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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8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01月22日(星期二)上午09時00分 

地    點：存誠樓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吳豐帥學術副校長/研發長(蔡銘祝主任代理)、郭淑芳行政副校長/

全教處處長、彭英欽主任秘書、曾惠珠教務長、胥嘉芳學務長(何

凱維副學務長代理)、林信州總務長、陳盈霓國際長、詹慧純代理

圖資長(謝東倫組長代理)、林維新主任、翁夏淨主任、鄭百佑主任

(莊雨璇秘書代理)、鍾雅儷主任、何凱維副學務長、陳冠中副研發

長(廖敏宏主任代理)、張清為副國際長、李純誼副處長、沈健華執

行長、韋明淑主任(簡敏芳執行長代理)、簡敏芳執行長、林鳳秀秘

書、王淑君秘書、葉燉烟院長、林泳瀠代理院長、許慧珍院長(丁

一倫主任代理)、蔡長鈞院長、張李曉娟主任、盧盈光主任、劉昇

雯主任(蔡麗芬老師代理)、李昭華所長、林思賢主任、鍾世和主

任、葉育恩主任(鄒淑慧小姐代理)、林恒昌主任、吳世卿主任、丁

一倫主任、劉禧賢主任、賴錦全主任(劉晏蓉小姐代理)、曾雅秀主

任、陳昶旭主任、謝金安主任 

請假人員：林慧文副主任、張美鈴主任 

列席人員：陳永超組長、林顯富主任、余孟儒小姐 

主    席：陳益興校長                  紀錄：宋雅玲小姐 

 

壹、主席致詞 

一、108.01.17 與本校策略聯盟學校及廠商簽屬產學攜手合作契約書，契約

書上的印信代表學校的形象且具法律效力，所以一定要蓋的很清晰。 

二、108.01.21 於本校舉辦雲林縣台西鄉觀光海園計畫推動會議，是創辦人

的畢生經驗及累積長年的心願，特別邀請雲林縣府團隊、業界人士及

台西地方人士…等，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且讓雲林縣能更加的進步，

要讓台西富有、讓雲林興盛、更要讓台灣繁榮，亦符合本校的校務發

展目標「加值台灣」。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 分鐘)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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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8.01.02 經校長核定

實施。 
人事室 

二 
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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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8.01.02 經校長核定

實施。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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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三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訪視輔

導經費支用要點」修正案。 

已於 108.01.04 經校長核定

實施。 
研發處 

四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

點」修正案。 

已於 108.01.14 經校長核定

實施。 
研發處 

決定：洽悉。 

參、工作報告(90 分鐘) 

 教務處 

1. 本學期日間部欠費達 10,000 元符合退學標準者，已辦理學籍系統退學(逾

期未註冊退學)作業，共計 42人(含延修生 2人)，依學院統計如下表；亦

請各系所針對未完成繳費(10,000 元以下)及分期延繳學生持續輔導。 

學院 系所 逾期未註冊退學人數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2 

企業管理系(所) 3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5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2 

管理學院 合計 15 

健康學院 

生物技術系(所) 1 

幼兒保育系 2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2 

健康學院 合計 5 

設計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 

創意商品設計系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5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5 

設計學院 合計 11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3 

餐飲廚藝系 6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所) 1 

應用外語系 1 

觀光學院 合計 11 

總計 42 

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線上初選作業已於 12 月 26 日辦理完畢，未

達開課標準科目共計 43門，並於 12月 27日會辦各開課單位，調查開課

(需專簽核准)或刪除課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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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學期期末考週自 1 月 7 日至 11 日止，受理各項試卷印製收件至 1 月 4

日止。已通知各系所：維護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重申要求教

學、學期考試正常化。 

4. 107 年度產業學院教育部訪視，訂於 108 年 1 月 4 日，已於 107 年 12 月

27日模擬訪視，已確認各計畫完成訪視資料依教育部規定準備完成。 

5. 107 下半年獎助教師，申請推動實務教學獎助者共 52 案，其中有 2 案未

獲獎助，其餘 50 案獲得獎助金額共計 630,945 元；申請編纂教材獎助者

共 11 案，其中有 2 案未獲獎助，其餘 9 案獲得獎助金額共計 162,000

元；申請製作教具者共 5 案，其中有 1 案未獲獎助，其餘 4 案獲得獎助

金額共計 64,000 元。 

6. 108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乙案，本校共計申請 6 案，已

於 107/12/20(四)完成報部申請作業。 

7. 107 學年度優良教師社群暨創新課程期中經驗分享會，將於 108/1/16(三)

上午 09:30-12:00，假創意樓 DC305 會議室辦理，敬邀各位師長共同參

加。 

8.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結案暨經費結報事宜，將於 108/1/15(二)完成結案

成果發函報部作業。 

9.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執行說明會，將於 108/1/15(二)進行召開，會

中邀請各學院院長、系主任與子計畫執行教師，共同參與持續推動 108

年度重點工作事項。 

10. 教學發展中心，將於 107-2 學期教學準備週辦理教師研習活動，敬邀各

位師長共同出席參加。 

 

日期 時間 地點 研習名稱 

108/2/14(四) 10:00-12:00 DC202 教學教具製作經驗分享研習會 

108/2/14(四) 14:00-16:00 DC202 教材教具製作經驗分享研習會 

108/2/15(五) 09:00-11:30 DCB02 107-2 學期教務宣導暨教師工作坊 

 

 學務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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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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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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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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至 12 月於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辦理休退學程序

之輔導學生，各院休退輔導人數如下： 

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觀光學院 健康學院 備註 

休退輔導

人數 
21 36 35 8 

不包含轉系、內轉

不同學制之學生 

4. 本學期為確保第五、六機車停車場車輛停放及行人出入順暢，特依總務

處訂定之學校停車管理辦法第五條第 3 項規定，將車輛違規停車者實施

鎖車，以維護用路人權益，共計取締 52人次；實施以來雖有部分同學因

違規被上鎖而引來不滿，但第五、六機車停車區黃網線迴轉區及行人出

入口違停現象已大為改善，目前針對違規停車車輛除鎖車外另以宣導教

育及圍欄警示為主，請師長能配合及宣導，使學生養成良好習慣共創友

善校園環境；另本學期於第六停車場機車出入口(側門關閉時使用)，亦

加裝 4 支高解析度監視器，可加強人員及車輛管控，確保師生用路安全

及維護校園安全。 

5. 本校社團(含學生會)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假明道大學參加「107 年彰雲嘉

大專校院聯盟社團成果聯展暨學生才藝競賽」，學生會、時尚造型系系

學會、扯鈴社及國際學友會等社團榮獲甲等，另外在動態展演部分，熱

舞社榮獲最佳團隊獎，藉此分享佳績，並感謝師長們平日給予學生社團

之支持與鼓勵。 

6. 107年 12月 17 日(一)至 18日(二)畢聯會已完成 108級畢業照團拍事宜。 

7. 107 年 12 月 20 日(四)於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辦理【環球有愛 聖誕公

益】演唱會，邀請眾多知名藝人到校演出，共計超過 2,000 名以上同學

參與，感謝當天協助工作同仁讓活動圓滿順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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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7 年 12 月 26 日(三)於課外組露天廣場辦理社團期末發表暨交流活動，

由扯鈴社、輕音社、熱音社及校外團體帶來精彩成果展現，本場次共計

150人參與。 

9.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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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計新臺幣 15萬元整。 

10. 學務處本年度與雲林縣政府積極合作辦理家庭教育宣導工作，雲林縣

政府 107 年 12 月 12 日府家二字 1079980786 號函知本校獲得 107 年度

家庭教育團體績優獎。 

11. 寒假期間，請各班導師主動關懷班級學生假期生活情形，並可於線上

系統適時轉介諮商輔導中心共同協助同學，另務請各班導師將相關輔

導情形登錄於導師輔導管理系統，以利諮商輔導中心後續進行相關資

料檢核。 

12. 本校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畢業生就業狀況追蹤調查，已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完成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追蹤填報作業。畢業人數共 52 人，升

學人數計 4 人、其他類人數(含服兵役、待業中、在家休養等)計 29

人、現仍就業人數計 19人，就業率達 39.58%。 

 總務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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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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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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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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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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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雲林縣政府已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來文通知同意核備，目前進行校內

動支及採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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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699         6,415,627 

107-106 14,723 26,751 -44,066 -3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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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416,192 572,360 587,760 497,264         2,073,576 

107-106 -19,048 -7,168 -41,640 -3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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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94          450,370 

107-106 28,084 20,044 13,031 2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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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0          32,914 

107-106 1,478 710 1,030 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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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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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年 12月用電巡檢總。 

107年度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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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空間-中庭 -  -  

公共空間-走廊 13  -  

公共空間-梯間 6  2  

公共空間-廁所 7  -  

創意樓 

生技系   1 AS410A(12/23) 

研究室 2 DC501-12*2 -  

公共空間-中庭   -  

公共空間-走廊 11  -  

公共空間-梯間 29  -  

公共空間-廁所 7  -  

務實樓 

觀餐系 2 
HS2F 咖啡中

心、HS1008 
-  

通識中心 1 AS207 投影機 -  

公共空間-走廊 1  1  

公共空間-梯間 8  1  

公共空間-廁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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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20 -  

公共空間-走廊 3  -  

公共空間-廁所 13  1  

活動中心 

學務處 -  -  

公共空間-梯間 1  -  

公共空間-廁所 1  -  

公共空間-走廊 -  -  

幼保大樓 公共空間-梯間 -  -  

圖書館 
公共空間-梯間 1 1F 東側梯間 -  

2 樓辦公室 1  -  

宿舍 B棟 學務處 1 地下室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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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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04

止，共計 23 件，金額 4,580,683 元，各系所詳細統計資料(依據件數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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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電系 10 3 30% 685,000  

3 幼保系 10 3 30% 372,183  

4 多動系 7 2 29% 209,500  

5 應外系 8 2 25% 200,000  

6 時尚系 8 2 25%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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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餐系 22 1 5% 120,000  

12 廚藝系 9 0 0% 0  

13 公管所 6 0 0% 0  

14 創設系 6 0 0% 0  

15 視傳系 9 0 0% 0  

16 觀光系 9 0 0% 0  

17 通識教育中心 1 0 0% 0  

總達成率 151 23 15% 4,580,683  

2. 教育部「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學校為達成知

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與政府

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1) 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

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2) 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

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3) 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建議未來各系可以發揮專長特色，針對上述各類項目開發產學合作計劃

案。 

3. 已於 107.12.26 完成有關 107年度獎助教師研究案各獎助教師核銷作業。 

4.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計 6 件及「鼓勵技專校院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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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型研究專案計畫」申請計 2 件，本校共申請 8 件，依規定須於 108.1.8

前完成報部，科技部預計將於 108年 7月底前公告核定結果。 

5. 已於 107.12.05 完成第 24 期環球科技人文期刊出版本列印共計 220 本，

並請圖書館協助寄送到全國各大學圖書館。 

6. 截至 108.01.08 為止，已收到生技系、創設系、企管系、行銷系與公管所

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規劃表」，請尚未完成之系所盡快提

送至本中心完成程序。 

7. 107.12.10 陪同吳副與副國際長實地訪視元進莊公司，後續將與廠商針對

國際生工讀事宜持續研商。 

8. 107.12.11 協助東南亞學程陳同學媒合面試森美公司，預計年後到大埔美

新廠工作。 

9. 已於 107.12.14 完成(1)加-社-2-①組成跨校技術研發團隊，(2)加-社-2-②

選定年度技術研發議題，(3)優-教-6-③提升教師研究能量，(4)優-教-6-④

推動教師逐期產業深耕學習等四項高教深耕子計畫結案報告。 

10. 107.12.14 立期電線電纜公司(中科虎尾園區)，浦經理到校拜訪並提供工

作職缺訊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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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填答率未符合預期追蹤率之系所，本中心已會辦各單位了解原因，並

持續改善檢討。 

未達標執行困難點 改善方案 

1. 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畢業生聯

絡資訊有變更，未告知系

上。 

2. 原畢業班導師離職，由其他

教師協助調查，增加拒達人

數，填答率不高。 

3. 流向調查問卷題目太多。 

1. 請畢業生辦理離校時，再確認聯絡資料，並請未來資料有

異動時通知原導師與系上。 

2. 畢業生流向調查列入建議納入系務會議提案說明並請導師

保持與畢業生連絡。 

3. 建議調查結果納入導師之評核加分項。 

4. 流向問卷為教育部之公版問卷，未來將持續辦理說明會，

協助各系了解此調查系統之操作方式，及安排填答率較高

之系所進行經驗分享。流向問卷為教育部之公版問卷，未

來將持續辦理說明會，協助各系了解此調查系統之操作方

式，及安排填答率較高之系所進行經驗分享。 

(2) 職涯發展中心已於 11/26 會辦各系(所)並將各系調查結果公告於校務

系統各單位文件夾中，請各系將調查結果落實進行分析回饋至課程改

善；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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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學生 UCAN就業職能施測與輔導推動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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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2/25 會辦各系，請各系加強協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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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施測與輔導，以因應降低學生畢業後的學非所用比率。 

(2) 目前截至 12/31 共計有 1065 人次進行興趣探索、1063 人次進行共通

職能診斷、1010 人次進行專業職能診斷。發現學生職業興趣診斷結果

依序偏向於，(HTC)休閒與觀光旅遊、(HMC)個人及社會服務、(EDC)

教育與訓練。各院系學生 UCAN就業職能施測狀況如下表: 

學院 系名 職業興趣探索 共通職能診斷 專業職能診斷 

管理學

院 

企業管理系 73 56 35 

行銷管理系 83 84 84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104 102 93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8 0 0 

設計學

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 94 62 

創意商品設計系 10 5 10 

時尚造型設計系 190 104 115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62 48 46 

觀光學

院 

應用外語系 23 25 18 

餐飲廚藝系 83 116 88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108 162 182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41 68 65 

健康學

院 

生物技術系 35 34 25 

幼兒保育系 94 110 129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41 55 58 

合計 1065 1063 1010 

13. 學生產業實習輔導推動工作： 

(1)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進行學生校外實習有企業管理系、資訊與電子

商務科技管理系、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幼兒保育系、運動保健與防

護系；依實習之相關作業規範，學生實習前應完成實習合約書之簽

訂，截至 108/1/4 實習簽約狀況如下表，建請實習系科協助還沒完

成校外實習媒合及簽約之學生，儘快完成實習相關作業程序。 

(2) 部分學生於寒假開始至企業進行實習，請系上校外實習訪視的老師

儘快開始規劃訪視時間並於訪視時多加注意實習生實習之狀況。 

系名 
實習 

學生數 

實習 

廠商數 

已媒合實

習學生數 

尚未媒合 

實習學生數 

完成實習

簽約比例 
備註 

企管系 29 11 23 6 79% 
實習機構合約簽訂

中，皆尚未送校用印 

資電商系 41 6 22 19 54% 
實習機構合約簽訂

中，部分已送校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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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名 
實習 

學生數 

實習 

廠商數 

已媒合實

習學生數 

尚未媒合 

實習學生數 

完成實習

簽約比例 
備註 

觀光系 43 12 19 24 44% 
實習機構合約簽訂

中，皆尚未送校用印 

幼保系 

寒

假 
48 9 48 0 100% 

學校先申請用印中，

再送實習機構用印 

學

期 
51 19 51 0 100% 

學校先申請用印中，

再送實習機構用印 

運保系 33 16 24 9 73% 
實習機構合約簽訂

中，部分已送校用印 

14. 就業輔導推動工作:已於 107/12/26 函送勞動部雲嘉南分署申請「108 年

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計畫案」，共申請 17 場活動（徵才 1 場、

講座 8場、諮商 1場、參訪 8場）申請補助款 87萬 9,029 元。 

15. 分別於 107.12.05 與 107.12.12 辦理第一次與第二次創業導師研習會，向

各創業導師說明未來本校推動創業教育之重點工作、創業計畫書撰寫競

賽的辦理，以及創業計畫書撰寫格式與撰寫方式。 

16. 於 107.12.12 召開「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第一次推動委員會」，

討論並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推動委員會

暨創業基金設置作業要點(草案)」與「環球科技大學創業導師任用作業

原則(草案)」。 

17.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 107.12.15 假大埤酸菜文化館邀請大埤當地之

長愛家園育幼院及當地家扶中心關懷之家庭，辦理「酸菜情、扶幼心」

酸菜文化暨料理推廣公益活動，並接受雲林新聞台採訪報導。 

18. 107 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 107.12.20 完成執行報告書並完成系

統上傳。 

19. 於 107.12.26 完成辦理「第一屆環球士心盃創業計畫書撰寫競賽」初

賽，全校共 19 隊創業團隊參與初賽，其中，管理學院 5 組、設計學院

6 組、觀光學院 4 組、健康學院 4 組；並於 108.01.02 辦理複賽，共篩

選出 5 組優秀創業團隊(管理學院 1 組、設計學院 2 組、觀光學院 2

組)，並邀請進駐「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本次競賽參賽團隊

資料與得獎團隊資料如以下兩個表所示。 

表：第一屆環球士心盃創業計畫書撰寫競賽參賽團隊資料 

學院 指導老師 團隊名稱 

觀光學院 

許慧珍院長 環空國際旅行社 

許慧珍院長 愛，FIT 

許慧珍院長 溫度咖啡 

許慧珍院長 FLOWER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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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指導老師 團隊名稱 

設計學院 

林勝恩老師 岸黑創意工作室 

曾士齊老師 留言是啡 

曾士齊老師 環球小叮噹 

林勝恩老師 清潔小小兵 

曾士齊老師 銷魂大雞排 

曾士齊老師 旺來天天酥 

管理學院 

游景新老師 深夜懷舊好滋味 

曾敏雅老師 快樂冰淇淋 

吳建明老師 馬國肉骨茶 

楊士鋒老師 創業機器人 

吳建明老師 奮青少女的創業路程 

健康學院 

蔡銘祝老師 幸福甜點 

翁泰坤老師 濰大事業有限公司 

游澤森老師 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陳昶旭主任 果滋鮮，鮮多滋 

 

表：第一屆環球士心盃創業計畫書撰寫競賽得獎團隊資料 

學院 指導老師 團隊名稱 名次 

管理學院 吳建明老師 馬國肉骨茶 1 

觀光學院 許慧珍院長 溫度咖啡 2 

設計學院 林勝恩老師 清潔小小兵 3 

觀光學院 許慧珍院長 FLOWER BLOOM 優勝 

設計學院 林勝恩老師 岸黑創意工作室 優勝 

20. 完成 108年度咖啡研習、論壇與拉花競賽計畫書初稿。 

21. 積極建立校友與母校互動關係，促進協助母校校務發展 

(1) 為活絡校友會組織及凝聚環球校友向心力，以促進校友組織的永續發

展，於 12 月 8 日輔導雲林縣校友會與彰化縣校友會辦理二天一夜的

旅遊活動及 12 月 9 日輔導彰化縣校友會召開會員大會，推動校友組

織辦理活動可促進校友組織與母校間的互動及提升校友組織成員間的

向心力，進而強化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感與向心力。 

(2) 本中心規劃運用過年春節前進行送禮活動，進行拜訪各縣市校友會、

雲林縣二十鄉鎮校友顧問及擔任雲林縣縣議員及鄉鎮長之重點校友。

透過本活動與校友互動聯繫母校感情，增進校友了解母校的辦學發展

近況及提升其對母校的向心力，進而協助母校的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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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積極建立優秀校友典範，以彰顯辦學績效及提升本校知名度 

(1) 本中心納入「優秀校友」資料庫概念將「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

要點」修正為「環球科技大學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遴選要點」，每年

辦理「優秀校友」選拔，而「傑出校友」則為二年辦理一次，逐年提

升本校優秀傑出校友的學習典範，促進在校生積極學習以提升就業自

信心。目前本要點已於 12 月 19 日業已通過行政會議審議，目前上簽

陳校長核定中，待核定後公告實施。 

(2) 本中心規劃依據「環球科技大學優秀校友暨傑出校友遴選要點」推動

「108 年度優秀校友職場達人選拔與表揚計畫」，會辦各系所每單位

推薦三位優秀校友職場達人，以選拔出 108 年度的優秀校友職場達

人，進行公開表揚與經驗分享傳承職場成功的奮鬥學習經驗給學弟

妹，做為學弟妹未來進入職場的學習典範，以提升本校的辦學績效和

知名度。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於 2018年 12月 18日郵寄第 38期海青班入學通知書及行前通知書。 

2. 僑委會已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告第 38 期海青班第二階段分發錄取名

單，分發錄取本校人數為數位媒體設計科 1 名。已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開始電話恭喜第 38 期海青班錄取學生及確認個人資料，截至 12 月底聯

繫狀況如下表： 

科 別 錄取人數 預計報到 放棄 
未表態 

(含尚未取得聯繫) 

創意餐飲與烘焙科 39 27 5 3+4 

數位媒體設計科 21 12 6 3 

3. 接待參訪團： 

接待參訪團 

日期 來訪單位/師長 活動性質 

2018/1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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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課程與招生 

20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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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11 
辦理「2018 年峇株留台同學會幹部 22 人培訓團蒞校

參訪」，並與新文龍中華中學續約 
蒞校參訪 

2018/12/25~12/27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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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課程與招生 

4. 於 2019 年 1 月 4 日辦理之 107 學年度春季班第三次「外國學生入學審查

會議」決議辦理，通過 9 名外國學生（馬來西亞籍 9 名）之入學申請。

目前第一次至第三次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會議皆已辦理完畢，共通過 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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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馬來西亞籍 34名、越南籍 1名)入學之申請。詳如下表： 

表：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申請入學一覽表(春季班-學位生) 

學院/ 

系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2019 春季班) 

春一審 

(2018.11.14 召開) 

春二審 

(2018.12.19 召開) 

春三審 

(2019.1.4 召開) 
小計 

Form 5 Form 5 Form 6 
插班 

入學 
Form 5 Form 6 

插班 

入學 

觀光 觀餐系 1  1  2   4 

管理 企管系      2  2 

設計 
視傳系    14    14 

時尚系 1 4  5  1 4 15 

小計 2 24 9 35 

合計 35  

備註說明： 

(1) 統計時間：2019 年 1月 4 日，未列於上表之系所表尚無學生申請入學。 

(2) 以上 35 位學生之國家地區分別為：馬來西亞 34名、越南 1名(觀餐系)。 

(3) 上述新生中，23 位為本校海青班畢業插班大學部(時尚造型設計科 9 名；多媒體整合設計科 14

名)。 

5. 依教育部規定已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報部提出申請 108 學年度技專校院

外國學生專班（一般專班）─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70 名、觀光與餐飲

旅館系 40名，待教育部覆文核定。 

6. 將依教育部規定於 2019年 1月 11日前報部提出申請 108學年度「新南向

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招生計畫，共以下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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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來西亞、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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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9 年專生本改革：報名資格，現就讀大陸地區 78 所學校專科

(https://rusen.stust.edu.tw/spf/2B/2019/2019-2B-78.pdf )應屆畢業生，且戶籍

地(非學校集體戶)須為八省市之一(須正式設籍(落戶)北京、上海、浙江、

江蘇、福建、廣東、湖北及遼寧)，且專升本考試成績符合各省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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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學英語四級 425以上)。 

8. 108 學年度二年制學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計畫書，教育部正依程序

審查中。 

9. 108 學年度研究所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計畫書，教育部正依程序審查

中。 

10. 已於 2018 年 12 月 9 日為僑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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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吹墨梅花及線裝書文華課程體驗。 

11.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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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環球通訊稿件，並更新相關活動紀錄於國際處官網及

BLOG。 

12. 輔導華語班學生參加第十一屆「真誠關懷無國界」徵文活動，於 2018

年 12月 28日協助 11位國際學生完成作品並集體統一寄出。 

13. 2018年 12月 25-26日舉辦聖誕節交換禮物暨冬至搓湯圓文化課程。 

14. 辦理華語班全體學生於 2018 年 12 月 24 日完成「介紹自己國家旅遊景

點暨食物文化」期末發表大會。 

 圖書資訊處 

1. 配合本校資訊安全管理作業，將於 108 年 1 月 22 日接受教育機構資安驗

證中心進行外部稽核，進行日常作業之符合性實地稽核，稽核過程若需

相關單協助之宜，煩請相關單位配合接受資料抽核(人事室、總務處)。 

2. 配合全國電子公文改版作業，本處於 108 年 1 月 2 日初步完成相關系統

之改版與介接作業，惟目前尚有部份大學校院未完成改版，故本校各外

來文尚須配合進行公文解析作業，為能確認相關作業之適切性與公文之

正確性，已暫時關閉手機 APP 簽核公文之服務，待所有介接完成並讀取

無誤後，重新進行 APP 程式修改與送審，本處預計於農曆春節後完成相

關作業，並於送審確認無誤後開放手機 APP服務，未開放 APP服務前請

主管利用電腦進行公文簽核作業。 

3. 本校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中文圖書 682 冊，已完成採購入館並上

架完成，該批中文圖書為各系所師生共同推薦，請鼓勵師生踴躍借閱。 

4. 配合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執行之「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

盟」計畫，108 年引進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資料庫，各資料庫介紹

與連結皆已置於本校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http://webpac.twu.edu.tw/webopac/weberm/)，歡迎各位老師踴躍使用。相

關資料庫包括： 

(1)EBSCOhost–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2)Nature Archive：1987-1996 

(3)OCLC FirstSearch–OCLC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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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First ‧ECO (A&I) 

‧PapersFirst ‧ProceedingsFirst 

(4)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I (PQ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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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已完成簽核作

業。 

2. 102-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執行成果彙編截至 108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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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預計 108年 2月底完成，校版資料正進行內容草案彙編。 

3.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已全部執行完畢，各項經費支用

業經 107 年度第 5 次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依規定將於本(108)年 2 月

28日前，備齊相關文件函文報部。 

4. 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已於 107 年 11 月

30日函文報部。 

5. 環球科大系所品質保證推動規劃建議 108 學年度觀光學院、109 學年度

設計學院、健康學院、管理學院之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由台評會進行品質認證作業。 

 全民教育處 

1. 107 學年度復學通知已於 12 月 18 完成通知，107 學年第二學期註冊單已

於 1月 3日進行發放。 

2.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回流教育進修專班校外上課訪查報告於 108 年 1 月 3

日來函，預計於 108 年 1月 14日前回覆。 

3. 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已於 107 年 12 月辦理學生就學貸款多貸退款完

成。 

4. 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暨專校已於限 107 年 12 月辦理學雜費減免教育部

核銷作業已完成，並完成減免學雜費學生溢繳退款作業完成。 

5. 全民教育處與進修院校暨專校已於 107 年 12 月辦理 107 學年度下學期在

校生減免學雜費前期受理作業。 

6. 辦理 107學年度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學生班級幹部及社團記功嘉獎。 

7. 辦理 107學年度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學生曠課期末預警。 

8. 辦理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 12月與 1月的導師費簽呈。 

9. 全教處已於 12月初協助辦理迎新暨社團招募之活動。 

10. 全教處辦理班級幹部知能研習營與社團招募的學輔經費的核銷。 

11. 全教處已於 12 月份開始辦理原住民同學等辦理 107-2各類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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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教處已於 12 月 15日協助辦理學生校外活動，本次活動參與人數有學

生 133 人、師長 10 人，其目的是要讓同學們學習與觀摩到泰雅族的文

物、歷史、手工藝品等，這代表著環球科技大學除重視學生校內的學

業外，也能夠走出校園增進視野，以利學生與世界接軌、實現自我、

服務社會。 

13. 預計於 1月 22 日至 25日辦理 108年度第一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之報名，

報名人數約 194 人。 

14. 於 1 月 9 日、10 日辦理 107-3 全國烘焙乙級測試，約 26 人參與乙級測

試。 

15. 107樂活營規劃中預定招收人數 30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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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修正中。 

17. 推廣相關課程開班上課的有：飛輪課程第一班(21 人)、飛輪課程第二班

(19 人)、飛輪課程第三班(20 人)、107 樂齡大學(30 人)、學士學分班(16

人)、公管所碩士學分班(10人)、224學分班(34人)。 

 台中人才培育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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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古韻話茶經

(一)。 

8 班 

品味生活類別 
飲調實務班、咖啡拉花、茶藝初級班、硬筆書法班、人生幸福健

康族-940(就是您)、咖啡基礎烘豆(一)、葡萄美酒品賞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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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鼓有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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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鉛筆插

畫創作體驗班、Q 版漫畫人物創作體驗班、手機攝影速成班 
6 班 

2. 108年第 1季 POUND FIT 擊鼓有氧體驗課程、茶學講座、河洛古韻話茶

經(一)確定開課。 

3. 107年 12月 03 日至 108年 01月 31日台灣不一樣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空拍

攝影展。 

4. 108年 02月 18日至 03月 29日舉辦王振益畫家油畫展。 

5. 108 年 01 月 15 日參加勞動部中彰投分署舉辦 108 年度「小型企業人力

提升計畫」訓練單位招募說明會。 

6. 107 年第 4 季課程營收 :102,258 元，場地租借營收 :214,320 元，總

計:316,5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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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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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台高中 12.11(二)升學博覽會  

東吳高職 12.12(三)英語教學體驗營 觀餐系、應外系 

屏東高工 12.12(三)升學博覽會  

新民高中 12.17(一)升學博覽會  

宜寧高中 12.21(五)升學博覽會  

嘉陽高中 12.12(五)升學博覽會  

大明高中 12.28(五)升學博覽會  

竹山高中 12.28(五)升學博覽會  

2. 招生試務工作：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於 107.12.14(五)報名截止，

107.12.19(三)完成書面審查作業，107.12.28(五)召開研究所甄試入學第二

次招生委員會議，確認各所錄取名單，各所相關錄取情形如下所示： 

所別 

 

人數 

中企所 環管所 生技所 文創所 

合計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招生名額 8 10 4 8 2 5 3 3 43 

報名人數 9 9 11 1 3 2 1 0 36 

錄取人數 9 9 11 1 3 2 1 0 36 

 本校 108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於 107.12.28(五)報名截止，總

計 30 人完成報名，108.01.05(六)完成面試作業，訂於 108.01.15(二)召

開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 

 已於 107.12.28(五)召開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轉學考第一次招生

委員會議，相關試務重要日程如下表： 

項目 日期 

簡章公告 即日起至 108.01.22(二)止 

通訊報名 即日起至 108.01.22(二)止，以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 即日起至 108.01.22(二)下午 4 點止 

准考證查詢 108.01.23(三)中午 12:00 公告 

考試/書面資料審查 108.01.24(四) 

成績公告 108.01.28(一) 上午 10:00 公告 

複查成績 108.01.28(一)下午 14:00 止 

放榜 108.01.29(二)上午 10:00 整 

錄取生報到 108.01.3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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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8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相關試務重要日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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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招生行政工作： 

 本校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學金暨在校生、新生招生推薦獎金訂於

108.01.11(五)前核發完畢。 

 本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部轉學考在校生推薦獎金訂於

108.01.11(五)前核發完畢。 

 秘書處 

1. 為強化本校教學品保機制，有關學生學分抵免的作業流程，自 108.01.09

起核定權責由校長核定。 

2.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調整，有關 107 學年度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之修正，

請各單位依據調整後之組織編配及檢討各項業務工作分配及流程進行修

正，於 107.01.31 繳交至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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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01~02 月份預估新聞行銷活動，相關資料如下表： 

項

次 
日期 活動名稱 新聞行銷概要與特色 

活動主辦

單位 

活動 

聯絡人 
撰稿人 

1 1 月 09 日 

佳聯電視台專

訪時尚造型設

計系 

佳聯電視台專訪時尚造型設計

系，行銷本校的時尚造型專業

能力。 

秘書處 

時尚造型

設計系 

林鳳秀 

陳美齡 
 

2 1 月 10 日 

佳聯電視台專

訪餐飲與廚藝

系 

佳聯電視台專訪本校廚藝系，

介紹年菜與行銷本校的廚藝系

獲世界廚師大會認證為優良廚

藝教育單位。 

秘書處 

餐飲與廚

藝系 

林鳳秀 

劉禧賢 
 

3 1 月 11 日 
三立電視台新

聞專訪創辦人 

三立電視台廖筱君主持人專訪

創辦人，行銷本校的特色。 
董事會 陳芸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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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 月新聞發布 8 篇： 

1.馬來西亞國高中生遠道來環球科技大學體驗大學生活及臺灣文化。

2.環球科技大學於 12 月 7 日舉辦「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

研討會(ICARE 2018)東南亞(ASEAN)經貿發展」。3.環球科技大學幼

兒保育系於 12 月 8 日舉辦「2018 第六屆亞太菁英論壇-推動樂活學

習、營造永續健康」。4.環球科技大學 50 名海青班學生歡慶畢業，逾

170 名海外家長來台參與海青班畢業典禮。5.環球科技大學創辦人許

文志博士榮獲私立學校第六屆 10 大教育事業家榮譽。6.環球科技大

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於 12 月 15 日在台中人才培育中心舉辦【長照

在環球一場產官學界的長照政策對話】。7.愛到東和，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師生傳愛到東和國小。8.環球科技大學於 12 月 20 日晚間

舉辦 2018【環球有愛-聖誕公益】聯合晚會。 

二、2 月獲主要媒體報導情形：紙本報導 3 篇、電子報導 25 篇、電視台報

導 3 篇。 

紙本：1 環球科大許文志創辦人榮獲全國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

2.番薯子讀書翻身 獲頒傑出教育家。3. 冰桶助重障父出門 女

童圓耶誕夢。(3 篇) 

電子：1.本校於 12 月 3 日熱烈歡迎由馬來西亞四所中學組成的 25 位

國高中生。2.世界盃廚藝賽 環球科大奪四金八銀。3.樂而忘齡優雅變

老正聲好齡感生活節。4.馬國國高生體驗台灣文化 環球科大國際組熱

烈接待。5.環球科大觀餐神雕高手酪梨化身祝壽八仙 贏得國際金牌。

6.本校於 12 月 7 日舉辦「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ICARE 2018)東南亞(ASEAN)經貿發展」。7.本校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於 12 月 15 日在台中人才培育中心舉辦【長照在環球－一場產官學

界的長照政策對話】。8.馬來西亞國高中生遠道來環球科技大學體驗

大學生活及台灣文化。9.環球科大邁向國際 一連串亞太論壇熱滾滾。

10.環科大心願樹禮物 助孩童耶誕圓夢。11.千「禮」傳愛達陣 小慈獲

贈拖輪冰桶喜圓夢。12.環球耶誕心願樹 眾人接力傳愛。13.環球科大

附設幼兒園心願樹活動募得二千份禮物送弱勢圓夢。14.環球心願樹

送愛心 實現家扶兒 2000 份耶誕禮。15.愛到東和，環球科技大學行銷

管理系師生傳愛到東和國小。16.環球心願樹耶誕禮物 傳播大馬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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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執行成果 

心。17.環球科大技職國際化海青班第 36 期畢業。18.本校 50 名海青

班學生歡慶畢業，逾 170 名海外家長來台參與海青班畢業典禮。19.

環球科技大學 50 名海青班學生歡慶畢業。20.創辦人獲頒十大傑出教

育事業家。21.曾擔任過雲林縣長 他獲頒十大教育事業家。22.本校於

12 月 20 日晚間舉辦 2018 環球有愛-聖誕公益 聯合晚會。23.環球科大

海青班 50 生歡慶畢業。24.番薯子讀書翻身 獲頒傑出教育家。25.自

由時報電子報-千「禮」傳愛達陣 小慈獲贈拖輪冰桶喜圓夢。(25 篇) 

電視台報導：1.雲林新聞網-盧森堡國際廚藝賽 環科師生獲四金八

銀。2.雲林新聞網-環球心願樹助人圓夢 照亮人間溫情。3.雲林新聞網

-大埤環球科大慈善公益活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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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 月貼文數：29 篇 

1.本校於 12 月 3 日熱烈歡迎由馬來西亞四所中學組成的 25 位國高中

生。2.雲林新聞網-盧森堡國際廚藝賽 環科師生獲四金八銀。3.世界盃

廚藝賽環球科大奪四金八銀。4.樂而忘齡優雅變老 正聲好齡感生活

節。5.馬國國高生體驗台灣文化 環球科大國際組熱烈接待。6.環球科

大觀餐神雕高手酪梨化身祝壽八仙 贏得國際金牌。7.本校於 12 月 7

日舉辦「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ICARE 2018)東南

亞(ASEAN)經貿發展」。8.誠摯邀請您蒞臨環球科技大學環球有愛聖

誕公益演唱會。9.雲林新聞網-環球心願樹助人圓夢照亮人間溫情。

10.本校 50 名海青班學生歡慶畢業，逾 170 名海外家長來台參與海青

班畢業典禮。11.環球科技大學 50 名海青班學生歡慶畢業。12.環球科

大技職國際化 海青班第 36 期畢業。13.雲林新聞網-大埤環球科大慈

善公益活動。14.本校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於 12 月 15 日在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舉辦【長照在環球－一場產官學界的長照政策對話】。15.馬

來西亞國高中生遠道來環球科技大學體驗大學生活及台灣文化。16.

環球科大邁向國際一連串亞太論壇熱滾滾。17.環科大心願樹禮物助

孩童耶誕圓夢。18.環球耶誕心願樹 眾人接力傳愛。19.環球科大附設

幼兒園心願樹活動募得二千份禮物送弱勢圓夢。20.環球科大心願樹

助 2000 孩子圓耶誕夢。21.環球心願樹耶誕禮物傳播大馬送愛心。22.

環球心願樹送愛心實現家扶兒 2000 份耶誕禮。23.愛到東和，環球科

技大學行銷管理系師生傳愛到東和國小。24.創辦人獲頒十大傑出教

育事業家。25.曾擔任過雲林縣長他獲頒十大教育事業家。26.本校於

12 月 20 日晚間舉辦 2018 環球有愛-聖誕公益 聯合晚會。27.環球科大

海青班 50 生歡慶畢業。28.番薯子讀書翻身 獲頒傑出教育家。29.自

由時報電子報-千「禮」傳愛達陣 小慈獲贈拖輪冰桶喜圓夢。 

三、活動、採訪

行銷 

1.12.06 進行雲林新聞網-柯明宗老師專訪。 

2.12.14 創辦人獲頒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活動。 

3.12.24 協助聯合報-創辦人專訪。 

4.12.26 彥廷大愛台棚內拍攝。 

四、禮賓業務與

出勤 

一、禮賓業務：1.12.09 辦理 3 場次進階培訓活動。2.12.26 辦理禮賓期末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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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執行成果 

二、禮賓出勤：12 月份出勤場次：12 場、出勤人次：38 人、出勤時數：

50 小時 

1.第 36 期海青時尚造型設計科 畢業動態展。2.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

國際學術研討會。3.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開幕盛會。4.竹山高中升學

博覽會設攤。5.大明高中升學博覽會設攤。6.宜寧高中升學博覽會設

攤。7.新民高中升學博覽會設攤。8.屏東高工升學博覽會設攤。9.明台

高中升學博覽會設攤。10.大慶商工餐飲科 1 班蒞校參訪活動。11.第 36

期海青班畢業典禮。12.107 年度馬來西亞國民型國民中學校長及升學輔導

老師來台參訪團。 

五、專案規劃、

設計、出版

與寄送 

1.108 年度春節賀年卡及信封設計。 

2.108 年度春節禮品規劃。 

 管理學院 

1. 學術活動： 

 01/03、05、24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舉辦碩士論文計畫口試，共計 11

位學生完成碩士論文計畫口試。 

 01/04、10、19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舉辦碩士學位考試，共計 8 位學

生完成碩士學位考試，取得碩士學位。 

 01/04 企業管理系王嘉興副教授舉辦專題計畫書比賽，邀請劉淑芬助

理教授、張宏榮副教授、葉姿君助理教授擔任評審委員，大三同學分

八組發表專題計畫書，師生共計 40 餘人次參與，競爭激烈，學生受

益良多。 

 01/05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許聖傑老師擔任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系碩

士學位考試委員，口試 5位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 

2. 特色活動： 

 12/04 企業管理系舉辦 107 年度辦理提升學生就業力職涯講座，以提

升學生就業力職涯講座，透過透過講座活動，讓學生了解職場生態，

以及能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職場創業發展。 

 12/11 企業管理系游景新助理教授帶領創新創業印尼專班學生參觀"雲

林縣愛無礙協會"，認識台灣非營利組織並提供志工清潔服務，整理

協會及田徑場手搖車訓練場地環境。陳明瑟理事長、陳彥廷校友表達

誠摯感謝，認為這 31 位來自印尼的同學，雖然需要翻譯人員溝通，

但後來找到共通的語言，那就是以手語比出 "我愛你"。 

 12/13、19 企業管理系游景新助理教授、陳婉瑜副主任、劉淑芬助理

教授辦理應屆畢業生實習廠商媒合活動，屋馬餐飲、南山人壽、國泰

人壽等廠商於本系進行實習面談，親切歡迎大四同學加入實習行列，

共計師生 50人次參加。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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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大四學生至鴻豆王國台灣咖啡館參訪，體驗台灣六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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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農業生產、加工與銷售一條龍式發展模式；12/26 邀請塔吉特廖

憲平董事長到校演講並帶領學生實作精緻千層蛋糕，落實走動式及體

驗式學習，拓展創意創業新視野，師生共計 60人次參加。 

 12/13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系學會辦理「台中資訊展」，藉由參觀

資訊展讓同學了解目前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與趨勢，並透過此活動讓

系上各年級同學互相熟悉交流，增進系上同學感情，共計 35 餘人參

與此次活動。 

 12/15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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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者有董事長許淑敏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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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界張延亙伉儷，並由李昭華所長引

言，游宗新老師擔任主持人，參與論壇約三十餘人。 

 12/19 企業管理系辦理四技企四甲學生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因應推

動校外實習機制，本系輔導學生畢業前赴業界實習，協助學生提早體

驗職場獲得實務經驗，建立正確工作態度，增加學校教學資源及學生

就業機會，參加人員約 35人。 

 12/25 企業管理系游景新助理教授帶領創新創業印尼專班學生參訪劍

湖山王子大飯店暨園區，實際瞭解台灣休憩產業發展概況，融入課程

並製作心得報告，師生共計 33 人次參加。同時 12/10、17、24、

1/07、14 繼續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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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婉瑜副

主任輔導成立應用通訊軟體訂購模式，精實人物力，感謝各單位響

應。上述六場次師生共計 100餘人次參加，廣獲好評。 

 12/26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電子競技社辦理「校園電競盃」競賽，

由同學自主一手規劃電競活動，並尋找洽談 7 家知名電競產業廠商贊

助辦理，參與此次電競活動的全校同學反應熱絡，也給予電競社社員

同學們極大的肯定，共計 112餘人參與此活動。 

 01 中企所 6 位同學提出碩士論文口試申請，積極培育優質中小企業經

營管理人才，加入產業界服務，師生共計 36人次參加。 

 01/04 管理學院辦公室舉辦 107 學年度菁英班第 2 次座談會，就菁英

班學生未來發展，予以更深入的討論，並凝聚共識。共有菁英班學生

18人參加(2人請假)，管院教職員 12人參加，共 30人參加。 

 01/07 管理學院辦公室舉辦「2019 第四屆管院盃成功創業者個案報告

競賽」，各系大一修讀「中小企業創業學」的學生在各系進行初賽，

各系共推派 10 隊參加管理學院決賽。在激烈的競賽後，共有 2 隊獲

得金牌獎、2 隊獲得銀牌獎、1隊獲得銅牌獎、另取 2隊佳作。 

 01/07 管理學院辦公室舉辦「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管理學院創業實踐

(一)學習歷程分享報告競賽」，各系大二修讀「創業實踐(一)」的學生

在各系進行初賽，各系共推派 6 隊參加管理學院決賽。在激烈的競賽

後，共有 1隊獲得金牌獎、1隊獲得銀牌獎、1隊獲得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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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師生三創競賽得獎、專利取得： 

 由吳建明老師輔導行銷系二甲六位同學參加 2018CEO競賽獲得季軍。 

 12/19 企業管理系大一新生何玟琳、陳楹仁、王景瀚、莊子昀、奕棹與

大四柏緯､大三鄧瑋康同學榮獲本校排球與籃球比賽殿軍。 

 12/25 企業管理系大二許涵茜同學榮獲社團法人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

會「107 學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新台幣 5 萬元整，並於

107.12.25 接受頒獎。全院師生與有榮焉。 

 12 企業管理系陳婉瑜副教授、李昭華副教授榮獲高教深耕教師彈性薪

資獎助金。 

 01/07 企業管理系大四王云軒同學，錄取本系 108 碩士班甄選入學新

生。 

 01/08 企業管理系王嘉興副教授配合課程舉辦企業資源規劃 ERP軟體應

用師(乙級核心證照)考試，本系師生共 12 位通過獲得證照，值得慶

賀。 

4. 其他事項： 

 行銷系四甲陳怡均同學報考台中科技大學及勤益科技大學碩士班，同

時錄取兩校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12/21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修正並完成國際專班合

作計畫書，並與鉅富保險經紀人簽署意向書。 

 12/24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與寶碩洽談虛擬交易競

賽活動合作事宜。 

 12/25 教育部來函通知，管理學院辦公室申請「106 學年度延續 107 年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計畫」及「107 學年度東南亞語言與產業

(學分)學程計畫」兩案獲得通過。 

 設計學院 

1. 學術活動： 

(1)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04 受邀擔任均質教學-鍾世和主任。 

 12/07 受邀擔任慈明廣設專題評審-鍾世和主任。 

 12/08 參與「2018 第六屆亞太菁英論壇-推動樂活學習、營造永續健

康」，發表論文名稱為「從兒童心理學思維探討幼兒園環境色彩規

劃」-孫傳仁。 

2. 競賽成果：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12/01 陳美齡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岡山壽天宮媽祖文化豐遊季-配飾藝術

設計競賽：何嘉敬優等、蔡曉薇優等、許容滎優等。 

 12/02 陳美齡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國際婚禮文化創意藝術大賽：劉權錦 創

意晚宴新娘彩妝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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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莊雯如老師、陳美齡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8 年第六屆國際盃美

容美髮大賽。 

 創意編梳組-林玉婷亞軍 

 染髮吹風造型組-紀宜君殿軍 

 染髮吹風造型組-林葳季軍 

 男子時尚長髮潮流造型組(假人)-文善穎亞軍 

 人體彩繪(真人)-何美雪冠軍 

 人體彩繪(真人)-馮欣怡殿軍 

 創意化妝設計圖作品完成組薛筑云季軍 

 專、兼任教師(陳美齡老師、莊雯如老師、林惠真老師)指導學生並帶領

學生參加 2018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大會，共榮獲 3 冠

軍、2亞軍、5 佳作、2優等等獎項。 

 創意化妝組張玉美 冠軍 

 創意化妝組王馨瑩 亞軍 

 宴會化妝組雷依珍 佳作 

 特效化妝組何嘉敬優 等獎 

 面具創作組薛筑云 佳作 

 3D粉雕組劉卉文 佳作 

 3D粉雕組劉權錦 優勝 

 指甲彩繪組吳宇傑 佳作 

 指甲彩繪組劉權錦 佳作 

 男子創意剪吹組文善穎 冠軍 

 女子創義吹剪組紀宜君 冠軍 

 女子創義吹剪組林葳 亞軍 

 系學會參加「107 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成果聯展」，榮獲靜態

組甲等獎。 

(1)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20 指導學生參加本校「生命教育四格漫畫設計競賽」榮獲前三名與

佳作-劉俞妤。 

 12/28 指導學生參加本校「清新校園反菸 logo 設計」榮獲前三名與佳作

-劉俞妤。 

(2) 創意商品設計系 

 12/12 邀請耘澔設計公司總經理陳志昌蒞校分享商品開發與包裝設計，

計有學生 40 人參加，經由實務分享，使學生更充分了解設計開發過

程。 

 12/13 於丁圖書館一樓藝術中心舉辦創意商品設計系地方特色商品及作

業成果展，計有學生 40人提供作品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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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色活動：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12/12 辦理本系校外實習返校座談會。 

 12/12 舉辦 36 期海青班畢業成果展。 

 12/21 莊雯如老師、涂青馨老師帶領 36 期海青班至靜宜大學參加中南

區海青班聯合畢展(動、靜態)。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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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樓)-蔡志英老師、高從晏老師。 

 12/10-12舉辦 36期海青班畢業成果展。 

 12/13-21 參加＜107 第十四屆文化藝術獎-水墨、膠彩類邀請作品展＞

(雲林縣政府北港文化中心‧展覽館)-高從晏老師。 

 12/15-01/06 參加＜第七屆薰風美術研究會聯展＞(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廖慈倫老師。 

 12/21 鍾世和主任、邱建龍老師帶領 36 期海青班至靜宜大學參加中南

區海青班聯合畢展(動、靜態)。 

(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11/12/12/25 葉育恩主任辦理學輔活動 3-2 推動服務學習、培育熱愛鄉

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校園一隅彩繪活動。 

 11/28-12/25 黃明正老師辦理學輔活動第 2-4 工作目標：促進適性揚才

及自我實現，逆向工程創意角色型公仔實務製作計畫。 

4. 社會服務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12/19、26大二學生至成大醫院、台大醫院進行義剪。 

5. 產學合作： 

(1) 時尚造型設計系 

 梁光堯老師與畫廊簽屬產學合作。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03 介紹鬆餅店家有關廚藝系產學合作機會-鍾世和主任。 

 12/26 天韻玉露設計案合約洽商-鍾世和主任。 

(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與瑞春醬油及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實習與產學 MOU。 

 觀光學院 

1. 學術活動 

(1)應用外語系 

 12/01 陳美祥老師、博懷恩老師擔任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暨國中部 107

年度提升英語文教學成效「英語演講比賽」評審。 



 

29 

 12/25 李建宏老師擔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語言中心舉辦之「107 學年度

英語簡比賽 (English Presentation Contest)」評審。 

(2)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吳世卿主任帶領全系師生舉辦全系期末專題成果發表，共計參與 16

組、43 位學生發表。內容包括口頭簡報發表、微電影及現場示範解

說。 

(3)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詹芬樺 Lee, T. H., & Jan, F. H. (2019). Can community-based tourism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residents ’ 

perceptions of the sustainability. Tourism Management, 70, 368-380.。 

 12/08 詹芬樺老師審查「環保社區營造之願景-以臺中巿楓樹社區為

例」及「大學協力部落「旅」力發展之經驗-以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為

例」論文(社區永續觀光研究，第二卷第二期徵稿)。 

 12/17 詹芬樺老師審查「創新在地特色產品開發–以城鄉創生之大學

城伴手禮為例」論文(社區永續觀光研究，第二卷第二期徵稿) 。 

 12/17-28 丁一倫主任帶領全系 23 位教師執行三年級實務專題口頭發表

共計 37組，有 134位學生參與。 

2. 競賽活動 

(1)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吳世卿主任與達德商工林効賢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參加 2018 高雄國

際發明暨設計展(KIDE)，以「回收蔬果廢物-椰子紙吸管」、「蔬果

香味的天然皮蛋」分別獲得金牌、銀牌。 

(2)觀光與與餐飲旅館系 

 12/28 許慧珍老師指導林峯良、戴慈萱兩組同學參加環球創新、創意

與創業比賽，榮獲第二名與第五名。 

3. 特色活動 

(1)應用外語系 

 12/04 賴錦全老師指導義峰高中應外科高三黃雅琪同學，參加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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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陳美祥老師協助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辦理「107 年英語職

場體驗」活動。 

(2)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12/07 馬來西亞 2 位老師、25 位高中生來訪，由本系吳世卿主任及張

天祥老師帶領學生體驗咖啡、攀樹及自行車旅遊。 

(3)餐飲廚藝系 

 12/02 張原賓老師受邀前往大慶商工擔任 107 學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

社區教育資源均值化-健康烘培品味幸福講師。 

 12/09 柳希諺老師擔任 2018 馬來西亞高中生體驗及台灣文化冬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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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服務 

(1)應用外語系 

 12/01-30 賴錦全主任帶領全系教師及部分學生執行國教署「大手攜小

手計畫」到新光國小和鎮東國小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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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餐飲廚藝系 

 12/15 劉禧賢主任與郭木炎老師參與 107 年度環球科技大學-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酸菜情、扶幼心」酸菜文化暨料理推廣公益活動。 

 健康學院 

1. 學術活動： 

(1)運動保育系 

 12/14 陳聰獻老師參加教學實務經驗分享研習，介紹教學升等應具備

的資格及如何準備。 

 12/15 辦理「職業球隊運動防護講座」系列活動。為提升運動選手與

教練運動防護之觀念與技巧，降低運動傷害之情形發生，故邀請職業

球隊之運動防護專家辦理相關講座，本系邀請台電男子排球隊-吳建良

隨隊物理治療師，分享排球運動的運動防護經驗。 

 12/19 辦理「職業球隊運動防護講座」系列活動。為提升運動選手與

教練運動防護之觀念與技巧，降低運動傷害之情形發生，故邀請職業

球隊之運動防護專家辦理相關講座，本系邀請統一獅隨隊防護員－余

婉綾，分享棒球運動的運動防護經驗。 

 12/26 辦理「職業球隊運動防護講座」系列活動。為提升運動選手與

教練運動防護之觀念與技巧，降低運動傷害之情形發生，故邀請職業

球隊之運動防護專家辦理相關講座，本系邀請中信兄弟隨隊防護員－

林睦翌，分享防護員在目前的職業運動中的發展趨勢。 

 12/28 辦理飛輪指導員證照進階研習。本系共有 8 位同學報名，由劉

定國教練進行實務測驗。 

(2)幼兒保育系 

 12/05 接待馬來西亞高中生來台大學體驗及台灣文化冬令營。 

 12/05 韋明淑老師參加素養導向之教師資格考試幼兒園師資類科「課

程教學與評量」素養評量指標暨考科內容第 2次諮詢會議。 

 12/08 李皓鈞老師辦理 2018 第六屆「亞太菁英論壇-推動樂活學習、營

造永續健康」。 

(3)生物技術系 

 12/07-08 曾雅秀主任出席「2018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暨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研發成果聯展」及發表研發成果。 

 12/08 宣仲華老師指導生技所二甲林建志同學論文「以幼兒園廢水為

樣本探討改性甲殼素對凝絮及廢水處理上的效果」及生技所二甲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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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同學論文「甲殼素衍生物抗菌除臭劑的配製」於《2018 第六屆亞太

菁英論壇-推動樂活學習、營造永續健康》研討會發表。 

2. 特色活動： 

(1)運動保育系 

 11/21 系學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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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兒保育系 

 12/10 接待馬來西亞峇株留台同學會 22 人參訪。馬來西亞中化中學彭

進財校長、馬來西亞新文龍中學李保康校長參訪。 

 12/11 環球心願樹捐贈。 

 12/12、19 孫沛婕老師至慈明高中辦理高職優質化計畫-創意魔法桌遊

（高二）。 

 12/19 籌辦申請學生公司「創遊益智遊戲工作室」。 

 12/21 胥嘉芳學務長辦理 107 年度學輔工作「幼兒文創展演活動」及

12/23「作智慧鐵人三項創意競賽活動」。 

(3)生物技術系 

 12/05 蔡銘祝老師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加-社-2-1 組成跨校技術研發團

隊」，邀請味王(股)公司豐田廠楊文正副廠長，分享「食品產業發展

現況與就業趨勢」之講座。 

 12/18 尤澤森老師及曾雅秀主任輔導本系國際生及弱勢生團隊創立

「菜菜子」學生公司，販售生技農場健康蔬果及加工品，學習農場經

營管理並籌措學費。 

3. 社會服務： 

(1)運動保育系 

 12/22-23 由本系張哲誠、張瑋秦同學協助擔任雲林縣 107 年度中日青

少年棒球交流活動運動防護工作。 

(2)生物技術系 

 12/08 孫瑞陽老師辦理 107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計畫─服務

學習融入專業課程-「關懷弱勢孩童」，至環球實習幼兒園及信義育幼

院協助幼童進行生理與心理照護，促進學生對於幼童及弱勢族群的關

懷，共計 40位師生參與。 

(3)幼兒保育系 

 12/18 韋明淑老師參加「107年度雲林縣安親學園評鑑」會議。 

 12/20 張美鈴主任參加雲林縣「107 年度雲林縣私立托嬰中心評鑑」勞

務委託結案報告審查會議。 

4. 產學合作： 

(1)生物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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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 曾雅秀主任出席雲林縣政府地方型 SBIR 計畫之期中報告；合作

廠商─三遠生技有限公司。 

 12/12 曾雅秀主任出席雲林縣政府地方型 SBIR 計畫之期中訪視；合作

廠商─玉山鑫有限公司。 

 與觀光系聯合於「雲林縣官學合作聯繫平台」提案─綠色隧道低碳農

產品觀光行銷計畫，規劃含本校生態旅遊中心，農產市集與綠色隧道

鄰近廠商之低碳觀光旅遊路線，達到帶動觀光、行銷在地農產品及本

校特色三贏之目的。 

5. 競賽成果： 

(1)運動保育系 

 12/08 同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軟式棒球聯賽，預賽第一場以 11：6 擊

退僑光科大。 

 12/13 運保四甲張秉鎰、運保一甲賴宜宏代表本系前往淡江大學參加

大專盃健美比賽。張秉鎰榮獲傳統健美組 85 公斤量級第一名，賴宜

宏則為傳統健美組 65公斤量級第九名。 

(2)生物技術系 

 12/27 尤澤森老師指導國立北港農工學生小論文【｢啡｣你不可的：7-11

咖啡】及【開｢燻｣｢桂｣人來相助，｢粉｣病遠離小黃瓜】，獲得「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優等；【愛｢燻｣草莓族】

及【｢金」打細「蒜」】，獲得「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

寫作比賽」甲等。 

(2)幼兒保育系 

 12/14 胥嘉芳學務長承辦雲林縣「二手玩具屋營運推廣案榮獲 107 年

度社教館社評鑑」特優。 

 12/28 胥嘉芳學務長承辦雲林縣「108 年度雲林二手玩具屋營運推廣

案」本校評選為優勝廠商。 

 通識教育中心 

1. 學術活動： 

 12/05 廖婉君老師擔任「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評審委員。 

 12/07「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ICARE 2018)」，論

文發表教師：朱祖德老師、廖婉君老師、許淑婷老師、蘇倫慧老師、

葉明陽老師、蔡佳惠老師。 

 12/08-09第 6 屆心靈教育與環境永續論壇，參與教師：王雪芳老師。 

 12/17 申請 108 學年度教育部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申請教

師：蘇倫慧老師 

 12/20 申請 108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教師：吳樹屏

老師、鄧秀梅老師、林靜欣老師。 

 12/20 謝金安主任參與第十屆通識教育學會理監事通信投票選舉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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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中國唐代學會年會活動，參與教師：朱祖德老師。 

2. 特色活動： 

 12/05 藉由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愛在環球，夢想實現」計畫徵選，藉

此幫助學生圓夢，實踐夢想及體驗人生。辦理計畫宣導、徵選與頒獎

（90 組中共 5 組同學獲獎），並辦理「澳洲打工度假」圓夢經驗分

享，幫助學生拓展視野與體驗人生，參與學生 100人。 

 12/25 進行第 3 場校園英檢(劍橋)證照考試，有 73 位考生報名，取得

證照 C2 級 1 張，C1 級 2 張，B2 級 9 張，B1 級 3 張，A2 級 14 張，

A1 級 44張。 

3. 社會服務： 

 12/06、13八福長青關懷協會運動指導，指導老師：王雪芳老師。 

 12/25 林靜欣老師參與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臨床實驗倫理委員會會議。 

4. 產學合作： 

 12/03 五南編輯部黃惠娟經理來訪，與謝金安主任洽談中文鑑賞與應

用新教材的編篡及產學合作案。 

5. 其他： 

 12/03、24 巫淑寧老師至大德工商資訊科；12/20、27 至資處科入班協

同教學。 

 12/05、19蘇倫慧老師至大成商工輔導學生專題。 

 12/19 林靜欣老師至大成商工輔導學生專題。 

決定： 

一、洽悉。 

二、108.01.10~11 大學校長會議討論的四大重點：1.因應社會內外環境的變

遷進行組織再造；2.教學品保的重視；3.特色辦學的規劃與行銷；4.境外

生的招收。 

三、請校發室將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與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學術單位(系

所)KPI，提到主管會報進行討論。 

四、佳聯有線之電台訪問，請公共關係中心每季安排由不同的系提出新聞宣

傳點，定期強化本校特色行銷。另於今年三、四月份電視台擬幫本校拍

攝電視影片之行銷影片請務必要全力以赴。 

五、生技所(廚藝系畢業生)陳方威同學已不幸往生，請教務處製作其碩士畢

業證書，鼓勵其在學之努力，亦撫慰其父母的心情。 

伍、討論事項(60 分鐘)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高教深耕弱勢助學金實施要點」(草案)，請討論。(提

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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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教育部107年12月4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211709號函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107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學務處第6次處務會議討論通過

(108.01.10)。 

三、 本要點草案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p.35~36。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通過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會議紀錄附

件一，p.37~38，請學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請在導師會議中將此訊息告知每位老師，並請導師轉知各班學生。 

案由二：有關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系、所、中心教學計畫審議日程，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課程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各科目任課教師須填寫

教學計畫表，開課前完成相關審查程序並公佈於本校網路上，供學生

作為選課的參考。」 

二、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初選已於107年12月26日作業完畢，並請各系、

所、中心確實將教學計畫檢核表於108年1月23日(三)前送交課程發展

組。 

三、 本處課程發展組預擬教學計畫審查會議共計五場，審查時程規劃如

下： 

日期 時間 學院 科系、領域 

108/1/29(二) 09:00～12:00 管理學院 
公管所、企管系(所)、資電系、行銷系、

東南亞學程 

108/1/29(二) 13:30～16:30 設計學院 視傳系(所)、時尚系、多動系、創設系 

108/1/30(三) 13:30～16:30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通識、核心通識、博雅通識 

108/1/31(四) 09:00～12:00 觀光學院 觀餐系、廚藝系 

108/1/31(四) 13:30～16:30 
觀光學院 觀光系(所)、應外系 

健康學院 運保系、生技系(所)、幼保系 

擬 辦：經會議決議，依規劃時程辦理教學計畫審查會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由院長或系主任按各系所之教師比例抽查，審查過程請 2 位副校長、

院長、系主任、通識中心主任及教務長一同參加。 

三、教學評鑑未通過之教師，一定要通過教學計畫書之審查。 

案由三：各學院針對 107 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推動事宜，請討論。(提案單位：

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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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針對預算500萬之開班計畫如何規劃執行、如何達成目標進行說明。 

二、 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p.37~42。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通過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會議紀錄附

件二，p.39~43，請全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請各學院將表格做調整，含授課時數、上課地點、收費、開班人數。 

三、推廣教育開班由全教處主政，每個月定期檢視推廣教育之執行情形，

若無法順利推動，請自我檢討提出原因及改善規劃。 

案由四：「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課堂巡查作業規定」(草案)，請討論。(提案

單位：全教處) 

說 明： 

一、 依校長108年1月14日指示辦理。 

二、 參考全民教育處及教務處現行規定研擬草案。 

三、 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三，p.43~46。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通過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會議紀錄附

件三，p.44~47，請全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送請教務會議備查。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請討論。(提案單位：全

教處)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推廣教育實際運作，特修正本辦法。 

二、 經由推廣教育審查小組三次(105/12/8、105/12/27、106/1/17)研商會議

修正。 

三、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p.47~57。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退回重新研議，請逐條審慎研議後再提送審議。 

案由六：「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要點」修正案，請討論。(提案

單位：全教處)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推廣教育實際運作及經費運用，特修正本辦法。 

二、 經由推廣教育審查小組三次(105/12/8、105/12/27、106/1/17)研商會議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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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五，p.58~61。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通過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會議紀錄附

件四，p.48~51，請全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先推行試辦，再依執行狀況適時做調整。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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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高教深耕弱勢助學金實施要點 

環球科技大學第 86 行政會議(108.01)訂定 

一、 為強化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

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高教深耕弱勢助學金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依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獎助對象界定，本要點所稱弱勢學生係指具下列身分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五)原住民學生。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 

1.三代無人上大學者。 

2.新住民及其子女。 

3.其他經本校審議通過者。 

三、 本校為完善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得開設各項學習輔導課程或相關學習輔導活動包含： 

(一)由相關教學或行政單位依學習就業需求開設相關課後輔導、跨域學習、證照輔導課

程或其他學習輔導活動。 

(二)由相關教學或行政單位辦理自主學習輔導活動。 

(三)由相關教學或行政單位辦理之課後活動、研習、工作坊、志願服務、企業參訪或實

習等課程活動。 

參與前項所列各相關學習輔導課程活動須達 20 小時(含)以上，始得申請第四點所列各

項助學金。 

四、 本要點之助學金項目： 

(一)成績進步助學金。 

(二)自主學習助學金。 

(三)競賽拔尖助學金。 

(四)專業技能證照考試報名助學金。 

(五)專業技能證照考取助學金。 

(六)學涯定向輔導助學金。 

(七)領導力輔導助學金。 

五、 各項助學金申請方式與時程： 

(一)成績進步助學金：依前兩學期成績單，學期平均成績或名次進步者，經教務處註冊

組審查通過後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編列，每學期核發乙次。 

(二)自主學習助學金：依學生主動參加各項學習輔導課程及學習成效情形，經學生事務

處生活輔導組審查通過者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編列，每月核發

乙次。 

(三)競賽拔尖助學金：經輔導後學生參加國內、外競賽情形，經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或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查通過後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編列，每學

期核發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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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技能證照考試報名助學金：依學生報名專業技能證照情形，經教務處課程發展

組審查通過者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編列，每學期核發乙次，每

張證照申請乙次為限；惟證照考試日為 12 月者，得於次年度提出申請。 

(五)專業技能證照考取助學金：依學生考取專業技能證照情形，經教務處課程發展組審

查通過者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編列，每學期核發乙次，每張證

照申請乙次為限；惟證照核發日為 12 月者，得於次年度提出申請。 

(六)學涯定向輔導助學金：依學生建置學習歷程檔案(EP)與反思學習歷程情形，經教務

處教學發展中心審查通過後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編列，每學期

核發乙次。 

(七)領導力輔導助學金：依學生參與社團志願服務、領導知能研習、幹部工作講習等相

關活動，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查通過後予以核發，獎助金額依年度計畫預算金額

編列，每學期核發乙次。 

凡符合申請上述各項助學金之學生，應於各業管單位規定時間內向各業管單位提出申

請，審查通過後核發。 

六、 本助學金各業管單位每年得依教育部核發金額酌予調整本助學金補助員額及金額。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者，依各業管單位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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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管理學院推廣教育推動執行報告 

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事宜如下： 

一、開班規劃 

A類：一般推廣教育班 

開班名稱 主要招生對象 開班地點* 授課時數 
最低開班

人數 
學費 收入 

印尼語基礎會話 

計畫前往印尼

發展之本國人

士 

A、B 30 15 7,500 112,500 

行銷實務入門 
在 台 外 籍 人

士、本國人士 
A、B 18 15 3,600 54,000 

開店致勝策略 
在 台 外 籍 人

士、本國人士 
A、B 18 15 4,000 60,000 

物聯網基礎班 
在 台 外 籍 人

士、本國人士 
A、B 30 15 7,500 112,500 

玩機器人學程式

設計 
本國人士 A、B 30 15 7,500 112,500 

創業實務 
在 台 外 籍 人

士、本國人士 
A、B 18 15 4,000 60,000 

數位金融實務 本國人士 A、B 30 15 7,500 112,500 

國小程式設計班 本國國小學生 B 20 15 1,000 15,000 

每一期 合計 639,000 

*A 代表台中人才培育中心；B 代表校本部。 

B 類：職前訓練班/失業者職業訓練班 

開班名稱 開班單位 開班地點* 授課時數 
最低開班

人數 

開班補助

經費 
最高結餘+ 

門市服務丙級證

照班 
行銷系 B 300 30 900,000 158,000 

智 慧 行 動 裝 置

APP 程式設計師

培訓班 

資訊電商系 B 330 30 1,100,000 182,000 

AAAAA 企管系 B 300 30 900,000 158,000 

BBBBBB 東南亞學程 B 300 30 900,000 158,000 

每一期 合計 3,800,000 656,000 

+ 最高結餘 = 開班補助經費*12% + 場地組金 50,000 元 



附件二 
 

40 

二、達標規劃 

(一)經費收入預估：A類 639,000*2期+B 類 3,800,000*1期=5,078,000元；支

出預估 4,378,000 元；結餘預估 700,000 元。 

(二)A 類之執行：由管理學院各系負責規劃課程，台中人才培育中心與推廣

教育中心負責招生 (管理學院各系協助) 

(三)B類之執行：由管理學院各系全權負責。 

(四)校級配合事項： 

1.本校取得委辦場地認證(正確名稱待定) 

2.專職人力的自主調配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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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設計學院推廣教育推動執行報告 

一、設計學院推廣教育開班推動規劃 

基於大學的社會責任乃在於建構大學和在地或社區的連結，是故，在本院

所奠定「配合國家發展重點，積極打造自造文創設計、聚焦時尚媒傳之空間與

人才培育」之教育目標前提下，係整合院內及校外相關設計領域專業師資，於

課堂之餘推動一系列親民、實用、實務等設計相關技能之推廣教育課程，藉以

營造學院的在地價值，以及大學社區化的資源共享，並期能達成預設目標。 

在課程規劃方面，目前初步規劃共有八門課程，擬採滾動式課程開設之執

行方式，每學期八門課程可分別開設一至三個梯次，每梯次總收入約 914,000

元。然而，有鑑於設計相關課程所需專業設備及軟體之考量，本院除時尚系所

開設之「美容丙級證照術科訓練班」，除在校本部開設推廣教育課程外，另配

合於台中人才培育中心開課，其餘課程將運用校本部之電腦設備、設計軟體等

資源進行課程開設。 

在招生管道規劃方面，擬採取以下三種方式： 

1. 透過本校網頁與相關社群網路積極經營與推廣行銷 

2. 透過雲林在地社區大學進行宣傳 

3. 透過地方性社團(如老人會、婦女會、扶輪社…等)進行招募 

 

二、設計學院各系推廣教育收入預估一覽表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設計學院推廣教育項目表 

序號 承辦系別 課程名稱 收費(元) 招生人數 總收入 

1 多動系 Q 版漫畫人物創作體驗班 6,500 20 130,000 

2 多動系 色鉛筆插畫創作體驗班 6,500 20 130,000 

3 時尚系 美容丙級證照術科訓練班 5,000 15 75,000 

4 時尚系 時尚拼布創意製作 6,400 15 56,000 

5 創設系 金屬線編飾品設計-基礎班 5,800 30 174,000 

6 創設系 金屬線編飾品設計-進階班 5,800 30 174,000 

7 視傳系 手機攝影速成班 3,000 25 75,000 

8 視傳系 色鉛筆小品插畫班 5,000 20 100,000 

合計 175 914,000 

☆預計一個學期已開設三個梯次課程為第一階段目標(每梯次收入為 914,000 元*3 梯次

=2,742,000 元)，並且，依課程開設之成效與現下社會脈動進行推廣教育課程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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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觀光學院推廣教育推動執行報告 

觀光學院 107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事宜如下： 

一、開班規劃: 一般推廣教育班 

序

號 
系別 開課班別 開班地點 授課老師 

學費收費

(元) 

最低開

班人數 
收入 合作廠商 

1 觀餐系 飲調實務班(一)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許良仲 

老師 

2,000 
(不含材料費) 

15 30,000 ----- 

2 觀餐系 飲調實務班(二)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許良仲 

老師 

2,000 
(不含材料費) 

15 30,000 ----- 

3 觀餐系 飲調實務班(三)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許良仲 

老師 

2,000 
(不含材料費) 

15 30,000 ----- 

4 觀餐系 
咖啡拉花實務

班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許良仲 

老師 

2,000 
(不含材料費) 

15 30,000 ----- 

5 應外系 
實用英文基礎

級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呂宜臻 

老師 
3,600 15 54,000 ----- 

6 應外系 
實用英文進階

班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呂宜臻 

老師 
3,600 15 54,000 ----- 

7 應外系 
自助旅遊暨打

工英文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呂宜臻 

老師 
3,600 15 54,000 ----- 

8 應外系 吃出好英文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呂宜臻 

老師 
3,600 15 54,000 ----- 

9 應外系 生活實用美語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呂宜臻 

老師 
3,600 15 54,000 ----- 

10 應外系 

我要加薪—職

場實用英文菁

英級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博懷恩 

老師 
6,000 15 54,000 ----- 

11 

觀光學

院/觀

光系 

觀光休閒農業

(一)---溫網室設

施組裝應用基

礎班(斗六班)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許慧珍 

老師 

沈德民 

業師 

10,000 
(含材料費) 

15 150,000 
高吉鋼鐵 

百盛溫室 

12 

觀光學

院/觀

光系 

觀光休閒農業

(二)---溫網室設

施組裝應用進

階班(斗六班) 

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 

許慧珍 

老師 

沈德民 

業師 

10,000 
(含材料費) 

15 150,000 
高吉鋼鐵 

百盛溫室 

合計 7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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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健康學院推廣教育推動執行報告 

一、健康學院於推廣教育拓展之規劃 

為拓展本院之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具實踐身、心、靈健康養生精神與內

涵，進而提昇全民之身心靈健康，本院整合所有校內教師及校外相關合作產業

名師之專才與優質設備，利用課餘舉辦有助於強化健康之推廣教育班程，並期

待達成每一年 500萬之預設目標。 

本院乃透過以下管道尋找學員：(1)為校外相關企業組織部門做在職培訓，

(2)請求本院教師拓過自己的人脈來介紹，(3)將招生之 DM 放在雲端上，由群組

的好友來介紹。目前除了定期與全教處合作舉辦的項目 7 與項目 8 外，已有 3

班開成 (詳見下表之序號 1 至 3)；2 班在台中人才培育中心，1 班在本部，且會

連續開班。其他還有 7 項將陸續寫開班計畫書，分別於本部及台中人才培育中

心招生，尤其項目 5及項目 6 將配合招生計畫來推動。(相關之開班資訊詳見下

表) 

本院全體教師皆願意全力配合推廣教育之開班計畫，於推廣教育中廣結善

緣，可拓展環球之品牌並期對招生有正面加分之效果。 

二、107與 108學年度健康學院推廣教育項目表 

序號 項目 主辦系別 地點 收費 人數 總收入 

1 台灣茶文化與茶葉感官品評 學院 B● 3,000 20 60,000 

2 滑板訓練課程 運保系 B● 1,000 20 2,0000 

3 
飛輪運動-火曜晨(夜)班 

(同時三班) 
運保系 A● 1,000 60 6,0000 

4 人生幸福健康族就是您-940 學院 B◎ 3,200 30 96,000 

5 
人生幸福健康族就是您-940(對

象是一般社會大眾) 
學院 A◎ 2,000 40 80,000 

6 
人生勝利快樂族就是你-940 

(對象是高中職) 
學院 A◎ 2,000 40 80,000 

7 保母技能檢定(勞動部委辦) 幼保系 A● 450,000 1 班 450,000 

8 保母術科加強班 幼保系 A● 120,000 1 班 120,000 

9 魔法桌遊班 幼保系 A,B◎ 2,000 30 60,000 

10 創意積木班 幼保系 A,B◎ 2,000 30 60,000 

11 槓鈴有氧運動 運保系 A 1,000 20 2,0000 

12 環球韻動-- flow ball 養身課程 運保系 A,B◎ 1,000 20 2,0000 

合計 1,126,000 

*A 代表校本部；B 代表台中人才培育中心。● 代表已經開班; ◎ 即將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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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課堂巡查作業規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86 行政會議(108.01)訂定 

一、 為提升辦學品質、確保學生受教權益，並掌握教師與學生確實到課情形，維護教師專

業尊嚴，特訂定本課堂巡查作業規定。 

二、 本課堂巡查作業規定，包括：課堂巡查方式(含常態巡查、機動巡查)、課堂巡查回報、

課堂異常處理、課堂異常列管與追蹤及課堂巡查彙報等事項。 

三、 課堂巡查作業原則 

(一)教務組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依據課表(含上課日期時間、課程名稱、上課教

室)，排定課堂巡查人員。 

(二)課堂巡查人員應於每節上課十分鐘後(或每節下課前十分鐘)至各教室進行巡查工

作，並填寫「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課堂巡查紀錄表」(如表一)。 

(三)前項巡查如有課堂異常現象，由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教務組填寫「全民教育處暨

進修院校巡查異常回報紀錄表」(如表二)並回報發生異常教師所屬之系科。 

(四)課堂巡查如屬校外教學班，得依學校規定申請交通費、膳雜費。 

(五)推廣教育之課堂巡查比照本作業規定辦理。 

四、 課堂巡查方式 

(一) 常態巡查作業 

1. 常態課堂巡查作業由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依自主權責辦理巡查。 

2. 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巡查人員應依課表，落實辦理常態課堂巡查作業。 

3. 校外教學班得以定期巡查方式辦理。 

(二) 機動巡查作業 

全民教育處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教務組以上之督導人員依課表，親自或派員機

動增加巡查作業。 

五、 課堂巡查回報 

(一) 巡查人員應依課堂巡查作業原則，辦理課堂巡查作業，填寫「全民教育處暨進修

院校課堂巡查紀錄表」，並於當日或翌日，繳交教務組備查。 

(二) 如有課堂異常情形，巡查人員應即時通知教務組組長或副處長、處長，並通知該

學系與授課教師。 

六、 課堂異常處理 

(一) 課堂巡查之異常情形，包括：教室無人、教師遲到、教師早退、學生自修、學生

缺席嚴重或其他等 

(二) 課堂巡查人員如發現課堂異常情形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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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立即通知教務組，教務組應立即派員會同巡查人員到教室確認課堂異常情

形。 

2. 應於當日課堂時間內持續追蹤巡堂，以明確異常情形，並確實於「全民教育處

暨進修院校課堂巡查紀錄表」記錄異常情形。 

(三) 教務組接獲通知課堂巡查異常時，應立即回報教學組組長或副處長、處長，並通

知系主任、授課老師，表明發現課堂巡查異常，並請系主任查明異常原因或通知

改善。 

(四) 各系接獲通知課堂異常情形時，應於三天內填報「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課堂巡

查異常回報紀錄表」，送交教務組列管追蹤。 

(五) 事後授課教師需依相關規定提出事後調補課申請單並作改善，以做應有之補救措

施。 

(六) 課堂巡查異常情形，如有教師未到課屬實或嚴重之遲到早退，教務組應專案簽陳

報告校長，並加會系主任、院長及人事室，並請系主任輔導後提出補課措施。 

(七) 教師如有到課不實情形，人事室應列入教師輔導與考核。 

七、 課堂異常列管與追蹤 

(一) 課堂巡查發現異常情形，教務組應列管，並加強巡堂追蹤至確無該異常情形後解

除列管。 

(二) 異常情形如為第六點第五款時，教務組應列管追蹤確認完成補課後解除列管。 

八、 課堂巡查彙報 

教務組應於每學期期末就該學期的課堂巡查填報資料進行分析、檢討與策進，並簽陳

奉核後資料備查。 

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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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課堂巡查紀錄表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記錄 □無異常 □異常 巡查人簽名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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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學期課堂巡查異常回報紀錄表 行政單位收執單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課程名稱  班  級  

上課教室  授課教師  

巡堂異常情況（非教務組勿填寫） 系辦追蹤異常原因說明 

□1.教室無人□2.教師遲到□3.教師早退  

□4.學生自修□5.學生缺席嚴重  

□6.其它 

□1.調教室□2.調課□3.補課 

□4.參觀校外教學□5.其它 

教師簽名  系（科）主任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學年度第      學期課堂巡查異常回報紀錄表 系所單位收執單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上課教室    

巡堂異常情況（非教務組勿填寫） 系辦追蹤異常原因說明 

□1.教室無人□2.教師遲到□3.教師早退  

□4.學生自修□5.學生缺席嚴重  

□6.其它 

□1.調教室□2.調課□3.補課 

□4.參觀校外教學□5.其它 

教師簽名  系（科）主任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說明：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教務組巡堂發現異常狀況，請系辦公室協助追蹤異常之原因！ 

請填寫本表單並在兩天內送繳至教務組，請盡速處理本表單以免錯過事件處理時效。 

 

 

         學年度第      學期課堂巡查異常回報紀錄表 教師收執單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上課教室    

巡堂異常情況（非教務組勿填寫） 系辦追蹤異常原因說明 

□1.教室無人□2.教師遲到□3.教師早退  

□4.學生自修□5.學生缺席嚴重  

□6.其它 

□1.調教室□2.調課□3.補課 

□4.參觀校外教學□5.其它 

教師簽名  系（科）主任  

教務組承辦人：         教務組組長：         處長/校務主任： 

說明：全民教育處暨進修院校教務組巡堂發現異常狀況，請系辦公室協助追蹤異常之原因！ 

請填寫本表單並在兩天內送繳至教務組，請盡速處理本表單以免錯過事件處理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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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點 

(一)3.非學分班須依開班計畫提列

總收入 15%作為行政管理費。 

第四點 

(一)3.非學分班須依開班計畫提列

行政管理費。 

加入管理費比例規

定。 

第四點 

(一)4.政府單位、公民營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

委辦班之分配比例依雙方契約或

委辦計畫規定提列行政管理費、

場地費或水電費等相關費用予學

校。 

第四點 

(一) 4.政府單位、公民營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

委辦班之分配比例依雙方契約或

委辦計畫規定提列行政管理費或

水電費等相關費用予學校。 

加入場地費之提列。 

第四點 

(一)5.若因特殊情況考量，專案

簽報核可後，依實際狀況編列行

政管理費、場地費或水電費予學

校。 

第四點 

(一) 5.若因特殊情況考量，專案

簽報核可後，依實際狀況編列行

政管理費或水電費予學校。 

加入場地費之提列。 

第四點 

(二)5.業務費 

開班單位所需之行銷廣告、教學

材料、器材維護、電話費、辦公

用品、印刷、郵資、雜項費、二

代健保等費用編列，以總收入

10%為限。 

第四點 

(二)5.業務費 

開班單位所需之行銷廣告、教學

材料、器材維護、電話費、辦公

用品、印刷、郵資、雜項費等費

用編列，以總收入 10%為限。 

業務費加入二代健

保。 

第四點 

(三)推廣教育應依前二款辦理，

如有特殊開班需求，得專案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無此條文。 增加特殊開班規定。 

第八點 

本校為鼓勵各教學單位積極拓展

推廣教育以提升辦學績效，特訂

定「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班責

任分工與績效分配明細表」，詳

如附件一。 

 新增法條置入第八

點，將原第八點、第

九點法條遞移為第九

點、第十點。 

加入附件一。 

第九點~第十點 

以下略以 

第八點~第九點 

以下略以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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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要點【修正後】 

環球科技大學第 50 次行政會議(104.04)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86 次行政會議(108.01)修正 

一、 本校為積極推動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並妥善規範各類推廣教育課程之收費標準及各項業

務經費編列，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 本校各單位開辦推廣教育班經費使用以自給自足為原則。需依班別編列學校行政管理

費，剩餘經費由開班單位統籌運用，支付開班所需之管理費、校外場地費、教師鐘點

費、人事費及相關業務費，不足部分由開班單位自行籌措。 

三、 本校推廣教育收費原則： 

(一)自辦學分班:大學部每一學分之學分費以 1,500 元為下限，研究所每一學分費以

5,000 元為下限；實習材料費及教材費由各班依性質自定。 

(二)委辦學分班:收費標準及相關費用支出標準依據委辦單位開班計畫執行。 

(三)非學分班：收費標準各班依性質自訂。 

(四)政府單位、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委辦班，收費標準依雙方

契約或委辦計畫規定收費。 

四、 推廣教育經費支用原則： 

(一) 學校行政管理費 

本校推廣教育依利潤中心制之精神，開班皆須編列學校行政管理費，提列學校統籌

運用，支援開班各項成本，包括水電費與場地費等，提列學校統籌運用。若為政府

單位、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委辦班，則由本校依開班計畫

書開立行政管理費領據報請核銷。 

其編列原則如下： 

1. 自辦學分班:大學部學分班招生人數低於 30 人(含)，須提列總收入之 30%作為行政

管理費，招生人數超過 30 人，須提列總收入之 35%作為行政管理費；研究所學

分班招生人數低於 15 人(含)，須提列總收入之 22%作為行政管理費，招生人數超

過 15 人，須提列總收入之 25%作為行政管理費。若在校內開設之學分專班經費

由學校統籌管理運用。如有特殊開班需求，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2. 委辦學分班:相關費用支出收費標準，依委辦單位開班計畫執行，至少須提列總收

入 10%作為行政管理費。 

3.非學分班須依開班計畫提列總收入 15%作為行政管理費。 

4.政府單位、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委辦班之分配比例依雙

方契約或委辦計畫規定提列行政管理費、場地費或水電費等相關費用予學校。 

5.若因特殊情況考量，專案簽報核可後，依實際狀況編列行政管理費、場地費或水

電費予學校。 

(二) 單位統籌費用 

開班單位依班別編列學校行政管理費後，剩餘款項由開班單位統籌運用，支付開班

相關各項費用，其支用編列原則如下: 

1.場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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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開班需求需支付校外相關場地之租借費用。 

2.管理費 

因開班需求需支付相關合作單位之開班管理費用。 

3.教師鐘點費 

(1)學分班之教師鐘點費標準，由開班單位依授課教師職級或相當之職級編列預算，

並於計畫書中說明。惟鐘點費支付標準，以部定教師鐘點費標準之 2 倍為上限，

授課時數不得併入本校一般授課時數核計。 

(2)自辦之非學分班授課，其校外教師鐘點費比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鐘點費支付標

準為原則，得由承辦單位依授課人數核定鐘點費；校內教師鐘點費，比照學分班

之教師鐘點費標準核定。 

(3)政府單位、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委辦班之教師鐘點費依

委辦機構之支付標準為原則。 

4.人事費 

(1)計畫主持人(班主任)：以委辦機構之支付標準為原則，自辦學分班或非學分班不

列此項。惟同時段以執行二個計畫案為上限。 

(2)工讀金：以時薪計者，比照教育部工讀生之標準支付。 

(3)專任助理：以委辦機構之支付標準為原則，若無標準則依本校行政助理費標準。 

(4)演講費：以委辦機構之支付標準為原則，若無標準則每場次 3,000 元為上限。 

(5)主持費：以委辦機構之支付標準為原則，若無標準則每人每場至多 2,000 元。 

(6)出席費：以委辦機構之支付標準為原則，若無標準則每人每場至多 2,000 元。 

(7)差旅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差旅費支付標準辦理。 

5.業務費 

開班單位所需之行銷廣告、教學材料、器材維護、電話費、辦公用品、印刷、郵

資、雜項費、二代健保等費用編列，以總收入 10%為限。 

(三) 推廣教育應依前二款辦理，如有特殊開班需求，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 年度推廣教育經費若有結餘款由開辦單位保留，欲使用時須編列經費使用計畫，簽請核

准後始可動用。 

六、 本校推廣教育之收支作業情形，應列入校務資訊系統作業管理，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

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七、 推廣教育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證，並依規

定年限保存。 

八、 本校為鼓勵各教學單位積極拓展推廣教育以提升辦學績效，特訂定「推廣教育班責任分

工與績效分配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專簽辦理。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51 

附件四之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班責任分工與績效分配明細表 

程序 項目 
主責 

比例 

開班之 

院系所 

行政單位- 

全民教育處 
備註 

企劃 

15% 

課程規劃 10%      

DM 設計 5%      

招生 

20% 
詳如備註 20%  

  包含訊息公告、DM

分發、招生等事務。 

開班 

計畫 

16% 

動支編列 3%      

預算表 3%      

講師聘僱 

與聯繫 
7%  

    

場地租借 3%      

執行 

33% 

收(退)費 6%      

出勤管理 4%      

班務管理 8%  

  
包含課前通知與場地

確認；看班人員須符

合校內核銷原則，並

提供核銷相關文件。 

控管單位 5%    *全民教育處。 

學籍管理 10%    *全民教育處。 

核銷 

6% 

憑證核銷 4%  

  單位花費須自行黏貼

憑證，由核銷單位整

合。 

憑證整合 2%    包含照片整理。 

成果冊 

10% 

表單蒐集 4%      

製作成冊 6%      

合計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