益受損。 

11. 107 學年第 1 學期寒假宿舍離、退宿相關期程(108 年寒假自 1 月 12 日

至 2月 17日)： 

(1)寒假住宿申請時間：108年 1月 2日起至 108年 1月 9日止。 

(2)延後離宿申請時間：108年 1月 7日至 108年 1月 10日止。 

(3)休館時間：108 年 1 月 14 日 10 時，全體住宿生須於期限內完成離宿

手續。 

(4)寒假住宿時段：108 年 1 月 14 至 2月 15 日(共計五週)，每週 300 元，

申請住宿同學統一安排於國際書苑(四人房)；門禁時間：每日 23 時至

隔日 06時。如有需外宿者每日均須填單申請。 

(5)公佈床位分配時間：108年 2月 11日(一)17時。 

(6)開放辦理進住時間：108 年 2 月 14 日(四)10 時至 108 年 2 月 18 日

(一)22時止。 

 總務處 

1. 衛生紙丟馬桶疑慮宣導 

(1) 本校各建築物皆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規劃及施工，並符合國家標

準，若於正常使用下(單次少量短纖維衛生紙)，並不會出現管線堵塞

問題。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106年 3月 14日起全面加強推動衛生紙丟馬桶政

策，本校也配合相關政策推動，進行衛生紙丟入馬桶之宣導，但自實

施後教學大樓及宿舍區皆陸續出現堵塞情形，經維修後發現多為「單

次衛生紙量太多」、「女性衛生用品」、「個人衣物」、「面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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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紙巾」及「濕式衛生紙」等物品導致堵塞狀況。 

(3) 上述物品除造成各建築物管線堵塞外，另也間接影響污水處理設施設

備運作。(如：「女性衛生用品」、「濕紙巾」等長纖維物品，造成馬

達葉片纏繞，無法正常運作。) 

(4) 因校區廁所內非與人體接觸用水設備皆採用中水供給，為確保中水用

水品質，及各建築物廁所環境衛生，建議勿將衛生紙等易造成堵塞相

關物品丟入馬桶。 

2. 能源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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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冷氣空調系統建議早上 10 時過後且室內溫度超過 27℃，得開啟冷氣

空調系統，並於下班前一小時關閉冷氣，以節省用電。 

(3) 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水電費用比較圖，詳如圖 1-2、表 1-2。 

3. 節能專案申請現況說明 

計畫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申請 ISO50001 能源

管理系統 

1. 總務處規劃申請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協請觀光系吳世卿主任

及張天祥老師擔任專業協助，總務處丁聖育技佐負責實務資料的

提供，預計於 108年 2月~3月期間申提專案輔導，希望借助外部

資源，讓學校的資源管理系統能夠更完善。 

2. 目前已於 107年 9月 26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完成初步時程規劃。

因應未來搭配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之整合，以學校支付最低成

本方式為優先考量，總務處將持續洽詢節能廠商評估可能合作方

案，以供未來執行之參考。 

3. 目前已洽詢輔導單位(綠色產業基金會)，預計 12月中輔導人員將

來校了解本校現況及洽商申請程序。 

申請雲林縣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電補助計畫 

(一) 計畫申提進度： 

1. 107年 10月 29日申請計畫書提送雲林縣政府承辦單位審核。

107年 11月 14日「雲林縣住商節電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計畫」審查會議(簡報及質詢)。 

2. 107年 12月 4日「雲林縣住商節電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計畫」承辦單位至本校現勘。目前進行審查程序中。 

(二) 執行內容：總預算：12,262,500元；申請補助：4,368,750元 

1. 更新務實樓部分空調冷氣機(2003年設置，22台)。 

2. 更新創意樓(AS棟及 DC棟)空調冷氣(2005年設置，206台)。 

3. 更新存誠樓 MA棟 2樓全民教育處辦公室照明燈具(105座)。 

4. 新增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能源管理系統(1套)。 

(三) 預期效益：預計每年節電 224,832度(每年約節省 786,9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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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電情形 

     

圖 1 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電費用支出比較圖 

 

表 1 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電費用支出比較表 

項目 學年度 107/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8/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計 

電費 

106 1,420,706 1,773,428 1,735,386 1,527,492 1,282,144 1,105,539 742,214 1,303,524 1,459,272 1,970,772 2,094,614 1,404,133 17,819,224 

107 1,435,429 1,800,179 1,691,320 
         

4,926,928 

107-106 14,723 26,751 -44,066 
    

       

用電 

度數 

106 435,240 579,528 629,400 532,096 441,560 367,408 226,728 446,648 520,000 679,480 670,288 406,504  5,934,880  

107 416,192 572,360 587,760 
         

1,576,312 

107-106 -19,048 -7,168 -41,640 
    

     
 

說明：(帳單抄表期間當月 1日至當月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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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水情形 

     
圖 2 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水費用支出比較圖 

 

表 2 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水費用支出比較表 

項目 
學年度 107/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8/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計 
用水期間 7/21-8/21 9/21-10/20 10/21-11/20 11/21-11/22 11/23-12/21 12/22-1/21 1/22-2/20 2/21-3/22 3/22-4/20 4/21-5/21 5/22-6/20 6/21-7/20 

水費 

106 71,613 71,155 107,649 116,315 104,613 95,063 66,461 92,115 118,239 135,847 133,773 98,112 1,210,955 

107 99,697 91,199 120,680 
         

311,576 

107-106 28,084 20,044 13,031 
          

用水
度數 

106 5,015 5,483 8,368 9,053 8,128 7,373 5,112 7,140 9,205 10,597 10,433 7,614 93,521 

107 6,493 6,193 9,398 
         

22,084 

107-106 1,478 710 1,030 
          

說明：(107年 8月用水統計期間為 107/07/21-107/08/21) 

1.107/07/23-07/31進行校區各建築物蓄水池及水塔清洗作業。(1)作業期間優先清洗中水池後，再將自來水水池內部水排入中水池內。(2)作
業期間查修各建築物水塔浮球是否有損壞。(圖書館自來水東側*1、幼保大樓*1、存誠樓 MB東側自來水*1、幼保頂樓冷氣冷卻水塔、生
態中心冷氣冷卻水塔) 

2.107/08/13-08/17學校借用全國中小學大露營活動。 

3.106學年度暑假留宿國際生為 100多人。(以往約 70人) 

4.106學年度暑假棒球隊及籃球隊進行暑訓。



 

7 

4. 107年 11月用電巡檢總。 

107年度 11月用電巡檢月報表 

建築物名稱 單位 時段內 備註 時段外 備註 

存誠樓 

資電系、全民教育處 -  2 MB210(11/3、11/17) 

公共空間-中庭 -  -  

公共空間-走廊 3  1  

公共空間-梯間 9 MA2西側*4 6 MA2F西側*5 

公共空間-廁所 17 MA1F東側男*4 7 MB6F西側男*3 

資電系、全民教育處 -  2 MB210(11/3、11/17) 

創意樓 

生技系 -  1 AS503(11/14) 

觀光系 1 AS206(11/19) -  

公共空間-中庭 -  -  

公共空間-走廊 9 

AS2F*3 

DC1F*3 

DC2F*3 

1  

公共空間-梯間 12  4  

務實樓 

時尚系 -  1 HS210(11/14) 

研究室 1 
HS401 任 老 師
(11/12) 

-  

公共空間-走廊 5  1  

公共空間-梯間 18 
1F東側梯間*3 

4F東側梯間*3 
-  

公共空間-廁所 9 
1F東側男*4 

1F東側女*4 
6  

廚藝大樓 

公共空間-走廊   -  

公共空間-梯間   -  

公共空間-廁所   -  

學生宿舍餐廳 

總務處 -  -  

公共空間-走廊 2  1  

公共空間-廁所 10  2  

學生活動中心 

學務處 -  -  

公共空間-梯間 -  -  

公共空間-廁所 -  1 1F西側男(11/6) 

幼保大樓 公共空間-走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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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 

1.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導計畫)截至 107.12.14 止，

共計 21件，金額 4,350,683元，各系所詳細統計資料(依件數達成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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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56% 1,420,000  

2 資訊電商系 10 3 30% 685,000  

3 多動系 7 2 29% 209,500  

4 應外系 8 2 25% 200,000  

5 時尚系 8 2 25% 220,000  

6 幼保系 10 2 20% 262,183  

7 運保系 6 1 17% 100,000  

8 東南經貿與金融學程 6 1 17% 300,000  

9 行銷系 13 2 15% 593,000  

10 企管系 12 1 8% 361,000  

11 公管所 6 0 0% 0  

12 創設系 6 0 0% 0  

13 視傳系 9 0 0% 0  

14 觀餐系 22 0 0% 0  

15 觀光系 9 0 0% 0  

16 廚藝系 9 0 0% 0  

17 通識教育中心 1 0 0% 0  

總達成率 151 21 14% 4,350,683 

2. 依第 84 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有關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科技部計

畫及即時輔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產學合作案 0 件之系所，須敘明

原因、理由、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期，相關彙整如下表所示： 

待改善事項與 

對應之改善建議 

說明改善情形 

(條列式具體陳述) 

預定完成日期 改善進度 
責任

單位 年  月  日 
□已完成 

□未完成 

改善比例

(%)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

輔 導 計 畫)截 至

107.11.08 止，各系應

達目標 1 件，實際產學

合作案 0 件，請敘明原

因、理由、改善措施

及預計完成日期。 

已責成通識編制內教師

於年度內新簽產學案 1

件。 

108年 6月 1

日 
未完成 100% 

通識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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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與 

對應之改善建議 

說明改善情形 

(條列式具體陳述) 

預定完成日期 改善進度 
責任

單位 年  月  日 
□已完成 

□未完成 

改善比例

(%)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

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各系應達目標 9 件

，實際產學合作案 0 件

，請敘明原因、理由、

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

期。 

因 106 產學案跨年度，

尚 未 全 部 完 成 。 

目前已有 4 案產學案在

洽談中，會積極鼓勵老

師爭取產學合作案。 

108年 8月

31日 
未完成 44% 

廚藝

系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

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各系應達目標件 6

，實際產學合作案 0 件

，請敘明原因、理由、

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

期。 

本所編制七人，一人借

調，一人休假，另五人

調查結果如下： 

 原因與理由： 

公管所目前有教師著

手教育部補助 USR

計畫執行，另有老師

本年度在尚在執行上

年度未完成產學案，

另有教師尚未找到產

學合作廠商，在時間

和精力考量下，本年

度暫不提產學案。 

 改善措施： 

1.本所將不定期將產業

資訊或科技部申請資

訊傳達給老師，鼓勵

老師進行相關計畫的

提出。 

2.鼓勵老師進行團隊合

作計畫，以能綜效產

出。 

本所教師將

努力積極產

學案 

未完成 

0% 

（依老

師所提

供資訊

，未能

明確指

出何時

能改善

多少比

例） 

公管

所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

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各系應達目標 6 件

，實際產學合作案 0 件

，請敘明原因、理由、

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

期。 

1.本系原有 106-107 年

跨年產學合作案 2 件

，目前尚有 1 件未執

行完成。 

2.教師申請產學合作案

經常集中於下半學年

度，將鼓勵本系專業

教師努力與廠商進行

產學合作。 

108年 6月

30日 
未完成 0% 

創設

系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

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導計

畫)截至 107.11.08 止，各

系應達目標 9件，實際產

無 

無 未完成 0% 
視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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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與 

對應之改善建議 

說明改善情形 

(條列式具體陳述) 

預定完成日期 改善進度 
責任

單位 年  月  日 
□已完成 

□未完成 

改善比例

(%) 

學合作案 0件，請敘明原

因、理由、改善措施及預

計完成日期。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

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各系應達目標 22

件，實際產學合作案 0

件，請敘明原因、理由

、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

日期。 

1.須達標 22件，係每位

教師 1 件產學案；經

瞭解計有許慧珍院長

、呂瓊瑜、詹芬樺、

黃孟立、許良仲等五

位教師已接洽產學合

作計畫，預計 107 學

年第二學期提出。 

2.定期盤點教師產學合

作情況。 

108年 6月

30日 
未完成 23% 

觀餐

系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

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各系應達目標 9 件

，實際產學合作案 0 件

，請敘明原因、理由、

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

期。 

1.行政老師勞心勞力於

校務，較無餘力對外

經營產學合作。 

2.行政老師執行雲林縣

環教案、勞動部就業

學程等，但未認列。 

3.後再配合資金提供者

時程提案申請。 

107年 7月

31日 
未完成 0% 

觀光

系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

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

導計畫)截至 107.11.08

止，各系應達目標 6 件

，實際產學合作案 0 件

，請敘明原因、理由、

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

期。 

1.本系朱祖德老師 11 月

已送出 1件。 

2.葉明陽老師亦有一件

，不確定是否列入

107年度。 

3.其他老師已規劃 107-

2會有產學案。 

4.會有較低金額之產學

案(列案，不算考核) 

目前至少已

1 件，規劃

結送件 1 件

，其他洽談

中。 

108 年 6 月

30日 

未完成 33％ 
運保

系 

107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

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導

計畫)截至 107.11.08 止，

各系應達目標 6件，實際

產學合作案 0件，請敘明

原因、理由、改善措施

及預計完成日期。 

1. 教師兼行政及免考核

者，希望學校能給予

誘因鼓勵他們簽署或

申請。 

2. 將透過會議和其他會

機會鼓勵同仁和企業

簽訂產學合作案。 

目前至已有

1件。 

108 年 4 月

30日 

未完成 17% 

東南

經貿

與金

融學

程 

3. 已於 107.11.15 完成有關 107 學年度「產學審查委員第一次會議」，相關

獎助教師研究案並經 107.12.5 第 6 次校教評會審通過，已於 107.12.11 通

知各獎助教師辦理核銷作業。 

4. 已於 107.11.15 完成提案修正「環球科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設置及管理辦法」，後續提送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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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於 107.11.21 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說明會，請各系所符合

資格之教師提出申請(填具認列申請表與具體成果報告書)，並完成校內

行政程序，申請資料最遲於 12 月 24 日前，提送至本中心完成審核認列。

同時為配合教育部規定，協請各系所配合完成「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推動規劃表」，截至 107.12.10 為止，已收到生物技術系與創意商品設

計系規畫表，請其他各系所之規畫表完成審核後，最遲於 12 月 24 日前，

提送至本中心完成程序 

6. 已於 107.11.22 完成獎勵補助系統基本資料表填報檢視及相關佐證上傳作

業。 

7. 已於 107.11.23完成內部稽核相關受檢核事宜。 

8. 已於 107.11.30 完成中正大學「彰雲嘉大學聯盟」第八屆帳戶結清，目前

已將經費移交本校第九屆聯盟專戶(第一銀行帳號：52150736943)，金額

1,060,026元，後續依據規劃期程推動聯盟業務。 

9. 已於 107.12.05 辦理「食品產業就業趨勢與職能分析」講座，邀請味王公

司豐田廠楊文正副廠長擔任講師，會後餐敘針對未來國際生實習方案商

議，副廠長建議本校提出重點具體方案以供該公司高層研議。 

10. 已於 107.12.13完成辦理智慧財產研習活動。 

11. 已於 107.12.14完成執行高教深耕分項計畫及相關核銷。 

12. 已於 107.12.14完成辦理 107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成果展。 

13. 已於 107.12.14 完成辦理雲林縣政府官學合作平台 108 年第 1 次會議之

行政議題提案。 

14. 已於 107.12.14 完成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布-研究類檢核作業。 

15. 協助 108學年度新南向專班申請進度，已完成利勤實業、元進莊、合美

電機、梅景公司等四家廠商之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合作意向書用印，

詳細資訊如下表： 

108學年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擬合作企業 

合作企業名稱 
合作企業

類別 
合作企業網頁 備註 

梅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餐飲

業 

https://www.1111.com.tw/corp/49456747/#c4 

 

已完成

用印 

合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製造

業 

http://www.hermei.com.tw/ 

 

已完成

用印 

https://www.1111.com.tw/corp/49456747/#c4
http://www.herme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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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業名稱 
合作企業

類別 
合作企業網頁 備註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製造

業 

https://www.yjcfood.com/ 

 

已完成

用印 

利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紡織製造

業 

http://www.li-cheng.com.tw/tw/about// 

 

已完成

用印 

16. 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回饋推動工作： 

(1) 107 年度畢業生畢業後流向追蹤作業，業已於 10/31 調查結束，部

分未符合 107 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填答率預期追蹤率之系所

如下表，本中心已會辦各單位了解原因，後續經處務會議討論後

提出因應對策以進行輔導。 

系所 學制 
105 畢業滿 1 年 103 畢業滿 3 年 101 畢業滿 5 年 

目標值 達成值 目標值 達成值 目標值 達成值 

創意商品設計系 四技 76% 66.67%     

視覺傳達設計系 研究所 80% 0% 75% 0%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四技 76% 70.53%   60% 47.89% 

生物技術系 
四技   70% 63.41% 60% 52.00% 

研究所 80% 66.67%   65% 16.67% 

(2) 本中心會辦各系(所)經由相關會議討論 107 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結

果分析回饋改善方案，依就業(含兼職)比率；工作整體滿意度；

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程度；工作內容與所學專業訓練課程

相符程度；哪些學習經驗對工作有幫助；可再加強哪些能力等

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回饋並提出改善方案。為落實改善方案

的執行情形，後續將提送「畢業生流向追蹤評議委員會」進行追

蹤改善成效。 

17. 學生 UCAN就業職能施測與輔導推動工作： 

(1) 本中心已規劃每學年度日間部學生 UCAN 就業職能施測與輔導推動

工作內容如下表，透過每系至少 1 位認輔老師協助本中心的學生

UCAN 就業職能施測與輔導推動工作，相關推動成效管考依據本校義

(認)輔老師制度實施要點進行，並納入教師輔導與服務績效考核成績。 

工作項目 時程 內容 

輔導學生進行 UCAN施測 
上學期 

(10-12月) 

大一生:職業興趣探索、共通職能 

大四生:職業興趣探索、共通職能、專業職能診斷 

若學生於上學期實習，請於下學期進行施測 

https://www.yjcfood.com/
http://www.li-cheng.com.tw/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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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時程 內容 

下學期 

(3-4月) 

大二生:職業興趣探索、共通職能 

大三生: 職業興趣探索、共通職能、專業職能診斷 

若學生於下學期實習，請提前於上學期進行施測 

學生施測後輔導 隨時 依學生施測後之結果，協助進行跨域學習 

各系 UCAN施測報告 1月、6月 將各系的資料，進行分析，以利回饋至課程。 

註:每月月初及月中追蹤各系班施測及輔導情形，並通知各認輔老師。 

107-1預估施測率檢核點：11/30達 25%；12/15達 35%;12/31達 50%; 

107-2預估施測率檢核點：3/31達 65%；4月底達 80%;5月底 95%。 

(2) 目前截至 11/30 各系日間部學生 UCAN 就業職能施測比率情形如下表，

全校僅 5 系(企業管理系、資訊與電子商務系、視覺傳達設計系、觀

光與生態旅遊系、生物技術系)達成本階段預定目標(25%)。為能提早

協助規劃輔導學生適宜的職涯進路與就業職能學習地圖，以符合各系

人才的培育目標，請各系加強協助學生施測與輔導，以因應降低學生

畢業後的學非所用比率。 

學院 系所 認輔老師 人數 施測人數 施測比率 
目標設定: 

11/30 達 25% 

管理學院 

企管系 張宏榮 128 58 45% 已達標 

行銷系 蘇倫慧 203 1 0% 未達標 

東南亞經貿學程 林思賢 11 0 0% 未達標 

資電商系 王錫澤 142 89 63% 已達標 

設計學院 

多動系 蔡佳惠 154 0 0% 未達標 

時尚系 張瓏璇 227 41 18% 未達標 

創設系 林恒昌 83 3 4% 未達標 

視傳系 廖慈倫 284 72 25% 已達標 

觀光學院 

廚藝系 葉力誠 488 61 13% 未達標 

應外系 呂宜臻 65 15 23% 未達標 

觀光系 
陳泰安 

張天祥 
136 68 50% 已達標 

觀餐系 許良仲 517 86 17% 未達標 

健康學院 

幼保系 李皓鈞 201 30 15% 未達標 

生技系 曾雅秀 73 19 26% 已達標 

運保系 葉明陽 132 20 15% 未達標 

總計 16位 2,844 563 20% 未達標 

(3) 為能讓本校日間部 2844 位學生透過 UCAN 的施測結果，進行個別輔

導其適宜的職涯進路與就業職能學習地圖，以符合各系人才的培育目

標，在 16 位的認輔老師人力下則有滯礙難行的窘境，故本中心與諮

商中心協商透過各班導師每學期個別晤談導生的時間，各班導師依據

UCAN 的施測結果進行學生適宜的職涯進路與就業職能學習地圖輔導。

目前與諮商中心共同規劃在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UCAN 就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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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輔導」的導師知能研習，以提升導師的輔導能力。 

18. 學生產業實習輔導推動工作： 

(1) 為避免全學期在校外實習的學生對註冊學雜費收取產生誤解，故本中

心推動全學期校外實習學生註冊繳費單中增列文字說明學校依教育部

的政策規範進行全學期校外實習學雜費減收的金額(徵收學費全部、

雜費打 8 折及免收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且未來會加強輔導全學

期校外實習學生了解教育部的政策規範和學校減收校外實習期間的學

雜費措施。 

(2) 本中心接洽蝦皮購物的實習機會轉介給本校資訊與電子商務系，透過

12/5 辦理產業實習講座邀請蝦皮購物的吳孟純副理主講「電子商務產

業趨勢與職能分析」，讓學生了解電子商務產業趨勢與職能分析，並

針對蝦皮購物的目前發展狀況與實習工作內容進行說明。講座結束後，

共有 9位學生參與面試媒合至蝦皮購物進行全學期的實務學習。 

(3) 本校在第二階段的「105 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評鑑」結果為【有

條件過過】，全部參與評鑑的學校共有 47 校，其通過學校：7 校(中臺

科大、弘光科大、正修科大、明志科大、長庚科大、致理科大、高雄

餐旅大學)；有條件通過學校:39 校(雲林科大、虎尾科大、正修科大、

吳鳳科大、台北科大、台中科大、崑山科大…等)；未通過學校:1 校

(臺灣觀光學院)。為讓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建立良善的 PDCA 循環式課

程品保機制，以提升實習課程品質，本中心將於近期內召開會議進行

後續改善作業，請各系再協助配合辦理。 

19. 就業輔導推動工作： 

(1) 教育部透過連結勞動部管理的公保、勞保與農保系統建立大專畢業

生就業追蹤作業機制，掌握畢業生就業流向，以作為政策參據。下

表為教育部建立的 102學年度本校各系日間部學士、專科和碩士畢業

生畢業後 3 年(薪資年 105 年)已投入職場比率情形，目前本校投入職

場比率平均值為 85%，本項參考數值的高低與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

經費補助有關，為能提升本校經費補助資源與協助畢業生順利就業，

請各系配合本中心每學年 10 月填報「畢業生流向調查」和 3 月填報

「校務基本資料庫」的畢業生資料填報時間，關懷畢業生的就業情

形與社會保險(公保、勞保與農保)投保情形。 

科系名稱 等級 畢業生人數 已投入職場比率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 17 100.00% 

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研究所 碩士 19 70.59% 

企業管理系(科) 
學士 45 88.10% 

專科 3 100.00% 

資訊管理系 學士 63 73.21% 

行銷管理系 學士 69 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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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名稱 等級 畢業生人數 已投入職場比率 

財務金融系 學士 19 94.12% 

電子商務系 學士 20 78.95% 

視覺傳達設計系 學士 82 88.00% 

創意商品設計系 學士 51 93.3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學士 41 92.31% 

美容造型設計系(科) 
學士 40 84.62% 

專科 1 100.00%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科) 
學士 179 87.21% 

專科 27 84.62% 

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碩士 16 93.75%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學士 29 85.71% 

應用外語系 學士 23 66.67% 

生物技術研究所 碩士 3 50.00% 

生物技術系 學士 29 80.77% 

幼兒保育系 學士 25 92.00% 

資料來源：教育部 107.11.30公告於「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畢業後相關就業分析資料) 

(2) 本中心會辦各系建議申請「勞動部 108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

務計畫案」，以辦理相關可提升學生就業率或與促進學生就業的相關

活動，如就業講座(補助上限 2 萬)或企業參訪活動(依個案補助上限

10萬)。 

20. 為順利規劃與設置本校空氣槍射擊教育場域，已於 107.11.02 正式發文

予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並加入該協會為團體會員。 

21. 於 107.11.06 邀請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張叔峰教官至本校進行射擊場地預

定地勘查，以評估本校空氣槍射擊教育預定場地之適切性。 

22. 為鼓勵本校師生積極投入創業教育，於 107.11.08 擬定相關措施並專簽，

校長於 107.11.20核定，本中心並已公告周知。 

23. 於 107.11.22 公告並會辦各院系推薦創業導師，並於持續洽談各院系具

創業能量之教師參與創業教育之行列，截至 107.12.13，共有 10個系 21

位老師共同投入創業導師之行列。 

24.分別於 107.12.05及 107.12.12辦理創業導師研習會，以說明創業計畫書
撰寫、創業導師任務、權利與評鑑，研習會皆列入教師研習時數 2 小時。 

25.於 107.12.12 召開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第一次推動委員會，並修正

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推動委員會暨創業基金設

置運用要點(草案)」及「環球科技大學創業導師任用作業原則(草案)」

兩項法規之新訂案。 

26. 本中心辦理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友就業講座，透過校友來校進行就業

講座，藉以提升學生的就業信心與促進在學學生與校友間的互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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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校友在社會職場上提攜本校畢業生的機會，以連結校友社會資源。

自 104 年度起，本中心已邀請 19 位校友到校與學弟妹分享求職與就業

經驗。感謝這學期在各學院、生物技術系、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及幼

兒保育系的協助下，邀請劉佳佩、張高華與孫淑芬等三位校友進行

107-1校友就業講座，參與人次與主題如下所示： 

場次 活動時間 講座主題 主講人 參與人數 

第一場 
107.11.12(一) 

13：00-15：00 

咖啡加工產業就業

趨勢與職能分析 

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務部專員 

劉佳佩校友(生技系/102年畢業) 
61人 

第二場 
107.11.14(三) 

13：00-15：00 

幼兒體能產業就業

趨勢與職能分析 

喜寶綜合才藝工作室/負責人 

張高華校友(公管所/106年畢業) 
73人 

第三場 
107.11.15(四) 

13：00-15：:00 

幼兒保育產業就業

趨勢與職能分析 

小熊多元智慧幼兒園/執行長 

孫淑芬校友(幼保系/106年肄業) 
51人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僑委會已於 11 月 22 日公告第 38 期海青班分發錄取名單，分發錄取本校

人數共計 59 人，分別為數位媒體設計科 20 人，創意餐飲與烘焙科 39 人。 

2. 本處於 11 月 26 日函報教育部「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

文件」，本次共計有 13 名同學申請，經審查申請資格及條件，共計 9 名

同學審核通過。 

3. 本處於 12月 1日至 10日承辦僑委會「2018馬來西亞高中生 25人來台大

學體驗及台灣文化冬令營活動」。本次活動由留臺聯總王綏恒主任帶領

25 位高中同學蒞校進行課程體驗。活動期間感謝校內師長及各系安排特

色課程讓同學們參與，行銷本校。 

4. 本處於 12 月 13 日辦理第 36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校內畢業典禮，時尚

造型設計科畢業生 24 人，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生 25 人，計有 168 位海

外家長參加畢業典禮。第 36 期海青班聯合畢業典禮(中區)將於 12 月 21

日在靜宜大學舉行。 

5. 招生促進活動及接待參訪團： 

招生促進活動 

日期/主辦單位/地點 人員 活動性質 

11/1-11/4 

香港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展貿廳 

國際處同仁、梁俊浩(香港學生)參加「2018香港臺

灣高等教育」 

招生宣講/ 

教育展 

接待參訪團 

日期 來訪單位/師長 活動性質 

12/1-12/10 
辦理僑委會「2018馬來西亞高中生 25人來台大學

體驗及台灣文化冬令營蒞校參訪」 
蒞校參訪 

12/4 
辦理僑委會「107年馬來西亞國民型/國民中學校

長及升學輔導老師 60人來臺參訪團蒞校參訪」 

蒞校參訪/  

招生宣導 



 

17 

12/11 
辦理「2018年峇株留台同學會幹部 22人培訓團蒞

校參訪暨參加耶誕心願樹捐贈活動」 
蒞校參訪 

12/25~12/27 
籌備「馬來西亞沙巴古達培正獨立中學高中生和

14人團蒞校參訪」 
蒞校參訪 

6. 國合組於 11 月 5 日進行「印度招生會議第二次討論會議」，會中除了與

中華國際學程教育推廣協會李福源先生一行 5 人進行會談，合作事項由

本處詳加評估再議。 

7. 國合組於 11 月 9 日進行「申辦 108 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第二

次討論會議」，會中討論各開班單位計畫書(初稿)是否符合教育部之格式

規範，以及後續配合事項。 

8. 國合組於 11 月 14 日辦理之 107 學年度春季班第一次「外國學生入學審

查會議」決議辦理，通過 2 名外國學生(馬來西亞籍)之入學申請，分別申

請時尚系和觀餐系。 

9. 國合組依教育部規定於 12 月 7 日報部提出 108 學年度招收外國學生名額

碩士 7名，學士 84名，待教育部覆文核定。 

10. 目前進行中的 108 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外國學生專

班(一般專班)」招生計畫： 

招生系所 專班名稱 專班學制 國家 
申請

班數 

申請 

招收人數 

觀光與生態 

旅遊系 

新南向觀光與休閒專業人

才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菲律賓、 

印尼、越南 
1 40 

生物技術系 
新南向農產加工與保健產

學合作國際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印尼、越南 1 40 

多媒體動畫 

設計系 

新南向創新設計產學合作

國際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印尼、越南 1 40 

時尚造型 

設計系 

新南向時尚造型設計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印尼、越南 1 40 

東南亞經貿與

數位金融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新南向經貿與數位金融管

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印尼、越南 1 40 

資訊與電子商

務管理系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外國

學生專班(一般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印尼、越南 1 40 

觀光與餐飲 

旅館系 

觀光與餐飲旅館外國學生

專班(一般專班) 

四年制學士班 

(學位) 
印尼、越南 1 40 

11. 107 學年度秋季班大陸短期研修生招生簡章持續寄發給大陸地區友好學

校。 

12. 108學年度碩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計畫已於 107年 11月 26日(星

期一)函報教育部申請。 

13. 108 學年度二年制學士班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計畫即日起至 12 月 21 日

(星期五)受理申請。 

14. 華語文教學中心已於 11月 5-9日完成 107-1華語學生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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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已完成 107-1 新生接待家庭活動分配總表，於 LINE 群組及臉書更新訊

息，建置 107-1接待家庭聯絡人信箱群組，於 11月 16日寄出相關通知

信。 

16. 輔導華語班學生參加第十一屆「真誠關懷無國界」徵文活動，預計於

107/12/30協助學生完成作品並集體統一寄出。 

17. 已協助華語班學生申請免資訊應用能力畢業門檻測驗。 

 圖書資訊處 

1.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採購西文圖書 79 冊，已完成編目、入館，該

批西文圖書為各系所圖書委員依各系所專業挑選，請各位教師鼓勵同學

踴躍借用。 

2. 本處配合執行教育部 107 年度「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目

前已啟用「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資料庫」與「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兩套西文資料庫，該資料庫能協助教師查詢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藝術領域專業期刊，積累並列出引用數與文章

數等資訊，對於研究過程進行期刊評價和比較並選擇適合投稿之期刊有

相當助益，請老師多加利用。 

3. 配合國家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更新，本處將配合教育部於規定時間進行公

文平台更換作業，屆時將依教育部訂定之移機時程，暫停本校電子公文

交換與公文收發，將影響二個工作天(目前規劃時間為 12月 20~21日)。 

4. 配合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外部稽核及日常維運落實，本處已協助相關

受稽單位進行 107 學年度個資盤點清冊檢視與修訂，請各單位務必確實

執行並配合更正相關資訊。 

 會計室 

1. 107 年 11 月 13 日董事會會議指示，針對預算與決算執行差異數，須說

明原因理由。目前會計室每月份，彙總編製預算執行統計表，陳送校長

審閱；未來依董事會指示，每學期結束（每年 1 月及 7 月），會計室彙

總編製預算執行統計表後，將資料送交及會簽各負責控管單位，依教育

部規定預決算金額差異超過 10%者，請控管單位說明原因理由，送交會

計室彙整，呈報董事會審議，以達到嚴格控管預算及財務穩定目標。 

 校務研究發展室 

1. 106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校務類改善情形檢核表」目前正進行 107 學

年度第一次改善情形填寫，本次資料基準日為 107 年 10 月 15 日，各責

任統整單位須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回覆校發室，截至 107 年 12 月 10 日

尚缺項目四、五尚未完成，項目四已進行簽核程序。 

2. 101-103學年度校務發展執行成果彙編截至 107年 12月 10日尚缺觀光學

院未繳交，觀光學院目前進度大約完成 70%(進行表格數據資料分析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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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預計於 108年 2月完成，校版資料正進行內容草案彙編。 

3. 本校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共有 43 案，截至 107

年 12月 10日(一)已執行完畢，執行率為 100%。 

4. 已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完成召開環球科大系所品質保證推動規劃說明會，

因本校於 111 學年度接受教育部校務類評鑑，因此專業類自評或委辦專

業機構認證作業，須於 110 學年度完成，本次會議決議以校務發展計畫

行動方案之「B1-4 推動學院課程」順序觀光學院、管理學院、設計學院、

健康學院為參考依據，建議 108 學年度由觀光學院、管理學院之東南亞

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完成系所品質保證認證、109 學年度

設計學院、健康學院完成系所品質保證認證；另管理學院已委託管科會

於 108年 5月進行實地訪視、108年 6月公布結果，請各學院依會議提供

之表格於 107年 12月 19日(三)前回覆申請表格。 

 全民教育處 

1. 因應地方對在職進修之需求，並配合政府推動技職回流教育之政策，整

合學校及社會資源，本校應相關工會及團體之邀請。於台北申請本校

108 學年度回流教育校外上課地點計畫，並於 11 月 28 日完成計畫書送

繳教育部。  

2. 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預計於 12 月 14 日送繳 107 學年度結案報

告，並同時送出申請教育部補助 108 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計畫案。 

3. 全教處暨進修院校已於 11 月 22 日送輔仁大學原住民委員會核定原住民

學生獎助學金，目前尚在輔仁大學原住民委員會核定中。 

4. 教育部減免學雜費平台已於 11 月 20 日公告第一次比對結果，全民教育

處已通知不合格學生補繳學雜費。 

5.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審核平台已於 11 月 2 日公告弱勢助學金所得級距，全

民教育處已通知合格暨不合格學生。 

6. 台灣銀行斗六分行已於 11 月 8 日將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學貸款總金額

匯入本校帳號，全教處與進修院校已於 11 月 20 日將學生多貸之款項登

帳。 

7. 全教處已於 11 月 2 日與 3 日辦理 107 學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學生聯誼會辦理全教處及進修院校班級幹部研習營活動」。 

8. 全教處已於 11 月 3 日辦理 107 學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學生

聯誼會辦理學生自治幹部研習營活動」。 

9. 全教處已於 11 月 3 日與 12 月 1 日辦理 107 學年度社團招募新生創意表

演暨社圖聯誼競賽活動。 

10. 全教處已於 11月 12日陸續辦理 107學年度畢業生畢業照個人照部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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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相關工作事宜。 

11. 全教處 108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期程申請報送。 

12. .全教處推廣相關課程已開課班級有：飛輪課程(21 人)、107 樂齡課程

(30 人)、美造丙級證照輔導班(18 人)、竹山學士學分(16 人)、公管所碩

士學分班(8人)、彰化 224學分班(30人)。 

13. 13.辦理台中教育大學委辦幼教 16 學分班(溪湖班 26 人與環球班 16 人)

第二階段核銷。 

14. 14.辦理 107樂齡課程(30人)第一階段核銷。 

15. 15.推廣教育收支要點及未來推廣教育開班行政作業收支比例分配明細

討論修正。 

16. 16.全教處正在規劃的推廣相關課程班級有：飛輪課程第二班(19 人)送

件中、飛輪課程第三班(20 人)送件中、107 樂活營規劃中、107-3 全國

烘焙乙級(26人)委術辦理中。 

 台中人才培育中心 

1. 107年第 4季課程預計開設課程如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合計 

語言學習類別 
日文基礎班-基礎句型、日文基礎發音班、印尼語基礎會話班、情

境英文生活會話、我要加薪—職場實用英文菁英級 
5班 

品味生活類別 
飲調實務班(一)、飲調實務班(二)、飲調實務班(三)、咖啡拉花、

台灣茶文化與茶葉感官品評、手綁諾貝松聖誕花圈 
5班 

活力養生類別 

醫學芳香療法培訓班(B 級 2)、健康享受&體態雕塑、活耀老化

「動動健康班」、健康與運動訓練體驗、醫學芳療進階班(A 級

1)、醫學芳療進階班(A 級 2)、滑板訓練課程 

7班 

企管行銷類別 開店致勝策略規劃、行銷實務入門 2班 

設計創新類別 美容丙級證照術科訓練班、時尚藝術美甲、時尚彩妝 3班 

2. 108第 1季預計課程開設課程如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合計 

語言學習類別 

日文基礎班-基礎句型、日文基礎發音班、實用英文基礎級、情境

英文生活會話、我要加薪—職場實用英文菁英級、韓語發音加強

班-基礎發音課、自助旅行實用韓語會話班 

7班 

品味生活類別 飲調實務班、咖啡拉花、茶藝初級班、書法入門班 4班 

活力養生類別 
『環球韻動』Flow Ball 養身課程、DMY 交叉心肺有氧適能、

POUND FIT 擊鼓課程 
3班 

企管行銷類別 開店致勝策略規劃、行銷實務入門 2班 

設計創新類別 美容丙級證照術科訓練班、時尚藝術美甲、時尚彩妝 3班 

3. 107 年第 4 季醫學芳香療法培訓班(B 級 2)、台灣茶文化與茶葉感官品評、

醫學芳療進階班(A 級 1)、醫學芳療進階班(A 級 2)、滑板訓練課程確定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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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8年「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受理申請自 107年 12月 20日起至 108

年 10月 31日。 

5. 台灣不一樣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 年 12 月 03 日至 108 年 01 月 11 日舉辦

空拍攝影展。 

 招生策進中心 

1. 招生宣傳工作： 

高中職校 辦理事項 協辦單位 

大慶商工 11.08(四)蒞校參訪(2班) 觀餐系 

大慶商工 11.10(六)校慶設攤  

明台高中 
11.20(二)蒞校參訪(1班) 觀餐系 

11.23(五)蒞校參訪(2班) 時尚系 

興大附農 11.23(五)升學博覽會  

北港高中 11.29(四)蒞校參訪(1班) 應外系 

東吳高職 12.12(三)及 12.13(四)辦理英語職場體驗活動 應外系、觀餐系 

2. 招生試務工作：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相關試務重要日程如下所

示： 

項      目 日   程 

通訊報名日期 即日起~107.12.13(四)止 

現場報名日期 即日起~107.12.14(五)止 

書面資料審查 107.12.18(二)~107.12.19(三) 

寄發成績通知單 107.12.25(二) 

放榜暨寄發錄取通知單 108.01.02(三)10:00公告 

正取生報到 108.01.07(一)09:00~13:00 

備取生報到 108.01.09(三)09:00~13:00 

 本校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相關試務重要日程如下表： 

項      目 日   程 

通訊報名日期 即日起~107.12.27(四)止 

現場報名日期 即日起~107.12.28(五)止 

面試日期 108.01.05(六) 

寄發成績通知單 108.01.08(二) 

放榜暨寄發錄取通知單 108.01.16(二)10:00公告 

正取生報到 108.01.21(一)09:00~13:00 

備取生報到 108.01.23(三)09:00~13:00 

 108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相關試務重要日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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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 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報名 
107年 10月 26日(五)起至 

107年 11月 08日(四)止 

☆ 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108年 01月 25日(五)起至 

108年 01月 26日(六)止 

☆ 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寄發成績單  108年 02月 26日(二) 

☆ 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簡章發售  107年 12月 12日(三)起 

第 

一 

階 

段 

集體報名學校⌈集體報名⌋ 
108年 03月 18日(一)10：00起至 

108年 03月 21日(四)17：00止 

1.集體報名學校⌈集體繳費⌋ 
2.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繳費⌋ 

108年 03月 18日(一)10：00起至 

108年 03月 21日(四)24：00止 

(跨行匯款限 108年 03月 21日 15時 30分) 

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報名⌋ 
（一律網路報名） 

108年 03月 18日(一)10：00起至 

108年 03月 22日(五)17：00止 

篩選結果公告 
108年 03月 28日(四)10：00起 

查詢網址 http://www.jctv.ntut.edu.tw/caac/ 

第 

二 

階 

段 

本校寄發或在其他網站公告複試通知及相關
資料  

108年 03月 28日(四) 

繳交本校複試費 108年 04月 09日(二)  

繳交資格審查及上傳科技校院規定書審資料  108年 04月 09日(二)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 108年 04月 12日(五) 

本校寄發成績單  108年 04月 18日(四) 

成績複查截止（郵戳為憑）  108年 04月 19日(五) 

本校網站公告正、備取生錄取名單  108年 04月 22日(一) 

☆ 
第一階段：正取生及備取生 

報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108年 04月 26日(五) 

 秘書處 

1. 106 學年度媒體刊播新聞績優單位：觀光學院、設計學院；106 學年度撰

發新聞稿績優單位：設計學院、觀光學院。 

2. 曝光校園行銷活動，相關資料如下表： 

類別 執行成果 

一、新聞媒體 

一、107.11月新聞發布 7篇： 

1.環球科技大學台灣第一所榮獲世界廚師協會認證為優質廚藝教育機

構世廚代表親自來台頒證。2.旭硝子公司與環球科技大學共展社會責

任，第四屆兒童繪畫比賽頒獎熱鬧登場。3.高中職與大學院校垂直合

作，創造精進優質教育。4.環球科大舉辦感恩饗宴活動，邀請師生、

父母團聚共享溫馨時刻。5.環球心願樹點亮希望一閃一閃亮金金

2000份心願卡 期待聖誕公公蒞臨實現。6.環球科技大學於 11月 28日

舉辦｢107 環球好聲”英”｣英語歌唱比賽。7.環球之光~綻放觀餐~二○一

八盧森堡世界盃國際廚藝競賽觀餐神雕高手再創佳績-榮獲藝術蔬果

雕類-四金八銀。 

二、11 月獲主要媒體報導情形：紙本報導 4 篇、電子報導 33 篇、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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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執行成果 

報導 1篇、社區電視報導 4篇。 

紙本：1.台灣唯一第一!環球科大獲世界廚師協會認證。2.環球科大榮

獲世界廚師協會認證為「優質廚藝教育機構」。3.雲林心願樹

幫二千童圓夢。4.環球科技大學心願樹 募耶誕禮。(4篇) 

電子：1.環球科大榮獲「2018 雲林智慧農村創意競賽」優勝及佳作。

2.台灣第一所!環球科大獲優質廚藝教育機構認證。3.環球科大

獲認證，餐飲廚藝系畢業生可獲「世廚」廚師證書。4.榮獲世

界認證環球科技大學為「優質廚藝教育機構」。5.環球科大獲

「世廚」認證餐飲廚藝系畢業生可獲「世廚」廚師證書。6.環

球科大獲世廚認證 畢業可獲三級證書。7.獨家》罹癌被預言 8

個月壽命。8.他撐一年半勇敢追廚師夢。9.環球科大獲優質廚

藝教育機構認證。10.海外求職入場券 GET！環球科大獲「世

廚」認證學生可拿雙證書。11.榮獲世界認證環球科大優質廚

藝教育機構。12.叫不起瓦斯桶盼有卡式爐 雲林徵耶誕老人為

貧童圓夢。13.「我想要一條棉被」環球科大心願樹尋找耶老

幫貧童圓夢。14.「我想要衣服因為一直都破的」為貧苦兒裡

圓耶誕禮物的夢。15.環球心願樹點亮希望一閃一閃亮金金期

待耶誕老公公實現。16.環球心願樹點亮希望一閃一閃亮金金

2000 份心願卡期待耶誕聖誕老公公蒞臨實現。17.環球心願樹

一閃一閃亮金金點亮 2000個希望。18.環球耶誕心願樹邁入 13

年扶家兒每年企盼。19.煙硝外的一抹溫馨豐喜企業圓身障者

的夢。20.在地生產可可豆推動巧克力食農教育。21.永興國小

食農教育盼巧克力成在地特色。22.巧克力食農教育永興國小

辦成果發表。23.在地生產可可豆推動巧克力食農教育。24.水

里永興國小巧克力創客成果發表。25.水里永興國小舉辦巧克

力食農教育成果發表會。26.環球科技大學舉辦感恩餐宴活

動。27.環球科大感恩饗宴共享溫馨時刻。28.環球科大感恩饗

宴 親師生享溫馨。29.「107 環球好聲〝英〞」英語歌唱比賽。

30.環球科大心願樹愛心經驗遠傳馬來西亞。31.盧森堡廚藝賽 

環球科大奪藝雕類四金八銀。32.盧森堡國際廚藝競賽 環球科

大師生奪四金八銀。33.環球之光盧森堡世界盃國際廚藝競賽

榮獲-四金八銀。(33 篇) 

電視台報導：全台第一所！世廚協會認證優質廚藝教育機構。(1篇) 

社區電台：1.雲林新聞網-環球心願樹點亮希望邀您來當聖誕老人。2.

雲林新聞網-環科大辦感恩餐會學生道出內心謝意。3.雲林新聞網

-知名企業推美感教育參賽作品歷年最多。4.南投縣政新聞-食農

教育成果發表培養學童專長認識在地產業。(4篇) 

二、社群網站 

107.11月貼文數：14篇 

1.本校士心講座 31 日邀請大德工商張錫輝副校長演講：「從築夢到理想的

實踐」。2.環球科大獲「世廚」認證餐飲廚藝系畢業生可獲「世廚」廚師

證書。3.在地生產可可豆推動巧克力食農教育。4.旭硝子公司與環球科技

大學共展社會責任，第四屆兒童繪畫比賽頒獎熱鬧登場。5.環球心願樹點

亮希望一閃一閃亮金金 2000 份心願卡期待聖誕公公蒞臨實現。6.雲林新

聞網-環球心願樹點亮希望邀您來當聖誕老人。7.本校舉辦感恩饗宴活動，

邀請師生、父母團聚共享溫馨時刻。8.恭喜!2018 盧森堡世界盃廚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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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執行成果 

11/24 日賽事獲獎。食品微型產業微電影創意大賽。10.雲林新聞網-環科大

辦感恩餐會學生道出內心謝意。11.觀餐系~榮獲 3 金 6 銀~進入總決賽

~2018 盧森堡世界盃廚藝大賽。12.恭賀本校許創辦人文志榮獲「中華民國

私立學校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13.本校於 11 月 28 日舉辦｢107 環球好

聲”英”｣英語歌唱比賽。14.狂賀!觀餐系~神雕高手~2018 盧森堡世界盃國

際廚藝競賽~再創佳績-榮獲藝術蔬果雕類-4金 8銀。 

三、活動、採訪

行銷 

一、11.09榮獲世界廚師協會認證-優質教育機構全國性記者會。 

二、11.17協辦第四屆旭硝子「藝」起暑遊趣 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暨畫展。 

三、11.26大愛電視台圓夢新舞台節目蒞校實景拍攝。 

四、禮賓業務與

出勤 

一、11月份出勤場次：9場、出勤人次：31人、出勤時數：42.5小時。 

1.雲林縣政府防毒宣導記者會。2.大慶商工餐飲科二班蒞校參訪。3.大德

工商四班師生蒞校宿營活動。4.世界廚師協會-優質教育機構全國性記

者會。5.大慶商工校慶升學博覽會。6.2018 台灣米倉田中馬拉松活動。

7.2018 第四屆旭硝子「藝」起暑遊趣 繪畫比賽頒獎典禮。8.明台高中

烘焙食品科一班參訪。9.明台高中美容科二班參訪。 

 

二、11.14 辦理第 18 屆禮賓授證典禮。 

五、專案規劃、

設計、出版

與寄送 

1.第 48期環球通訊出版編輯。 

2.第四屆旭硝子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暨畫展背板、海報、邀請卡設計。 

3.榮獲世界廚師協會認證-優質教育機構全國性記者會實錄剪輯。 

 管理學院 

1. 學術活動： 

 11/01「環球科技人文學刊」業務移轉至管理學院，委請資訊與電子商

務管理系楊士鋒副教授處理相關事務。目前投稿 2 篇，一篇不接受，

一篇修改後接受。 

 11/20 企業管理系王嘉興副教授邀請王文生博士蒞校演講，進行 ERP

證照考試訓練，師生共計 30餘人參與，學生受益良多。 

 12/14 本院葉燉烟院長參與南華大學管理學院主辦之「2018 彰雲嘉大

學校院聯盟學術研討會」，與彰雲嘉各大學校院院長廣泛就學院發展

進行交流。 

 12/15 管理學院舉辦「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東協

(ASEAN)經貿發展」(ICARE2018)。國際論壇部份於本校 DCB02 舉行，

邀請日本明治大學名譽教授百瀨 惠夫博士、印尼 Atma Jaya 天主教大

學 Lina Salim博士、日本拓殖大學名教授今村 哲博士、東海大學新南

向辦公室執行長唐明順 博士及本校健康學院教授兼院長蔡長鈞博士發

表專題演講，現場有國內產業界人士 27 人與會，以及各研究所研究

生、大學部學生交流熱絡，簽到單有 244 人參與，未簽到人士粗估

100 人。學術論文發表部份，於存誠樓舉行，現場共計發表論文 74 篇，

參與人員粗估 150人。總計約 500人參與此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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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本校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下午一點到三點半於台中人才培育中

心辦理公共事務管理專題論壇，題目為｢長照 2.0 在環球-一場產官學

界的長照政策對話」，與談者有台中市衛生局照顧管理專員張正穎，

弘道老人基金會組長廖燕秋，由本校董事長致辭並參與座談，李昭華

所長引言，游宗新老師擔任主持人，參與論壇約三十餘人。 

2. 特色活動： 

 11/12、19、26、12/03 企業管理系游景新助理教授帶領創新創業印尼

專班學生推動"精緻小農有機農產"行銷活動，配合設計方法與創意思

考課程，響應健康、快樂、幸福，從食安開始理念，感謝各單位響應。

11/20、11/27 辦理印尼美食分組創業擺攤銷售競賽，落實做中學、學

中做精神。上述六場次師生共計 100餘人次參加，廣獲好評。 

 11/12-13 企業管理系陳婉瑜副主任、系學會幹部帶領大一新生至墾丁，

體驗人際互動醞釀學習熱情，歡迎新同學加入環球企管行列，師生共

計 45人次參加。 

 11/13-14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辦理「3D 建模教學與列印實作應用

(一)(二)」研習課程，透過連結產業學院計畫，讓同學再次熟稔 3D 應

用，並實際操作使用 3D建模完成作品，參與此次活動共計 17餘人。 

 11/14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電子競技社辦理「年度科普電競主題系

列活動-環球校園電競講座」，講座內涵由電競產業廠商和知名網紅

(實況主)宣傳與闡述電競產業生態鏈，同學反應熱絡，參與此次活動

共計 90餘人。 

 11/15 行銷系吳建明老師帶領本系 6 位學生協助永年高中商經科三年

級師生前往塔吉特(豐喜)千層蛋糕參加實作課程及觀光工廠參訪，學

生反應熱烈，且獲得永年高中師生好評。 

 11/17 中企所張李曉娟所長、丁信仁副教授、許繼峰副教授、吳俊賢

助理教授帶領研一新生登山攻頂活動，鍛鍊研究生學習毅力與耐心，

強化班級經營，師生共計 36人次參加，溫馨感人。 

 11/28 企業管理系陳婉瑜副主任辦理微型企業經營管理和行銷人才就

業學程，帶領大四學生至魚池鄉東峰紅茶莊園、北埔鄉南埔社區非營

利事業組織參訪，體驗台灣農業在地經營與農村山林人情之美；12/06

再度造訪台中原境建築室內設計研究所、Dali Art 藝術廣場(經濟部台

中軟體園區)，實地訪查落實走動式學習，拓展創意創業新視野，師生

共計 60人次參加。 

 12/15 公管所辦理移地教學，早上前往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銀髮就業｢

不老夢想 125號」，進行老人服務關懷清掃活動。 

3. 師生三創競賽得獎、專利取得： 

 由劉昇雯老師輔導行銷系二、三年級學生參加電腦軟體應用證照考試，

有 24位同學通過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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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企業管理系創新創業印尼專班泰迪、牧禮等 13 名同學，榮獲本校

學涯定向輔導(EP)競賽及獎金。 

 11/24-29 中企所碩一楊竣傑同學榮獲 2018 盧森堡世界盃國際廚藝競賽

榮獲-藝術類蔬菜雕刻競賽類銀牌等榮譽。 

 11/28 企業管理系創新創業印尼專班安華榮獲「107 環球好聲英」英語

歌唱比賽佳作。 

 12/08 企業管理系林律辰同學榮獲鄭豐喜獎助學金；王云軒，劉塘莉，

李旻孺，陳煜仁和黃健彰等五位同學榮獲南山人壽菁英領袖獎學金。 

4. 其他事項： 

 11/12 董事長與管理學院全體教職同仁舉行座談會，廣泛就學校發展

建立共識，全場共 44人與會。 

 11/14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協助職涯發展中心舉辦校友就業講座，由

106 年公管所畢業所友張高華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返校在存誠樓

MB109與運保系同學進行幼兒體能產業-就業趨勢與職能分析講座。 

 11/17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黃于恬副教授進行產學合作計畫與日商旭

硝子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於 11/17 與產學計畫協同主持人觀光系林

鳳秀老師與職涯發展中心謝麗羚老師於本校 DCB02 共同舉辦 2018 第

四屆雲林縣國小兒童繪畫比賽，旭硝子董事長、本校創辦人及董事長、

雲林縣政府代表與 10 餘名國小校長主任亦親臨現場，共襄盛舉，共

展社會責任。 

 11/21 企業管理系林顯達副教授、游景新助理教授舉辦專題小論文研

習活動，邀請大成商工資處科師生蒞校參加活動，現場笑聲洋溢，計

40餘人次參與。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與天鏡科技簽署 30 萬元產

學合作計畫。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各聯繫 101 學年度畢業滿 5

年的校友及 103 學年度畢業滿三年的校友與 105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的

校友，並已辦理畢業學生系友回娘家。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完成國際專班計畫草案撰寫，

並和欣欣食品、陳淑真會計事務所、天鏡科技等公司談妥簽署合作意

向書。 

 設計學院 

1. 學術活動： 

(1) 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6 受邀參投二區高級中學社區教育均質化『多媒體與數位內容創

作教育』講座，講題：AR/VR的人才培育趨勢-鍾世和。 

 11/07參加學術倫理與資訊倫理研習-鍾世和。 

 11/09~11參與 Taiwan Knowledge Innovation Institute(TKII) 在中國杭州

舉辦之「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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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gineering(ICICE 2018) 」國際研討會，口頭發表文章 ” Issue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the Campus Planning of Privat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t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孫傳仁。 

 11/23 受邀參加 2018 食品微型產業微電影創意大賽-用鏡頭點亮台灣好

滋味，決賽評審-鍾世和。 

 11/28 參加設計學院產業菁英論壇:體驗設計－國際公司設計經驗-鍾世

和。 

2. 競賽成果： 

(1) 視覺傳達設計系 

 11/22指導學生參加本校「反毒宣導海報比賽」榮獲第一名-劉俞妤。 

 11/23 環球科大參加 2018 食品微型產業微電影創意大賽-用鏡頭點亮台

灣好滋味，全國不分級（含業界人士）三隊入圍，決賽榮獲銀獎亞軍

及佳作 2組！(冠軍與季軍皆為業界人士)-鍾世和。 

 11/23 2018「金螺獎-雲林大代誌微電影微電影」競賽，視傳四丙（原 

傳播四甲）李俊逸獲得第三名–孫傳仁。 

 11/30(主辦「文化創意 x 老街創生」設計競賽，視傳三甲梁俊浩、張

家綾、陳家文、蘇毓仁之組別獲得第一名，並獲得與螺陽基金會合作

共同開發商品–孫傳仁。 

(2)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黃明正老師指導四多動二甲陳映樺同學榮獲校內春暉專案宣導活動

「反毒宣導海報比賽」第二名。 

 張翡月老師指導四多動四乙巴凱爾同學榮獲『107 環球好聲英』英語

歌唱比賽個人組第一名。 

3. 特色活動：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11/03 舉辦美髮類家事技能競賽模擬賽，共計 8 個高職端教師與選手

26 人次參與；由莊雯如老師、系主任主辦，陳美齡老師、涂青馨老師

協辦。 

 11/09辦理 C級美睫檢定考試。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10/27-11/07 參加＜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107 年會員作品展＞(雲林

縣政府文化處‧展覽館二樓)–高從晏老師。 

 11/14 舉行視傳系(原傳播系)第 108 級畢業專題製作第一次提報–孫傳

仁。 

 11/21視傳系第 108級畢業專題製作第二次提報-劉俞妤。 

 11/25-12/05 參加＜107 第十四屆文化藝術獎-水墨、膠彩類邀請作品展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展覽館 12樓)-高從晏。 

 11/26順利完成辦理本學期校外教學－駁二 3+1展-鍾世和。 



 

28 

 11/28 主辦『產業菁英講座』，特別邀請前摩托羅拉亞洲區設計總監

邱豐順先生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體驗設計-國際公司設計經驗」，

主要針對設計學院各系大一至大四的年輕學子進行經驗分享–孫傳仁。 

 11/28(三) 主辦『產業論壇』，與會來賓為邱豐順先生、莊明振教授，

主要與設計學院各系教師進行設計產業趨勢之討論與交流–孫傳仁。 

 11/30(五) 主辦「文化創意 x 老街創生」設計競賽成果展–孫傳仁。 

 12/13中午 舉行本系「教師成長社群學術交流成長會議」–苟彩煥。 

(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劉建慧老師持續執行行動方案計畫：C3-5 及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優-

教-9-①.2。 

 葉育恩主任持續執行行動方案計畫：C3-3 及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優-

教-8-①.2及加-特-1-②。 

 黃明正老師持續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優-教-3-⑤.3。 

(4) 創意商品設計系 

 11/09 邀請生原家電奢計師蒞校演講創意商品開發實例分享，計有學

生 45 人參加，經由案例分享，使學生了解設計程序與開發製造過程。 

 11/12 邀請耘澔設計公司總經理陳志昌蒞校分享現代開發機械美學運

用實例講座，計有學生 25 人參加，經由實務分享，使學生更充分了

解設計開發過程。 

 11/12 邀請皇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課長林玉文蒞校分享商品開發

剪具設計發展講座，計有學生 30 人參加，經由剪具案例分享，使學

生更充分了解設計開發思維與流程。 

 11/14邀請陳元愷先生(開陽創意設計總經理)蒞校演講 Maker 工作坊，

計有學生 40 人參加，帶領學生了解台灣的 Maker 發展並且創作創意

商品。 

 11/17 邀請廖于仁先生(史丹利台灣設計中心包裝工程師)擔任業師協同

教學，計有學生 50 人參加，以業界商品開發與包裝設計實例，帶領

同學從實作中了解產業現況。 

 11/19 邀請耘澔設計公司總經理陳志昌蒞校分享產品開發之設計流程

與規範講座，計有學生 23 人參加，經由實務分享，使學生更充分了

解設計開發流程與設計思維的過程。 

 11/20 邀請南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副理蒞校分享商標法與著作權法

實例分享，計有學生 37 人參加，經由案例分享，使學生更充分了解

商標與著作權的重要性。 

 11/23邀請耘澔設計 總經理蒞校演講計有學生 45人參加，創意商品開

發實例分享二，經由案例分享，使學生了解設計程序與開發製造過程。 

 11/26 邀請皇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課長林玉文蒞校分享商品開發

剪具設計與模具設計實務講座，計有學生 28 人參加，經由剪具案例

分享，使學生更充分了解設計開發思維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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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 邀請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設計師陳宜珊蒞校分享設計師實務

工作與職場倫理活動講座，計有學生 22 人參加，經由職場案例分享，

使學生更充分了解設計運用及職場工作應對。 

 11/27 邀請南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副理蒞校分享智慧財產權與專利

申請運用，計有學生 35 人參加，經由案例分享，使學生更充分了解

專利與智慧財產的重要性。 

 11/27、29 李林兼老師帶領學生前往台大雲林分院進行社區服務-聖誕

節佈置工作。 

 11/28 邀請洪蘇鈺雯小姐(藏野藝術工作室設計師)擔任業師協同教學，

計有學生 50 人參加，以業界商品開發與包裝設計實例, 帶領同學從實

作中了解產業現況。 

4. 社會服務：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11/14、28至成大醫院、臺大醫院義剪。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11/14勞動部人提計畫輔導顧問會議-鍾世和。 

 11/23 擔任 2018「金螺獎-雲林大代誌微電影微電影」競賽審查會委員

–孫傳仁。 

(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蔡佳惠老師 11/2、6、7、9、14、19 至莿桐樂齡學習中心、老人福利

保護協會、十三里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照 2.0-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方案。 

5. 產學合作： 

(1) 視覺傳達設計系 

 正心音樂演奏會背景影片插畫繪製-高從晏。 

 11/13 與 Solidworks 台中區負責談於台中人才中心開班的合作可行性-

鍾世和。 

 11/20 與 Solidworks 董事長約談於台中人才中心開班的最新版軟體免

費支援的洽商-鍾世和。 

 11/27 與陳顧問洽商享城食品未來產學合作機會(生技與行銷領域) -鍾

世和。 

(2)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黃明正老師完成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正心愛樂管弦樂團動態影像設計製

作計畫(ORDR-E-107-013)。 

 觀光學院 

1. 學術活動 

(1)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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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祥老師於 11.02-04 第八屆中國第二語言學習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 

(2)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詹芬樺 11.11 參與 2018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與李宗鴻教授是共同主

持人)「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永續指標建構、市場區隔、競爭績效

分析」。 

 詹芬樺 11.17-18參與 2018 科技部研究計畫 (與李宗鴻教授是共同主持

人)「原住民觀光意象、真實性體驗、與社會認同的結構模式: 阿美族

豐年祭、賽 夏族矮靈祭、排灣族豐年祭、及達悟族飛魚祭的實證研

究」。 

 丁一倫、許良仲 11.25 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飲料

調製」職類丙級術科測試監評人員研討會。 

 許純碩 11.29參加 2018商業與數位創新國際研討會發表 SI-B-4搖滾文

化對大專生應通識課程認知學習、學習態度、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 

(3)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林鳳秀、吳世卿與王怡分等 4 位同學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

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基於阿美族發祥地之自行車旅遊規劃。 

 2 位同學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濟

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台東地區深度旅遊遊景點初探-以電光部落

為例。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

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非正式課程對中學生影響之研究。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

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桃園埤塘之綠美化改造對於民眾與生態環

境的影響。 

 學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

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以桃園市復興區水蜜桃季為例。 

 2 位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生物炭對土壤保水性及台灣藜麥成長影響之研究。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

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桃園市復興區環保志工低碳認知、態度及

行為之研究。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攀樹活動參與者之生活效能研究。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發表-田尾公路花園觀光產業發展之研究。 

 12.08 參與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發表-自行車道中高齡騎乘者騎乘動機、車道設施滿意度、流暢經

驗與休閒效益之探討-以大溪老街至龍潭三坑老街自行車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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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賽活動 

(1)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11.24-28 柯明宗老師帶領四技三乙劉峰銘同學及中企所碩一生楊竣傑

同學參與 2018 盧森堡世界盃國際廚藝競賽-藝術類蔬菜雕刻競賽，師

生參賽項目共計 12項，榮獲 4金 8銀。 

3. 特色活動 

(1)應用外語系 

 11.18 李建宏老師指導大成商工餐飲科四位學生參加第 22 屆金爵獎

Golden cup國際調酒大賽，獲得二銅及三佳作的佳績。 

 11.18-24 芳賀俊成老師帶領 11 位同學辦理「主題式海外見習」赴日本

進行文化體驗活動。 

 12.04 賴錦全老師指導義峰高中應外科 1 名學生，參加「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 107 學年度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職場英文類」，通過第一階

段學科及入圍第二階段複試之佳績。  

 (2)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11.08 邀請大成學生參與本系辦理的環境教育活動，進行以愛樹為出

發點之攀樹體驗及低污染之自行車生態旅遊等活動。 

 11.14 邀請永年中學學生參與本系辦理的環境教育活動，進行以愛樹

為出發點之攀樹體驗及低污染之自行車生態旅遊等活動。 

(3)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配合校務發展執行行動方案-(C4-1：結合雲林縣農產特色，開發婚宴

西點和喜餅)- 績效指標:產學合作。 

 配合校務發展執行行動方案-(C4-3：以休閒住宿及創意餐飲特色，培

育旅館管理與餐飲服務之全方位人才)-績效指標:結合管家服務為特色

的旅館。 

 11.19 丁一倫主任與黃孟立老師及許良仲老師邀約陶朱行朱州哲經

理辦理 2018 薄酒萊紅酒體驗課程與創意調酒體驗課程講座 2 場，

參與學生 170位。 

 11.21 呂瓊瑜老師邀約華山觀止餐廳陳霜霜經理辦理婚宴企劃管理

講座及薄荷島餐廳李育如執行長辦理特色餐廳創業講座 2 場，參

與學生 140位。 

 11.22 丁一倫主任與本屋烘焙坊推廣在地農產品烘焙食品實地教學

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 

 11.22 許良仲老師邀約裕元花園酒店許家福西餐主廚分享創意料理

製作，參與學生 50位。 

 11.23 丁一倫主任帶領觀餐系 38 位學生至北港好住民宿體驗在地

旅館管家實務課程。 

 11.28 詹芬樺老師與黃孟立老師邀約華廈訓評黃玲娟執行長辦理國

際禮儀接待員服務講座，參與學生 9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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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飲廚藝系 

 配合校務發展執行行動方案-(C4-2：設計結合本校實習餐廳與餐飲實

習課程之婚宴餐點)-績效指標: 開課場次及承辦案件。 

 配合校務發展執行行動方案- (C4-4：辦理「健康樂活蔬果體驗營」，

體驗樂活、低碳及環保的飲食製作)-績效指標: 業師體驗營(場次)及報

名人次。 

 11.09於台北教育部辦理，通過世界廚師協會認證〜優質廚藝教育

機構記者會。 

 11.10劉禧賢主任與郭木炎老師及王貴正老師協助辦理雲林縣政府

舉辦食藝慶典-千人辦桌雲遊國際食藝交流活動。 

 11.11劉禧賢主任與張原賓老師協助辦理雲林縣政府舉辦食藝慶典

-千人野餐 親子草地音樂會。 

4. 社會服務 

(1)應用外語系 

 配合校務發展執行行動方案- (C4-7：規劃「社區外語導覽解說人員」

課程，媒合地方導覽人才需求)- 績效指標: 跨領域學程教材、參與學

生人次。 

 11月每週二、四、五固定派 2組經過教學訓練的同學執行國教署

「大手攜小手計畫」，到新光國小和鎮東國小輔導 2~6年級同學

提升英文能力；每週一、二、四固定派 1組經過教學訓練的同學

到溝壩國小輔導英文程度不佳的學童，期許能透過此計畫降低偏

鄉教育資源差距的影響及對於社區外語的基礎認識。 

 健康學院 

1. 學術活動： 

(1)生物技術系 

 11/23協助辦理 2018全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 

2. 特色活動： 

(1)設計學院 

 11/14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優-教-3-(5).5 本位課程結合教學品保審查會

議」，邀請學界及業界專家委員共 8 位出席，檢視各系本位課程結合

教學品保執行概況，提供具體建議落實課程檢核機制。。 

 11/14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優-教-4-(3).4 學院特色課程檢討會議」，邀

請國立台南護專蔡佳芳主任針對學院特色課程提出建言，以符應學院

教育目標，增進學生對專業學習之成效，達專業人才培育與養成。 

 11/27 辦理 107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計畫「品德教育講座(第

二場)」活動，本次特邀請崇德書院馬家駒執行長進行演講活動，共計

206人參加。 

(2)運動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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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舉辦 2018 運保系砂鍋盃排球、籃球賽，透過班際競賽讓新生與

學長姐們有更多交流與認識的機會，系上教師也下場共同參與，促進

本系向心力。 

(3)幼兒保育系 

 11/13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加-特-2-(3)環球心願樹啟動儀式。 

 11/20辦理職涯講座：如何在幼兒園扮演稱職的保育人員。 

(4)生物技術系 

 11/6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優-教-3-⑤.5 定期檢討精進產業連結本位課

程」，邀請蘇俊睿業界代表及林明慧校友代表擔任審查委員，審查本

系(所)教學品保計畫書修訂；本系(所) 「107學年度核心能力對應校、

院及課程權重設定」修訂；本系(所)本位課程修訂計畫書。 

 曾雅秀老師於 11/16 曾雅秀老師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優-教-7-(1)-5 彈

性調整固定授課模式制度及強化課程品質措施」分享「食品檢驗分析

單元操作」之講座，並進行證照考試術科驗練。 

 曾雅秀老師於 11/21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深-特-2 研發推廣雲林縣養生

農特食品」邀請三遠生技有限公司李首清總經理分享「花生栽培及加

工加值」及臺旺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麒升董事長分享「健康養生

農產品加工」之講座。 

 曾雅秀老師於 11/28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深-特-2 研發推廣雲林縣養生

農特食品」邀請玉山鑫有限公司廖偉志總經理分享「健康米食加加值」

之講座。 

3. 社會服務： 

(1)設計學院 

 蔡長鈞院長於 11/16 偕同生技系學生至東明國中帶動 4Q 品德教育成

長課程。 

(2)運動保育系 

 黃子涵老師於 11/06 偕同防護隊同學與系助理前往西螺文昌國小討論

運動防護。 

 師生飛輪有氧課程活動。每週二〜五，17:00 至 18:00。分別由學生教

練張浩晉、賴政憲、朱家誼與林致豫提供 5 星健身房等級的帶領，教

練群不只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也同步累積經驗提升本職學能。 

(3)生物技術系 

 曾雅秀老師於 11/4出席 107年台中市食品衛生自主管理評核委員。 

(4)幼兒保育系 

 柯婷文老師於 11/01 擔任「107 年度雲林縣托嬰中心評鑑」評鑑委員。 

 張美鈴主任於 11/11 主持「107 年度雲林縣托嬰中心評鑑」檢討會議。 

4. 產學合作： 

(1)運動保育系 



 

34 

 11/20 開辦飛輪運動非學分班-火曜晨班，共有校外人士 21 名參與，由

陳昶旭主任授課，校外人士皆讚譽有加，已陸續加開班級中。 

 11/30 開辦飛輪運動非學分班-金曜夜班，共有校外人士 15 名參與，由

陳昶旭主任授課，校外人士皆讚譽有加，已再於 12 月份持續加開課

程。 

(2)生物技術系 

 曾雅秀老師於 11/15 與梅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契約。 

 尤澤森老師於 11/19與圭賚生技田園簽訂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契約。 

5. 競賽成果： 

(1)生物技術系 

 日四技三甲林春桂同學及生技所二甲楊芷盈同學在前蔡佳芳主任與許

又文老師指導下之論文「迷迭香酸緩解乾眼症之實驗動物模式探究」，

獲得「2018 全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競賽，醫

療保健生技與健康產業組佳作。 

6. 其他： 

(1)運動保育系 

 11/30 大專學務長會議安排各校學務長至本系參觀，由陳昶旭主任簡

介並引導體驗各式專業教學設備、當場接受運動防護處置，會後更有

多位學務長圍著黃子涵老師詢問運動防護相關問題。 

 通識教育中心 

1. 學術活動： 

 11/02 王雪芳老師參與 107 年度職場安全衛生頒獎活動暨一般教育訓

練。 

 11/07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學術倫理研習課程，主題名稱：「學術倫理

與資訊倫理研習」，主講人：楊智傑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參與人數 50人。 

 11/11 蘇倫慧老師擔任「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審

稿委員。 

 11/13王雪芳老師輔導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11/16 謝金安主任偕吳樹屏老師、陳建宏老師、游宗新老師參與建國

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觀課共學研討會」，並邀請謝金安主任及陳建宏

老師擔任講評人，另兩位教師則為發表人。 

 11/19 廖婉君老師至雲林縣文化處擔任全縣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

比賽「打擊樂合奏及木琴獨奏項目」評審委員。 

 11/28 張翡月老師、廖婉君老師、許嫚珊老師擔任「107 環球好聲英」

評審委員。 

 11/28 吳樹屏老師參與教學發展中心所辦理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

撰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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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1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優-教-1-①提升中文能力推動「存誠寫作、

務實 Talk」，提升中文能力-「中文自傳競賽」活動。(鄧秀梅老師)。 

2. 特色活動： 

 11/13 舉辦第二場「士心講座」，講題名稱：「愛你所選，選你所

愛」，主講人：西螺農工蔡天德校長，參與人數 309人。 

 11/15舉辦圓夢計畫甄選活動，共有 90組團隊報名參加。 

 11/28 舉辦「107 環球好聲英」地點創意樓教學演講廳，全校參與師生

共 297 位，個人組及團體組選手共 31 位，經過一番激烈競爭後，高

手們從比賽脫穎而出，個人組及團體組各取前三名與佳作三名。 

 11/30 辦理圓夢計畫評分活動。(吳樹屏老師、巫淑寧老師與校外專家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薛清江副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3. 社會服務： 

 11/2、7、9、14、16、19 長照 2.0 計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莿桐

樂齡學習中心，老人福利保護協會，十三里社區發展協會。(蔡佳惠老

師) 

 11/28 建成國中-107 年度校園認輔志工兒少心理健康知能培訓課程。

(蘇倫慧老師) 

4. 產學合作： 

 朱祖德老師與酒友社美食文化有限公司簽訂「唐代酒類生產與產地的

分布」產學合作案，金額 100,000。 

5. 其他： 

 11/08巫淑寧老師至陽明工商入班協同教學。 

決定： 

肆、討論事項(20分鐘) 

案由一：107 年度下半年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國內進修案及 107 年度

技能提昇案，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運用辦法，及107年度第2次獎助

行政人員經費運用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詳如下表： 

經費執行情形一覽表 

支用項目 

金額 

備註 
年度預算 

上半年執行

金額 

下半年可運

用金額 
申請金額 初審金額 複審金額 未執行金額 

研習 $226,696 $59,260 $167,436 $80,089 $80,089 $80,089 $68,311 由研習項

目流用

$19,036 至

進修項目

內。 

進修 $80,964 $50,000 $30,964 $86,610 $50,000 $50,000 $0 

技能提昇 $80,964 -- $80,964 $25,000 $16,665 $16,665 $64,299 

合計 $388,624 $109,260 $279,364 $188,699 $146,754 $146,754 $132,610 

二、 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件，107年度下半年可支用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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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6，本次申請案件共計32案，申請金額為$80,089，人事室初審

金額為$80,089；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經複審通過之案件金額

為$80,089。詳如附件一之附表一，p38~39所示。 

三、 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案，107年度下半年可支用金額為$30,964，本

次申請案件共計1案，申請金額為$86,610，人事室初審金額為$50,000；

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案經複審通過之案件金額為$50,000(由研習項

目中流用$19,036)。詳如附件一之附表二，p40所示。 

四、 獎助行政人員技能提昇案，可運用金額共計$80,964，本次申請案件共

計3案，申請金額為$25,000，人事室初審金額為$16,665；各申請案複

審之結果詳如附件一之附表三，p40所示。 

五、 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相關經費107年度未執行完畢金額為研習

$68,311、及技能提昇$64,299，共計$132,610擬流用至獎勵補助經費經

常門三年內新聘教師薪資內。 

擬 辦：通過決審之案件及金額，將依規定撥入案件申請人帳戶內，並請於年

底前完成核銷手續。 

決 議：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運用辦法」修正案，請討

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修正條文內容。 

二、 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

p.41~43。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支用要點」修正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 因應教育部實務增能計畫不再延續補助實習相關經費，且為使經費更

有效彈性應用，故修改相關條文。 

二、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三，p.44~46。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案，請討論。(提案單位：研

發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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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107學年度校友會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07.08.28)決議辦理。 

二、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p.47~51。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伍、臨時動議(5分鐘)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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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  

編

號 
活動日期 姓名 單位 獎助事實摘要 

申請 

金額 

初審 

金額 

複審 

金額 

決審 

金額 
備註 

1 08.03 周宛庭 學務處 
107 年度公私立技專校院助學

措施研討會 
1,305 1,305 1,305   

2 08.03 陳雅雯 學務處 
107 年度公私立技專校院助學

措施研討會 
1,305 1,305 1,305   

3 08.03 劉泳樑 
附設進修

院校 

107 年度公私立技專校院助學

措施研討會 
1,454 1,454 1,454   

4 

08.01 、

08.22-

08.24 

賴國銓 圖資處 CHFI 課程研習 5,048 5,048 5,048   

5 08.07 賴貞妃 學務處 
大專院校護理人員緊急傷病知

能研習會 
706 706 706   

6 
08.06-

08.10 
謝東倫 圖資處 圖書館網路與社群行銷研習班 17,054 17,054 17,054   

7 09.09 周宛庭 學務處 

107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

獎助學金系統平臺說明暨交流

研習會 

1,185 1,185 1,185   

8 09.09 林建政 全教處 

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

獎助學金系統平臺說明暨交流

研習會 

2,040 2,040 2,040   

9 
08.09-

08.10 
廖麗華 學務處 

107 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

理研習會 
1,640 1,640 1,640   

10 08.15 廖麗華 學務處 
107 年度大專校院理人員緊急

傷病救護技術訓練 
786 786 786   

11 08.28 陳駿林 學務處 107年全國課外活動主管會議 1,394 1,394 1,394   

12 
08.20-

08.24 
陳明招 稽核室 BS10012 LAC 教育訓練課程 11,574 11,574 11,574   

13 

09.05 、

09.12 

09.19 、

09.26 

謝婷如 全教處 勞動部 TTQS教育訓練課程 5,360 5,360 5,360   

14 

09.05 、

09.12 

09.19 、

09.26 

陳泳溱 全教處 勞動部 TTQS教育訓練課程 5,360 5,360 5,360   

15 09.06 賴貞妃 學務處 勞造動態環境工作坊 706 706 706   

16 09.06 林淑文 人事室 

107 年因應學校與教師工會進

行團體協約協商解決方案實施

計畫 

1,032 1,032 1,032   

17 09.06 姚子琪 人事室 

107 年因應學校與教師工會進

行團體協約協商解決方案實施

計畫 

1,032 1,032 1,032   

18 09.14 賴錦全 校發室 
校務研究視覺化工具 -Tableau

實務教學工作坊 
1,420 1,420 1,420   

19 09.26 劉柏麟 總務處 
107 年度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

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820 82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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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日期 姓名 單位 獎助事實摘要 

申請 

金額 

初審 

金額 

複審 

金額 

決審 

金額 
備註 

20 
09.27-

09.28 
詹慧純 圖資處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訊行

政主管研討會 
3,605 3,605 3,605   

21 10.05 鄭幼旻 教務處 
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說明會暨工作坊 
629 629 629   

22 10.30 徐立庭 國際處 

107 年華語文教育機構升級輔

導計畫優良機構觀摩參訪暨模

組化課桯 

2,890 2,890 2,890   

23 11.01 陳俊鵬 學務處 
教育部 107 年大專院校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業務研習 
706 706 706   

24 11.08 吳旻珍 學務處 
107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及座談會 
2,100 2,100 2,100   

25 11.08 柯筑雅 學務處 
107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及座談會 
2,100 2,100 2,100   

26 11.08 陳俊鵬 學務處 
教育部 107 年大專校院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相關資源研習 
706 706 706   

27 11.09 楊湘如 學務處 
107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導師制

度研討會 
526 526 526   

28 11.08 謝東倫 圖資處 
雲端架構下圖書館聯盟新思維

研討會 
506 506 506   

29 
11.15-

11.16 
吳開衍 學務處 

教育部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賃居輔導服務工作研討會 
1,300 1,300 1,300   

30 11.14 周宛庭 學務處 
帶著希望起飛-臺大弱勢學生生

活輔導與國際讀書會經驗分享 
1,640 1,640 1,640   

31 12.04 劉柏麟 總務處 
107 年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能

提升暨風險評估觀摩研討會 
706 706 706   

32 12.21 賴國銓 圖資處 CHFI 課程研習(考試) 1,454 1,454 1,454   

小計 80,089 80,089 8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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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獎助事實摘要 

(進修學校系所) 
申請金額 初審金額 複審金額 決審金額 備註 

1 梁雅雯 會計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

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83,610 50,000 50,000   

總計 83,610 50,000 50,000   

 

附表三：獎助行政人員技能提昇 
編

號 
姓名 單位 獎助事實摘要 級別 

申請 

金額 

與本職

相關基

數 

初審 

金額 

複審 

金額 

決審 

金額 
備註 

1 陳麗華 創設系 
NBPDC 新事業規劃及發

展能力檢定 
等同丙級 5,000 2/3 3,333 3,333  

 

2 鍾雅儷 稽核室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

稽核員(BS10012:2017/ 

ISO29100) 

等同乙級 10,000 2/3 6,666 6,666  

 

3 陳明招 稽核室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

稽核員(BS10012:2017/ 

ISO29100) 

等同乙級 10,000 2/3 6,666 6,666  

 

小計 25,000  16,665 1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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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運用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助之行政人員進修研習內容如

下: 

一、研習 

(一)參加校外研習: 

1.申請條件:本校行政人員經核定以

公假參加校外研習、訓練、研討會及

可增進行政知能之活動等，得於上半

年 6 月 15 日前、下半年 11 月 15 日

前提出申請。 

2.獎助經費:......以下略以 

第四條 

本辦法助之行政人員進修研習內容如

下: 

一、研習 

(一)參加校外研習: 

1.申請條件:本校行政人員經核定以

公假參加校外研習、訓練及研討會

等，得於上半年 6 月 15 日前、下半

年 11月 15日前提出申請。 

2.獎助經費:......以下略以 

 

 

 

 

 

增加可申請研

習獎助之條件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一) 申請資格：本校職員工（含約

聘、僱人員）符合下列情況者，自

取得與本職相關證照後三年內，得

於每年 8 月初至 10 月底前提出申

請，每案以申請一次為限。 

1. 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專業執照(如

律師、會計師等)者。 

2. 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甲級技術士或

同等級者。 

3. 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乙級技術士或

同等級者。 

4. 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丙級技術士或

同等級者。 

第一目級數資格認定之資格，係由政

府單位辦理並發給之證照；同等級之

認定參考本校「證照獎勵分級表」辦

理。 

(二)獎助金額:….以下略以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一) 申請資格：本校職員工（含約

聘、僱人員）符合下列情況者，自

取得與本職相關證照後三年內，得

於每年 8 月初至 10 月底前提出申

請，每案以申請一次為限。 

1.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專業執照(如

律師、會計師等)者。 

2. 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甲級技術士或

同等級者。 

3.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乙級技術士或

同等級者。 

4.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丙級技術士或

同等級者。 

第一目級數資格之認定依據教育部頒

定之「私立技專校院實務經驗及證照

師資審查原則」辦理；同等級之認定

參考本校「證照獎勵分級表」辦理。 

(二)獎助金額:….以下略以 

 

 

 

 

 

 

 

 

 

 

 

 

 

 

配合教育部廢

止 本 審 查 原

則，並確認其

技術士之證照

係由政府單位

所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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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運用辦法【修正後】 

第 8次行政會議(91.08)制定 

第 9次行政會議(91.11)修正 

第 28次行政會議(96.06)修正 

第 36次行政會議(97.04)修正 

第 54次行政會議(99.07)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10次行政會議(100.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21次行政會議(101.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46次行政會議(103.1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xx次行政會議(107.xx)修正 

第一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特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獎助，其金額係以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

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為限，並設專帳開列；供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進修與技

能提升等項目專款專用，並經行政會議通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行政人員係指本校實際參與行政工作之相關人員。 

第四條  本辦法獎助之行政人員進修研習內容如下： 

一、研習： 

(一)參加校外研習： 

1.申請條件：本校行政人員經核定以公假參加校外研習、訓練、研討會及

可增進行政知能之活動等，得於上半年 6月 15日前、下半

年 11月 15日前提出申請。 

2.獎助經費：交通費、生活費(雜費及住宿費)、註冊費或報名費。 

3.獎助金額：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中「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列支，每人每案最高獎助貳萬元，

每人每年最高參萬元，超過參萬元者應提行政會議專案審查。  

4.檢附資料：「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申請表」、核定以公假參加研

習之文件影本、心得報告及研習所得相關資料各一份。 

(二)舉辦研習活動： 

1.申請條件：本校各單位舉辦校內相關業務研討會或專題演講，或舉辦團

體校外實務參訪活動，得於校長核定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2.獎助金額：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規定列

支，每案獎助經費以不超過壹拾萬元為原則，超過壹拾萬元

者應提行政會議專案審查。 

3.檢附資料：「獎助行政人員舉辦校內研習申請表」。 

4.結案報告：申請人應於結案後一個月內提交成果報告書一份，否則應繳

回獎助金。 

(三)研習申請案應於核銷時檢附研習心得報告與活動成果電子檔至業務承辦單

位，並上網公告之。 

二、進修：國內進修(含選讀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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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職員依本校「職員在職進修暨校內選讀辦法」申請進

修，經審查通過進修者，得於上學期 10月底前、下學期 4月底前提出申

請。 

(二)獎助經費：註冊費或學分費。 

(三)獎助金額：每人每學期最高獎助伍萬元，以獎助四學期為限。 

(四)檢附資料：「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申請表」、核准進修文件影本或在學

證明（學生證影本）。 

三、技能提升： 

(一)申請資格：本校職員工(含約聘、僱人員)符合下列情況者，自取得與本職

相關證照後三年內，得於每年 8月初至 10月底前提出申請，每案以申請

一次為限。 

1.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專業執照（如律師、會計師等）者。 

2.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甲級技術士證照或同等級者。 

3.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乙級技術士證照或同等級者。 

4.在本校服務期間取得丙級技術士證照或同等級者。 

第一目級數資格認定之資格，係由政府單位辦理並發給之證照；同等級之認

定參考本校「證照獎勵分級表」辦理。 

(二)獎助金額： 

1.符合第一目之 1資格：最高獎助伍萬元。 

2.符合第一目之 2資格：最高獎助參萬元。 

3.符合第一目之 3資格：最高獎助壹萬元。 

4.符合第一目之 4資格：最高獎助伍仟元。 

(三)檢附資料：「獎助行政人員提升技能申請表」及相關證照影本。 

第五條  以上獎助經費之運用與相關審查文件，由行政會議指定若干審議委員審議後，送

請行政會議核備。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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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支用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以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為控

管單位。各系應於學生實習實

施前，向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

中心提出支用計畫。 

三、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得依

預算進行調整各系實習訪視業

務經費，提報「學生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費運作

方式如下: 

(一)各系實習鐘點費分配原則 

1.實習訪視輔導教師學期實領

鐘點費:學分數×（訪視學生數

/全班學生人數）×2 次訪視

/18 週×加權倍數，加權倍數

得依預算進行調整，提報「學

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

通過。 

2.實習訪視輔導之每位實習訪

視輔導教師每一學分鐘點費皆

以 575元計算。 

(二)各系實習訪視差旅費申請

原則 

1.實習訪視差旅費報支方式，

依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國

內外出差派遣暨出差旅費報支

辦法核支。 

2.同一實習機構每學期以訪視

2 次為原則，有特殊事件處理

時，另外提出申請。 

五、各系實習訪視業務費用項目核

銷時，依本校會計室規定，須

檢據相關證明資料，並以實支

實付為原則。 

二、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以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為

控管單位，經費運作方式如

下: 

(一)各系實習鐘點費分配原則 

1.在同一廠商實習生每學期

以訪視 2 次為原則，各

系若另有規定，則從其

規定；經費分配以 2 次

為限，有特殊事件處理

時，另外提出申請，補

助經費依學校財務斟酌

補助。 

2.實習訪視輔導教師實領鐘

點費:學分數×（訪視學生

數/全班學生人數）×2 次

訪視/18 週×加權倍數 2

為各實習訪視輔導老師

該學期實領鐘點為原

則，加權倍數得依預算

進行調整，提報「學生

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審議通過。 

3.實習訪視輔導之每位實習

訪視輔導教師每一學分

鐘點費皆以 575 元計

算。 

4.海外實習訪視各系配合學

術活動或其他系上海外

活動進行訪視，並以專

簽呈請校長簽核。 

(二)各系實習訪視差旅費申請

原則 

1.實習訪視差旅費報支方

式，依環球科技大學教

職員工生國內外出差派

遣暨出差旅費報支辦法

核支，各出差小距離以

公車最高票價申請。 

2.以同一實習機構每學期以

訪視 2 次為原則，有特

殊事件處理時，另外提

1. 因應教育部實務

增能計畫不再延

續補助實習相關

經費，且為使經

費更有效彈性應

用，故修正第二

點。 

2. 避免原要點第二

點條文冗長，修

正分述為第二點

至第五點，且依

現況進行增修部

分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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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出申請。 

(三)各系實習訪視業務費申請

原則 

1.系上實習訪視業務費用

由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

中心統一控管，請各系

於學期實習訪視實施

前，統一向研究發展處

職涯發展中心提出支用

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

施，並以實支實付為原

則。 

2.各系實習訪視業務費用

項目以下列標準為原

則，但得依預算進行調

整，提報「學生校外實

習輔導委員會」審議通

過。 

(1)印刷費(實習手冊、合

約書、實習講座資料

及其它實習相關資料)

每位學生 250元。 

(2)職前座談費用，校外

講座鐘點費 1600 元/

小時，校內講座鐘點

費 800元/小時。 

(3)工讀費用：協助各

系、行政單位處理實

習各項業務，推動實

習系科分配 70 小

時，每位學生再增編

1小時。 

3.各系實習訪視業務費用

項目核銷時，依本校會

計室規定，須檢據實際

正本學生簽名資料。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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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支用要點【修正後】 

97學年度第 2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98.07)訂定 

100學年度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100.08)修正 

100學年度第 2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101.03)修正 

104學年度第 2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105.04)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70次行政會議(106.04)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xx次行政會議(107.xx)修正 

 

 

一、為規劃支應學生校外實習之訪視及輔導所發生之費用，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

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支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經費以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為控管單位。各系應於學生實

習實施前，向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提出支用計畫。 

三、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得依預算進行調整各系實習訪視業務費用項目，提報「學生

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費運作方式如下: 

(一)各系實習鐘點費分配原則 

1.實習訪視輔導教師該學期實領鐘點費:學分數×（訪視學生數/全班學生人數）×2

次訪視/18 週×加權倍數，加權倍數得依預算進行調整，提報「學生校外實習輔

導委員會」審議通過。 

2.實習訪視輔導之每位實習訪視輔導教師每一學分鐘點費皆以 575元計算。 

(二)各系實習訪視差旅費申請原則 

1.實習訪視差旅費報支方式，依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國內外出差派遣暨出差

旅費報支辦法核支。 

2.同一實習機構每學期以訪視 2次為原則，有特殊事件處理時，另外提出申請。 

五、各系實習訪視業務費用項目核銷時，依本校會計室規定，須檢據相關證明資料，並以

實支實付為原則。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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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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環球科技大學優秀校友暨傑出

校友遴選要點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

點 

依 107 學年度校友會發

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

定 變 更 法 規 名 稱 。
(107.08.28) 

一、本校為表彰關懷母校、推

動社會公益及對國家有具

體貢獻之校友，以樹立校

友楷模，特訂定「環球科

技大學優秀校友暨傑出校

友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一、本校為表彰關懷母校、推

動社會公益及對國家有具

體貢獻之校友，以樹立校

友楷模，特訂定「環球科

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配合法規名稱變更進行

增修。 

二、凡本校之校友(含畢業、肄

業及結業)，符合下列事蹟

之一者，其優秀傑出表現

足為後學之楷模者，皆具

被推薦之資格。 

(一)學術與技藝類：從事學

術研究或技藝能表現，有

卓越成就者。 

(二)產業菁英類：自行創業

或擔任重要職務，有優異

成就者。 

(三)社會服務類：從事各類

社會服務工作或擔任公

職，有傑出表現或貢獻

者。 

(四)特殊貢獻類：對本校校

務發展或宣揚校譽，有重

大貢獻者。 

二、凡本校之校友(含畢業、肄

業及結業)，符合下列事蹟

之一者，其傑出表現足為

後學之楷模者，皆具被推

薦之資格。 

(一)學術與技藝類：從事學

術研究或技藝能表現，有

卓越成就者。 

(二)產業菁英類：自行創業

或擔任重要職務，有優異

成就者。 

(三)社會服務類：從事各類

社會服務工作或擔任公

職，有傑出表現或貢獻

者。 

(四)特殊貢獻類：對本校校

務發展或宣揚校譽，有重

大貢獻者。 

配合法規名稱變動進行

增修。 

三、推薦程序與方式: 

(一)優秀校友遴選推薦： 

1.每年辦理一次。 

2.學校每年三月底前，應

知會各系(所)推薦優秀

校友候選人。 

3.優秀校友候選人，由各

系 (所 )依據其優秀系

(所)友遴選要點遴選出

的優秀系 (所 )友推薦

之。 

4.各系(所)應於六月三十

日前詳列優良事蹟推薦

三、學校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前，應函告校友會、各系

(科)所、各學院公開推薦傑

出校友候選人，並詳列優

良事蹟，送交研究發展處

校友服務中心彙辦。 

1 依 107 學年度校友會發

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

定增加優秀校友獎項和

變 更 推 薦 程 序 。
(107.08.28) 

2 將原法規第 3 點和第 4

點刪除，另在修正後法

規增列第 3 點規範優秀

校友和傑出校友的推薦

程序與方式。 

四、推薦方式：由下列方式之

一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推

薦候選人： 

(一)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或

教學單位。 

(二)校、系(科)、所友會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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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優秀校友候選人，送交

研究發展處校友服務中

心彙辦。 

(二)傑出校友遴選推薦： 

1.每二年辦理一次。 

2.歷年優秀校友為當然傑

出校友候選人，學校於

辦理年度的三月底前應

知會其增補優良事蹟。 

3.傑出校友候選人應於六

月三十日前增補其優良

事蹟，送交研究發展處

校友服務中心彙辦。 

(三)由校友十人以上之連署

推薦。 

(四)由服務機關首長推薦。 

四、本要點為舉薦遴選優秀校

友暨傑出校友，應組成

「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辦理優秀校友暨傑

出校友候選人審議事宜。 

五、本要點為舉薦遴選傑出校

友，應組成「傑出校友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辦理傑出校友候選

人審議事宜。 

1 配合法規名稱變動進行

增修。 

2 條次變更。 

五、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

員，副校長、各學院院

長、全民教育處處長為當

然委員，研究發展長擔任

執行秘書，其餘委員由校

長聘請校內教師五位、校

友代表一位及社會賢達人

士二位擔任之。委員任期

二年，得連任，均為無給

職。 

六、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

員，副校長、各學院院

長、終身教育處處長及進

修院校校務主任為當然委

員，研究發展長擔任執行

秘書，其餘委員由校長聘

請校內教師五位、校友代

表一位及社會賢達人士二

位擔任之。委員任期二

年，得連任，均為無給

職。 

1 依現況學校組織架構

和名稱進行修正。 

2 條次變更。 

六、本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

開，遴選本校優秀校友暨

傑出校友；當年度傑出校

友名額以不逾八名為原

則。 

七、本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

開，遴選本校傑出校友；

當年度傑出校友名額以不

逾八名為原則。 

1 配合法規名稱變動進

行增修。 

2 條次變更。 

七、本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

視情況召開臨時會議。 

八、本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視情

況召開臨時會議。 

條次變更。 

八、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遴選

須經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可

開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

(含)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九、傑出校友遴選須經評審委

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始可開會，出席

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同意

始可決議。 

1 配合法規名稱變動進

行增修。 

2 條次變更。 



附件四 

49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九、表揚方式：於公開場合表

揚，並頒發獎座及證書，

其優秀傑出事蹟公開展示

並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刊物

廣為宣揚。 

十、表揚方式：於校慶公開場

合表揚，並頒發「傑出校

友」獎座及證書，其傑出

事蹟於校慶期間公開展示

並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刊物

廣為宣揚。 

1 配合法規名稱變動進行

修正。 

2 刪除僅在校慶典禮表揚

的侷限性，以擴大公開

表揚的場合。 

3 條次變更。 

十、凡該年度未獲選之候選

人，推薦單位可於次年重

新推薦參選。 

十一、凡該年度未獲選之候選

人，推薦單位可於次年

重新推薦參選。 

條次變更。 

十一、優秀校友或傑出校友行

為有損校譽者，經本委

員會決議，撤消其優秀

校友或傑出校友資格，

並追回獎座及證書。 

十二、傑出校友行為有損校譽

者，經本委員會決議，

撤消其傑出校友資格，

並追回獎座及證書。 

1 配合法規名稱變動進行

增修。 

2 條次變更。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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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後】 

第 35次行政會議(97.02)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8次行政會議(100.08)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12次行政會議(100.1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19次行政會議(101.09)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2次行政會議(102.10)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49次行政會議(104.03)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57次行政會議(104.1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66次行政會議(105.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68次行政會議(106.0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xx次行政會議(107.xx)修正 

一、本校為表彰關懷母校、推動社會公益及對國家有具體貢獻之校友，以樹立校友楷模，

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之校友(含畢業、肄業及結業)，符合下列事蹟之一者，其優秀傑出表現足為後

學之楷模者，皆具被推薦之資格。 

(一)學術與技藝類：從事學術研究或技藝能表現，有卓越成就者。 

(二)產業菁英類：自行創業或擔任重要職務，有優異成就者。 

(三)社會服務類：從事各類社會服務工作或擔任公職，有傑出表現或貢獻者。 

(四)特殊貢獻類：對本校校務發展或宣揚校譽，有重大貢獻者。 

三、推薦程序與方式: 

(一)優秀校友遴選推薦： 

1.每年辦理一次。 

2.學校每年三月底前，應知會各系(所)推薦優秀校友候選人。 

3.優秀校友候選人，由各系(所)依據其優秀系(所)友遴選要點遴選出的優秀系(所)友

推薦之。 

4.各系(所)應於六月三十日前詳列優良事蹟推薦優秀校友候選人，送交研究發展處

校友服務中心彙辦。 

(二)傑出校友遴選推薦： 

1.每二年辦理一次。 

2.歷年優秀校友為當然傑出校友候選人，學校於辦理年度的三月底前應知會其增補

優良事蹟。 

3.傑出校友候選人應於六月三十日前增補其優良事蹟，送交研究發展處校友服務中

心彙辦。 

四、本要點為舉薦遴選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應組成「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候選人審議事宜。 

五、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全民教育處處長為當然委員，研

究發展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教師五位、校友代表一位及社會賢

達人士二位擔任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六、本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開，遴選本校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當年度傑出校友名額以

不逾八名為原則。 

七、本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視情況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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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遴選須經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可開會，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九、表揚方式：於公開場合表揚，並頒發獎座及證書，其優秀傑出事蹟公開展示並刊登於

本校網頁及刊物廣為宣揚。 

十、凡該年度未獲選之候選人，推薦單位可於次年重新推薦參選。 

十一、優秀校友或傑出校友行為有損校譽者，經本委員會決議，撤消其優秀校友或傑出校

友資格，並追回獎座及證書。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