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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8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03月13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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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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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州總務長、陳盈

霓國際長、許淑婷圖資長、林維新主任、翁夏淨主任、鄭百佑主任、

鍾雅儷主任、何凱維副學務長、陳冠中副研發長、張清為副國際長、

詹慧純副圖資長、李純誼副處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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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倫代理院長、蔡長鈞院長、張李曉娟主任、吳世卿主

任、盧盈光主任、劉禧賢主任(張原賓老師代理)、劉昇雯主任(何

嫈嫈副主任代理)、賴錦全主任、林思賢主任、曾雅秀主任、鍾世

和主任、陳昶旭主任、葉育恩主任、林恒昌主任、謝金安主任 

請假人員：沈健華執行長、林慧文副主任、林靜欣副主任 

列席人員：蔡銘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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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修正後通過「環球科技大學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 
已於 108.03.11 經校長核定實施。 全教處 

決定：洽悉 

參、校長交辦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請各系所於開學一週內將教室外

的課表更新，教務處請確實檢

查。 

1.經加退選期間加強宣導與檢視，各教

學單位已確實將教室課表更新。 

2.課表異動申請至 3 月 6 日截止，本處

已再次提醒異動部分課表更新於 3 月

7 日下班前完成。 

教務處 

二 
教學計畫審查工作預計於 3 月初

進行抽查。 

1.教學計畫經期初教師工作坊邀請何嫈

嫈老師經驗分享後，於加退選結束

(2/27)後，自 3/1 日至 3/5 再次開放系

統修正與調整。 

2.待修正與調整後再行安排抽查作業。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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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三 

1.安排至校門口觀察電視牆內容

有無改善之處。 

2.三創教育跨領域學程之認定請

提會再次確認。 

1.已於 3/6 之主管會報至現場討論完

成。 

2.於本次行政會議列入 KPI提案確認。 
秘書處 

決定： 

一、洽悉。 

二、教學計畫是教學品保的基本工作，教學品質是確保優質學校的專業表現，

教學品保我們一定要重視，展現本校專業的學養與對學生的用心指導，

3 月份每個系都會抽查，並依照各系、所教師數與學生數之比率抽查，

抽查工作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 

三、電視牆的改善非常多，感謝鳳秀主任及與會主管，提供 37項的寶貴指教，

其中一項要特別感謝尤澤森老師和總務處，3/12 尤澤森老師已把校園營

造花海規劃及預算向校長報告，可以幫學校營造更美好的景緻。 

四、3/12 與總務長拜訪雲林縣工務處的處長，本校側門嘉新路的櫻花或許因

天氣太熱無法種的花繁葉茂，近期內將會同本校師長做專業座談後，再

決定是否改種其他植物或就目前的櫻花做一些專業的處理。 

五、3/12 拜訪達德商工，以安排座談的方式進行，他們對本校非常之肯定(專

題指導、協同教學…等)，且他們的畢業班約 30 班與本校合作約 10 班，

為 10所策略聯盟大學最多，在此謝謝相關合作的系所和師長們的努力與

付出。 

肆、專案報告(20 分鐘) 

一、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請參閱附件一

(P26~29)。(報告單位：招生中心) 

二、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修正規定，請參閱附件二

(P30~34)。(報告單位：研發處) 

決定： 

一、 違反招生相關規定，教育部現在處理的非常的嚴僅，由招生策進中心責

負，各單位清查網站資訊、招生文件，於 3/22(五)清查完畢。 

二、 每個招生管道(技優、甄選及聯登)我們要很積極的面對，若有危機出現

我們要做即時的補救，請二位副校長、招生顧問及各系主任都要掌握先

機來處理，招生是我們生存的命根。 

三、 教學品質不佳(生師比的部份)請吳副校長召集研發處、教務處、國際

處、人事室進行會談，且決定如何處理。至於院系所主管我們會進行調

整且小心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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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的現金流部份，每個月的可用資金要維持能有 3 個月經常性現金支

出，本校教職員工的薪水能準時發放是其中之一，另外，維護學校運作

各方面的支出，未來能省就省，但該修理還是要修，最近水電、整修的

部份都做細緻的處理，人事組職再造我們也是循序漸進且辛苦的面對。 

五、 克勤克儉是學校的經營，就像企業一樣的經營，更要有成本效益觀念，

才是生存之道。 

六、 本校可以控制的是教學品質，爾後報教育部的公文資料要再次確認完成

才能送出，不要把缺點揭露出去，且請提前二天送進校長室，以便再次

協助確認文件內容。 

七、 有關學分抵免相關事宜，如：日間轉夜間、外校轉本校，課程內容若可

合情合理可以通過抵免，但不可以隨便抵免，若因為學分抵免不當被列

管，我們會得不償失。 

八、 校外班的巡查制度已經建立完成了，且要定期的自我檢查，並依規定辦

理。 

九、 108 年度的預算要務實主義，務實編列預算，請系主任了解系上整體的

成本，若對系上的成本估算不了解可以與會計室討論。 

十、 請各位系主任一定要努力招生，且讓本校總註冊率達到 7 成以上，且本

校招生的流程為：全面佈局→務實耕耘→有效收網→績效責任，且於蛋

白區、蛋黃區設責負人進行全面招生。 

十一、 請吳副校長轉知鄭主任，有關招生技優、甄選及聯登三個管道各系、

院處理的情況如何，請完善準備，並於董事會一週前交給校長，因應

3/25 董事會的關心。 

伍、工作報告(90 分鐘) 

 教務處 

1. 為使轉學生快速了解本校之學習環境、校務流程及學分抵免等權益，本

學期轉學生校園座談會已於 108 年 02 月 20 日(三)辦理完成。 

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加退選作業於 108 年 02 月 27 日辦理完畢。本學期跨

部選課時程為 108 年 03 月 06 日(三)上午 8 時至 17 時止。 

3. 107.2 技職課程網填報上傳時程自 03 月 04 日至 29 日止，將依據 108 年

02 月 26 日臺教技(三)字 1080029429 號含批示核准後，再公告各相關單

位。 

4. 105 及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產業學院計畫」修正結案報告，已於

108 年 02 月 27 日發文報部。 

5.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教學計畫，經查仍有部分授課教師未完成教

學計畫輸入作業，於 108 年 03 月 01 日至 05 日第四次系統開放修正、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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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發展中心已於 108年 02月 14日，依據教育部 108年 02月 12日臺教

技(三)字 1080207143B 號來函請撥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款 658 萬。 

 學務處 

1.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3 月 5 日臺教學（三）字 1080028972 號函請學校依據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指派學生輔導單位設立單一窗口協

助辦理懷孕學生輔導與協助事項。請各系主任及班級導師於知悉學生懷

孕後，請聯繫轉介學務處健康與諮商中心，以利學務處健康與諮商中心

依學生需求成立工作小組，維護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之權益，提供最大

協助。 

2. 健康與諮商中心規劃於 3 月 6 日、3月 12 日、3 月 13日 10:00-14:00 分別

於國際書苑 1F、務實樓 1F，辦理心理檢測諮詢站，提供學生生涯與身心

健康的初步篩檢、諮詢，以利心理衛生健康活動之宣導與推廣。 

3. 健康與諮商中心於 108 年 3 月 6 日針對轉學生及外籍生新生辦理 107 學

年度第 2 學期新生健康檢查。 

4. 健康與諮商中心於 2 月 27 日星期三 15:00-17:00 於存誠樓 MA105 團體諮

商室，辦理輔導股長期初集會活動，協助輔導股長瞭解諮商中心相關服

務內容及活動資訊，以提供需要同學相關的輔導資源。 

5. 第 12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員及各系學會會長選舉，投票日訂於

108 年 5 月 14 日(二)假各棟大樓辦理投票。 

 總務處 

1. 能源管理 

(1) 106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用電(量)用水(量)費用比較圖，詳如圖 1-圖 2、

表 1-表 2。 

(2) 配合學校節約能源政策，敬請全校教職同仁及同學一起實踐隨手關燈、

關閉不必要電源、適度使用空調設備等環保節能好習慣。108 年 2 月

用電巡檢月報表，詳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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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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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單位(綠色產業基金會)規劃師已於 108 年 1 月 21 日來校了解本校現況

及洽商申請程序。 

4. 目前尚待經濟部公告計畫申請程序，屆時總務處將依程序申提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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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申請雲林縣設

備汰換與智慧

用電補助計畫 

(一) 計畫申提及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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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雲林縣政府已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來文通知同意核備，已於 108 年 1

月 24 日完成汰換冷氣設備的發包採購作業，目前承包廠商已進行冷

氣設備進場裝設作業。 

4. 相關執行內容，預計於 108 年 3 月 28 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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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005  
1,071,712       8,850,344 

107-106 14,723 26,751 -44,066 -38,793 80,861  -3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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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416,192 572,360 587,760 497,264 459,856 342,392       2,875,824 

107-106 -19,048 -7,168 -41,640 -34,832 18,296 -25,016        

說明：(帳單抄表期間當月 1 日至當月月底) 

1. 107 年 12 月，校內、外單位借用國際會議廳天數，計 6 天。 

2. 107 年 12 月，校內、外單位借用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天數，計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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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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99 120,680 138,794 112,709 96,240       659,319 

107-106 28,084 20,044 13,031 22,479 8,096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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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8 7,466       49,148 

107-106 1,478 710 1,030 1,777 64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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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8/02/12 已完成學人宿舍水塔漏水修繕、MA 棟冷卻水塔漏水零件換修、廚藝大樓外部水管破裂漏水修繕。 

6. 08/2/28 修繕 MB 棟水塔止水閥故障修繕、務實樓進建築物水管破裂修繕、思源樓 A 棟進建築物水管破裂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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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8 年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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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共空間-梯間 1  -  

公共空間-廁所 4  -  

創意樓 

專業教室 -  

2 2/16、 2/17(冷氣

汰換廠商疏失) 

(已於當日以遠端

控制方式關閉) 

公共空間-中庭 -  -  

公共空間-走廊 4  -  

公共空間-梯間 6  -  

公共空間-廁所 4  -  

務實樓 

公共空間-走廊 3  -  

公共空間-梯間 4  -  

公共空間-廁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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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空間-走廊 -  -  

公共空間-廁所 3  1 2/20 

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 

公共空間-梯間 -  -  

公共空間-廁所 -  1 2/15-1F 廁所 

公共空間-走廊 -  -  

幼保大樓 
公共空間-梯間 -  -  

公共空間-廁所   1 2/16-2F 東側廁所 

圖書館 公共空間-梯間 1 
1F 東側電

梯口 

- 
 

宿舍區烘焙教室 觀餐系   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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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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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系所產學合作案 0件，須敘明原

因、理由、改善措施及預計完成日期。截至 108.03.07 止，觀光系已初步

完成簽訂 1案；觀餐系簽訂 3案；廚藝系簽訂 2案。目前產學合作案 0件

之系所，相關彙整如下表： 

環球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產學合作案改善情形檢核表 

責任單位 

各系

應達

目標 

實際

件數 

說明改善情形 

(條列式具體陳述) 

預定完成日

期 
改善進度 

年  月  日 

□已完

成 

□未完

成 

改善比

例(%) 

通識中心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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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管所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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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設系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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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產學中心協助媒合。 

108年6月30

日 
未完成 0% 

視傳系 9 0 

1.上學期非行政老師們重點於招

生佈局的建立及高教深耕計畫

的執行。 

2.下學期進行。 

無 未完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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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單位 

各系

應達

目標 

實際

件數 

說明改善情形 

(條列式具體陳述) 

預定完成日

期 
改善進度 

年  月  日 

□已完

成 

□未完

成 

改善比

例(%) 

3.培訓碩班同學共同提案進行。 

2. 已於 108.02.14 參加豐田工業區廠商聯誼會新春團拜，重點宣導產學合作

事宜。 

3. 為強化導師與認輔老師的 UCAN 輔導知能，適切輔導學生適宜的職涯進

路與就業職能學習地圖，以符合各系人才培育目標，已於 2/15 在 107 學

年度第二學期導師會議暨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辦理「UCAN 就業與職

能診斷平台操作與輔導」，藉此推動提升學生 UCAN 施測與輔導成效，達

到降低學生畢業後的學非所用比率。 

4. 推動大一新生進行 UCAN 職能測驗，協助大一新生瞭解自己的職涯發展

方向，對於未來能更有目標和主動的加強其職場就業職能的專業課程學

習，已於加退選前(2/18-2/27)與各系大一導師和認輔老師至新生班級進行

UCAN 運用於選課的輔導，輔導新生依其 UCAN 職能測驗結果進行如何

選修與職場就業職能有關的專業課程。 

5. 已於 108.2.19 完成 107 年度「彰雲嘉大學聯盟」帳戶經費動支與核銷。 

6. 已於 108.2.26 完成辦理 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第二期請款作業。 

7. 「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師生創業團隊聯合開幕暨揭牌典禮」已

於 108.02.27(三)順利完成。 

8. 配合辦理補助技專校院 107學年度教師產業研習研究計畫管考事宜，已彙

整相關資料並於 108.02.27 至「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完成 107 學年度

上學期執行進度及成效考核填報。 

9. 截至 108.03.04 為止，各系「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規劃表」已全

部繳交完成，請各系依據規劃內容逐年達成目標。 

10. 107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科技部計畫及即時輔導計畫)截至 108.03.07止，

共計 32 件，金額 7,60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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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保系 10 4 40% 2,572,183  

3 時尚系 8 3 38% 320,000  

4 行銷系 13 4 31% 8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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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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資電系 10 3 30% 685,000  

6 多動系 7 2 29% 209,500  

7 應外系 8 2 25% 200,000  

8 廚藝系 9 2 22% 200,000  

9 運保系 6 1 17% 100,000  

10 東南亞經貿學程 6 1 17% 300,000  

11 觀餐系 22 3 14% 300,000  

12 觀光系 9 1 11% 100,000  

13 企管系 12 1 8% 361,000  

14 公管所 6 0 0% 0  

15 創設系 6 0 0% 0  

16 視傳系 9 0 0% 0  

17 通識教育中心 1 0 0% 0  

總達成率 151  32 21% 7,600,683  

11. 103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三創課程表」已於 108.03.11 寄給各系確認。 

12. 「2019 全國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依規定須於 108.03.20 完成提送。 

13. 「108 年度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於 108.03.29 申請截止。 

14. 101-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執行成果彙編，目前校版資料正進行內容草案彙

編，預計 108 年 3 月底完成初稿。 

15. 108 年 3 月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作業，系統於 108 年 3 月 1 日開

放填報，108 年 4 月 30 日下午 5:00 關閉。 

16. 已於 2/27 函送「105 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評鑑-自我改善執行成果」

至台評會；後續將針對評鑑委員之意見進行改善，修正「環球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

約書」，並加強實習輔導之管控，以落實到未來各系執行學生校外實習工

作規範，達到良善的回饋改善機制。 

17. 依實習作業規範，學生實習前應完成實習合約書之簽訂，已多次提醒未

完成的系科，但截至 3/5尚有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4名實習生、時尚造

型設計系 5 名實習生未完成簽約，已於 3/6 會辦請系上進行說明。 

18. 108 年勞動部「108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計畫案」申請，業經

勞動部核定補助 16 案 (1 案校園徵才活動、8 案講座活動、1 案駐點職涯

諮商活動、6 案產業參訪活動)，共計核定補助 67 萬 5,695 元。 

19. 推動學生生涯及就業的職涯知能，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期望透過職涯

規劃專家進行輔導與協助，協助及早釐訂個人生涯發展方向，107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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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訂於 3/27 至 6/5 每週三的 14:00-17:00（為期 10 週）邀請職涯諮

詢專家蒞校駐點諮詢。 

20. 協助學生就業媒合預計於 4/30(二)10:00-14:00 創存誠樓中庭廣場辦理

「2019 校園徵才活動」。 

21. 108年青年署推動職涯輔導計畫申請案，為鼓勵老師開設職涯課程或職涯

融入專業課程，已公告鼓勵各系踴躍提出，並於 3/6向管理學院及通識教

育中心說明計畫申請重點及協助教師提案申請。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3/4 於視訊教室(MA407)辦理 2019 年春季班境外新生及第 38 期海青班新

生座談會暨歡迎式活動，107 學年度春季班新生(含第 38 期海青班)人數總

計 72 名，其中學位生為 35 名，第 38 期海青班學生為 37名，詳細國籍別

及各系所別如下兩表所示： 

環球科技大學 107-2 國際境外新生資料(國別分) 

國別數 
類型 

國別 

學位生 
海青生 合計 

外籍生 僑生 

1 馬來西亞 34 - 37 71 

2 越南 1 - - 1 

合計 35 - 37 72 

資料統計截止日: 108.03.05 

環球科技大學 107-2 國際境外新生資料(學院/系別分) 

學院 

類型 

 

系科 

學位生 

(外籍生+僑生) 
海青班 合計 

管理學院(2) 
企業管理系 1 

 
1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 1 1 

設計學院(34) 

時尚造型設計系 11 - 11 

視覺傳達設計系 14 - 14 

數位媒體設計科(海青) - 9 9 

觀光學院(35) 

餐飲廚藝系 1 - 1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6 - 6 

創意餐飲與烘焙科(海青) - 28 28 

健康學院(1)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1  1 

合計 35 37 72 

資料統計截止日: 108.03.05 

2. 依教育部來文(108年 2月 25日臺教文(五)字 1080021818號)，配合辦理優

化境外生輔導機制，除請各班導師宣導教育部建置之輔導平台及校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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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制度（諮商輔導中心），本組已將相關通知於 3月 5日發給各系，敬

請各系於 3月 20日前回傳相關文件（學生簽署文件）。 

3.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境外新生及第 38期海青班學生事務（居留證、傷病醫

療保險、國防教育免修、學生證資料收集）預計於 3月 7 日完成。 

4. 於 3月底前完成境外在學學生居留證延長、全民健康保險等事項。 

5. 依僑委會規定期程於 3 月底前完成第 38 期海青班新生接機、錄取及報到

人數統計表以及第 37 期第 3學期報到統計等相關資料報會。 

6. 預計於 3月底前完成第 37期及第 38期海青班學費報會請款事宜。 

7. 於 2 月 25 日進行申請教育部 108 年度「新南向學海築夢」選送學生赴國

外專業實習獎助計畫之校內審查，分別為廚藝系「環球新南向翻轉技職

教育-泰國實習計畫」、「環球新南向強化國際移動力-澳洲實習計畫」、

生技系「農業生技印尼海外實習」、幼保系「環球幼保馬來西亞海外菁

英實習」，並請各計畫主持人針對審查委員所提出建議修正增補，俾利

進行後續計畫申請作業。 

8. 2019年大陸地區學士班招生申請計畫預計 3月 20日前提出計畫書簡章。 

9. 視傳系與山東科技職業學院合作之「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專科教育」

1+0.5+0.5+1 合作案，雙方已完成合作項目計畫書及協議書初稿，目前由

山東友校進行專家審查，另將依程序進行簽訂。 

10. 接待參訪團及招生促進活動： 

國內接待活動 

日期 來訪單位 活動／人員 活動性質 

3/25 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參訪團 
校長團 

(共 14 名) 
參訪交流 

3/26 日本台灣留學中心參訪團 
學生及家長團 

(暫計 40-80 名) 
參訪交流 

招生促進活動 

日期 主辦單位/地點 活動內容 活動性質 

3/4-11 

馬來西亞 

-吉打、檳城、霹靂、吉隆坡、

吉蘭丹- 

參加「Study in Taiwan 臺灣高等教

育升學博覽會」 

海外參展 

招生宣講 

3/12-15 
菲律賓 

-納卯- 

拜訪策略聯盟學校「納卯醫生學

校」、「東南亞基督教學院」，並

進行招生宣導事宜，拓展本校境外

學生生源。 

招生宣講 

交流合作 

11. 已於 02/18完成 107-2 華語班開課課表。 

12. 已於 02/19 華語中心 107-2開始第一堂基礎班授課。 

13. 已於 02/22協助華語班學生確認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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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於 02/28調查完成第二學期接待家庭教職員意願。 

15. 已於 03/04調查完 107-2海青班及國際生加入接待家庭意願。 

16. 預計於 03/27舉辦接待家庭相見歡。 

 圖書資訊處 

1. 本處配合執行技職聯盟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計畫「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

學習系統」資料庫辦理「WebEnglish 送好禮」點閱抽獎活動，活動自

2019/3/11 至 2019/4/5 止；相關訊息，已置於圖書館首頁或可連線至

http://www.webenglish.tv/school/，歡迎各位師長鼓勵學生踴躍利用資料庫

資源。 

2. 本 學 期 資 訊 能 力 畢 業 門 檻 考 試 日 程 已 公 告 於 檢 定 專 網 上

(http://twit.twu.edu.tw)，請各系所務必加以宣導，讓應屆畢業生未通過此

門檻者儘速報考，以免影響畢業權利。 

測驗名稱 考試日期及時間 
報名(繳費) 

起迄日期 
備註 

2019-03-20(三)1530-1630 

「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 考試 

2019-03-20 

15:30 

2019-02-20 

~2019-02-27 

已截止報名 

2019-04-24(三)1530-1630 

「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 考試 

2019-04-24 

15:30 

2019-03-27 

~2019-04-03 

 

2019-05-15(三)1530-1630 

「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 考試 

2019-05-15 

15:30 

2019-04-17 

~2019-04-24 

 

2019-06-05(三)1530-1630 

「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 考試 

2019-06-05 

15:30 

2019-05-08 

~2019-05-15 

 

3. 為落實節能減碳並強化各專業空間設備與資源使用合宜性，請協助宣導

各教室借用應符合人數原則，並請勿於申請時虛報人數，近期發現部份

申請同仁虛填人數，或借用後僅進行 youtube影片播放且無授課教師於現

場指導等情事發生…，麻煩大家協助並愛惜各項設備與資源；假日班返

校上課除電腦專業課程外，請配合使用一般教室，以減少中央空調之冷

氣及相關電力之運轉。 

(1)電腦教室借用請配合專業課程上機之需（人數低於 30 人，請借用

MA309，或善加利用各系之專業教室，並請勿為播放影片而借用電

腦教室，以免增加本校電力負載）。 

(2)存誠樓 MA407 會議室可容納人數 110 人（請大於 70 人再行用）。 

4. 電子公文 APP 已重新開放予一二級主管使用，各位主管若於使用上有任

錯誤訊息出現，請拍取畫面後並提供公文資訊予本處，以利配合修正相

關問題。 

5. 本學期加退選已結束，請各授課教師若因人數或授課軟體異動而欲更換

電腦教室，務必配合課程發展組之規定，進行課程異動申請並知會本處，

以配合相關教室之調整。 

http://www.webenglish.tv/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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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教育處 

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加退選抵免作業，辦理期限為 02/20至 02/27；第 2學期

教學計劃彙整作業，辦理期限為 02/20至 03/31。 

2.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註冊繳費作業，辦理期限為 01/21至 02/27；第 2學

期學生歷年成績確認作業，辦理期限為 02/20至 03/15。 

3. 已於 02/27完成辦理 107學年度下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4. 辦理 107學年度下學期就學貸款暨減免學雜費受理作業，期限至 03/08。 

5. 辦理 107 學年度下學期行政院原委會原住民獎助學金暨清寒優秀原住民助

學金受理作業，期限至 03/20。 

6. 辦理 107 學年度下學期兵役緩徵暨儘召作業，將名冊函送各縣市政府及後

備指揮部，期限至 03/10。 

7. 已於 12/20 至 03/05 協助辦理原住民學生各項減免與原住民學生獎助學生申

請。 

8. 已於 02/20至 03/31調查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進修部幹部名單。 

9. 目前正籌劃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相關學生活動及畢業典禮前置作業。 

10. 推廣教育暨職業訓練中心辦理 108 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試務(165 人)系統

建置、應檢人資料寄送、工作計畫、監評場委員確認等試務工作。 

11. 正在辦理的推廣相關課程班級有：飛輪課程第四班(22 人)、飛輪課程第五

班(19人)、飛輪課程第六班(20人)、107-2樂齡(30人)、臺中教育大學委辦

107-2幼教 16學分班(溪湖班)與(雲林班)開課、學士學分班(16人)開班、美

容乙級證照班招生中、創意西餐料理課程規劃中、烘焙丙級證照輔導班

規劃中、107 樂活營規劃中、竹山學士學分班開課中、公管所碩士學分班

送件中、彰化 224學分班送件中。 

12. 推廣相關核銷：108-1 即測即評保母單一級核銷、飛輪課程第四班(22 人)

核銷、飛輪課程第五班(19 人)核銷、飛輪課程第六班 (20 人)核銷、107 樂

齡大學(30 人)核銷、美造丙級證照輔導班(18 人)核銷、臺中教育大學委辦

幼教 16學分班(溪湖班)核銷與(雲林班)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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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基礎烘豆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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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板訓練課程 
4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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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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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預計開設課程如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合計 

長照醫護 
護患溝通的藝術、醫護職場英文、長照芳香照護培訓班(中階)、

長照經絡芳香保健培訓班(中階) 
4班 

幼兒教育 

活動會場設計與佈置、桌上遊戲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設計、嬰幼

兒情緒發展與輔導、幼兒美好成長-行為觀察記錄實作、幼兒木工

課程教學與實作 

5班 

企管行銷 開店制勝策略規劃 1班 

3. 108 年第 1 季確定開課：POUND FIT 擊鼓有氧體驗課程、茶學講座、河

洛古韻話茶經(一)、滑板訓練課程、DMY 交叉有氧心肺適能、色鉛筆插

畫創作體驗班。 

4. 108 年 03 月 08 日舉辦王振益畫家油畫展茶會。 

5. 108 年 03 月協助企業單位申請參加 108 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6. 108 年 03 月預計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勞務採購案。 

7. 108 年 03 月 29 日預計辦理 108 年度上半年自衛消防演練。 

 招生策進中心 

1. 招生宣傳工作： 

 2 月份相關宣傳活動場次如下： 

高中職校 辦理事項 協辦單位 

麥寮高中 02.12(二)進班宣講(5 班) 電商系、觀光系、廚藝系、應外系、運保系 

五育高中 02.13(三)進班宣講(7 班) 
行銷系、多動系、視傳系、創設系、時尚系、幼

保系、運保系 

二林高中 02.13(三)升學博覽會 行銷系、生技系 

北港高中 02.14(四)進班宣講(5 班) 行銷系、視傳系、觀餐系、幼保系、運保系 

宏仁女中 02.15(五)升學博覽會 行銷系、生技系 

水里商工 02.18(一)進班宣講(2 班) 行銷系、觀餐系 

東石高中 02.19(二)進班宣講(4 班) 行銷系、觀餐系、廚藝系、生技系 

文生高中 02.19(二)進班宣講(3 班) 行銷系、觀光系、觀餐系 

虎尾高中 02.20(三)升學博覽會 行銷系、生技系 

麥寮高中 02.20(三)進班宣講(體育班) 觀光系 

同德家商 02.20(三)進班宣講(4 班) 行銷系、觀光系、觀餐系、廚藝系 

永年高中 02.20(三)進班宣講(5 班) 行銷系、觀光系、觀餐系、運保系、生技系 

義峰高中 02.22(五)進班宣講(ROTC) 應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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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校 辦理事項 協辦單位 

常春藤高

中 
02.26(二)升學博覽會 行銷系 

北斗家商 02.27(三)蒞校參訪(2 班) 觀餐系、廚藝系 

義峰高中 02.27(三)升學博覽會 東南亞學程、行銷系、創設系 

同德家商 02.27(三)升學博覽會 行銷系、生技系 

文興高中 02.27(三)升學博覽會 觀光系 

苗栗高中 02.27(三)升學博覽會 行銷系 

2. 招生試務工作：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已開始受理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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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28(四)止 

現場報名日期 即日起~108.03.29(五)止 

書面資料審查 108.04.02(二)~108.04.03(三) 

面試日期 108.04.13(六) 

寄發成績通知單 108.04.16(二) 

放榜暨寄發錄取通知單 108.04.24(三)10:00 公告 

正取生報到 108.04.30(二)09:00~13:00 

備取生報到 108.05.02(四)09:00~13:00 

 本校 108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已開始受理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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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8(一)止 

現場報名日期 即日起~108.04.09(二)止 

考試日期 108.04.13(六) 

成績公告 108.04.19(五) 

放榜暨寄發錄取通知單 108.04.23(二)10:00 公告 

錄取生報到 108.04.30(二)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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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成績單  108 年 02 月 26 日(二) 

第 

一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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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03 月 18 日(一)10：00 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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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段 2.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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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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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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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日

至 31 日 

舉辦二手書

贈書活動 

宣揚本校關懷弱勢學生，免費提

供二手教科書籍及各類參考書免

費索取 

圖書資訊

處-圖 書

館 

鐘秉慧

助理 
 

2 
3 月 7 日

至 12 日 

日本小山台

成員來訪 

日本財團法人小山台國際交流活

動於 3 月 7 日至 14 日，安排 10

位來自日本知名大學的大學生，

來環球科大展開為期一週之文化

交流活動，台日學生不僅交換文

化經驗，更能在短期的共同學習

及互動下，增進彼此的溝通應對

能力，並使校內學生拓廣國際觀

與文化視野，是雲林縣的青年國

際交流年度盛會。 

應用外語

系 

劉晏蓉

助理 
 

3 3 月 8 日 
108 年度拜師

大典 

餐飲廚藝系舉辦年度拜師大典，

經由敬祭孔子、伊尹，以及授帽

儀式，傳達學生講信重義，勤學

精進，接受教誨，傳承美食藝術

文化的精神。在這莊嚴隆重的拜

師典禮中，讓學生們看重自己的

志業選擇，建立自信，確立餐飲

志向的生涯定向。 

餐飲廚藝

系 

倪美雅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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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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月 8 日 

第六屆環球

盃全國高中

職創意行銷

活動設計大

賽 

舉辦第六屆環球盃全國高中職創

意行銷活動設計大賽。 

行銷管理

系 

陳宛綺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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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曝光校園行銷活動，108 年 2 月份相關資料如下表： 

類別 執行成果 

一、新聞媒體 

一、新聞發布 1 篇：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典禮 展現創

新創業教育成果。 

二、獲主要媒體報導情形：紙本報導 1 篇、電子報導 7 篇、電視台報導 1

篇。 

紙本：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揭牌。(1 篇) 

電子：1.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揭牌典禮。 

2.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典禮。 

3.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 

4.環球科大提供學生見習機會 設置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 

5.培育創業人才環科大創業基地成立。 

6.環球科大明日企業家育成基地揭牌!。 

7.鼓勵師生創業 環球科大打造創業基地。(7 篇) 

電視台報導：雲林新聞網-師生齊力創業邁向行銷 4.0升級產業。(1 篇) 

二、社群網站 

貼文數：11 篇 

1.開學囉~歡迎同學們回到校園，讓我們一起為未來加油! 

2.本校於 2 月 27 日舉行「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師生創業團隊聯合

開幕暨揭牌典禮」。 

3.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揭牌典禮。 

4.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典禮。 

5.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 

6.環球科大提供學生見習機會 設置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 

7.培育創業人才環科大創業基地成立。 

8.環球科大明日企業家育成基地揭牌! 

9.鼓勵師生創業 環球科大打造創業基地。 

10.本校於 2月27日舉行「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師生創業團隊聯合

開幕暨揭牌典禮」展現創新創業教育成果。 

11.雲林新聞網-師生齊力創業 邁向行銷 4.0升級產業。 

三、活動、採

訪、行銷 

1.02.22 佳聯電視採訪拜訪。 

2.02.27 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典禮活動接待。 

四、禮賓業務

與出勤 

一、禮賓出勤： 

2 月份出勤場次：8 場、出勤人次：9 人、出勤時數：49.5 小時。 

出勤場次：1.苗栗高中升學博覽會。 

2.二林高中升學博覽會。 

3.宏仁中學升學博覽會。 

4.虎尾高中升學博覽會。 

5.常春藤高中升學博覽會。 

6.同德家商升學博覽會。 

7.文興高中升學博覽會。 

8.環球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典禮。 

五、專案規劃

設計、出

版與寄送 

1.108 年三八婦女節卡片設計。 

2.校門口跑馬燈背景編排。 

  



 

21 

 管理學院 

1. 學術活動：無。 

2. 特色活動： 

 02-03 企業管理系張宏榮副教授、李昭華副教授、陳婉瑜副教授、林

顯達副教授、劉淑芬助理教授和游景新助理教授等教師前往各實習單

位訪視大四實習學生，促進產學雙方交流與合作。 

 02/20 管理學院召開院務大會，會議中針對管理學院申請「華文商管

系所品保系統認定(Quality Assurance Certificate in Program of Business, 

QACPB)」以及 108 學年度管理學院招生策略，與全院教職同仁凝聚

共識。本次院務大會共有管院教職同仁 42 人參加。 

 03/04 管理學院彙整企業管理系、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行銷管理

系、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申請「華文商管系所品保系統認定(Quality 

Assurance Certificate in Program of Business, QACPB)」認定審查申請書，

並完成繳交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簡稱管科會)。本

院 QACPB認定，預定於 2019/05/02 進行實地審查。 

 03/08 行銷管理系於國際會議廳舉辦「2019 環球盃全國高中職創意行

銷活動設計大賽」，共有 11 所高中職學校、21 組隊伍參加決賽。本

次活動含我校同仁共有 334 人參與，場面熱絡，盛況空前。 

3. 得獎、證照、專利取得：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學生取得「TQC創意 APP程式設計」專業證照

1 張、「電子商務管理師(甲級)」專業證照 32 張、「電子商務規劃師

(乙級)」專業證照 5張、「電子商務分析師(丙級)」專業證照 12 張。 

 企業管理系游景新助理教授輔導學生專業證照考試，26 位取得 EMA

創業管理分析師證照。 

4. 其他事項： 

 02/15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為義峰高中同學辦理

新住民子女生涯輔導講座，使其了解東南亞相關就業機會和生涯發展，

參與教師包括林思賢老師、丁偉老師、張清為老師。 

 02/27 管理學院申請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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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01/09 獲得通過。此兩案本學期新開課程「東南亞語言

與產業產業專題講座」32 人選修、「東南亞經貿探究」30 人選修、

「海外見習」15 人選修(教育部補助款上限額度)，順利完成開課作業。 

 設計學院 

1. 學術活動 

(1)視覺傳達設計系 

 02/27 研究主題"The Comparison of Campus Planning Developmen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School Establishment – A study of the two newly instituted 

private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論文投稿

<Sustainability>國際期刊( SCI ) 收到「接受函」回復-孫傳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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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職業學校設計群指定教科書改版計畫撰寫進行中-葉于雅老師。 

2. 特色活動 

(1) 視覺傳達設計系 

 01/18-02/24 參加＜雙十年華-2019 台灣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台中市

葫蘆墩文化中心 2 樓展覽室 ll) -高從晏老師。 

 02/16-02/27 參加＜台中藝術家俱樂部 47 週年會員聯展＞(台中市大墩

文化中心‧大墩藝廊(六七))-高從晏老師。 

 02/25邀請法國『英雄聯盟』電競世界冠軍賽 3D動畫宣傳片-台灣留法

3D 角色動畫師 翟爾蕾小姐，蒞校分享作品與國際動畫趨勢(與多動系

合辦)-鍾世和主任。 

 02/27 帶領所指導本系之學生創業團隊(璽仕設計)參加「環球明日企業

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暨揭牌典禮」-孫傳仁老師。 

3. 產學合作 

(1)視覺傳達設計系 

 01/20、26 正心愛樂團文化局演出進行拍攝協助-葉于雅老師。 

(2)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黃明正老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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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配合課程結合業師於「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成立學生公司。 

2. 特色活動 

(1)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02/27 參加「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開幕活動，推出「茶覺之旅」

的旅遊行程。 

(2)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規劃高教深耕計畫-加-特-3-②以休閒旅遊特色，培育旅宿管理與人才

計畫-結合當地農業特色辦理旅宿服務人才訓練 2 場次，每場報名人次

25 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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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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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次)及報

名人次 25 人。 

 03/08 餐飲廚藝系辦理 108 年度「拜師大典」活動。 

3. 其他 

(1)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第 37 期海青班 40 位全員返校註冊報到。 



 

23 

 規劃第 37 期海青班畢業成果展事宜。 

 第 38 期海青班新生 28 位入學。 

 健康學院 

1. 學術活動： 

(1)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02/15 鄧秀梅老師參與參與 2019 生命教育、博雅教育與跨域研究學術

研討會論文發表。 

2. 特色活動： 

(1)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02/01 由陳盈吉老師邀請成功高中蒞校進行籃球體育交流比賽及 02/14

東山高中蒞校進行籃球體育交流比賽。 

3. 社會服務： 

(1)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02/01 由黃子涵老師帶領運動防護隊前往嘉義大學、港坪國小、嘉義

高中、嘉義國民運動中心等地點，協助大設盃（台灣各校設計相關科

系）籃球、排球、壘球及羽球等項目之運動防護工作。 

 02/12 開辦飛輪運動非學分班後，深獲社區民眾之肯定。本學期再度

連開三班，分別為火曜晨進階班、金曜晨進階班與金曜夜進階班。透

過社區民眾到系體驗課程，也分享本系完善之設備，促進招生成效。 

 02/15 陳聰獻老師擔任紅十字會雲林縣游泳委員。 

4. 產學合作： 

(1)生物技術系 

 02/20 印尼菩提心曼陀羅基金會來訪洽談國際產學合作計畫共同品牌

開發及國際學生招生相關事宜。 

 02/27「菜菜子」學生公司出席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創業團隊聯合

開幕暨揭牌典禮。 

 02/27 研究生佑梓公司(鵝媽媽)承辦勞工育樂中心經營「鵝童樂園」，

於產學交流市集設立攤位徵才，並提供本校明日企業家育成實踐基地

創業團隊優先進駐及產學工讀。 

 通識教育中心 

1. 學術活動： 

 02/15 2019 生命教育、博雅教育與跨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教

師：鄧秀梅老師。 

 02/27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執行，參與教師：林靜欣副主任、鄧秀梅

老師、巫淑寧老師、蘇倫慧老師、張翡月老師、廖婉君老師。 

2. 特色活動： 

 02/20 於這學期每週三(108.02.20-06.19)舉辦「107-2 英檢門檻補救課

程」，課程時數 36小時，針對曾考過英文檢定而未通過外語畢業門檻

學生，提升學生英語基礎能力與閱讀能力，參與課程人數:男 32 人、



 

24 

女 29 人，共計 61 人。 

3. 社會服務： 

 02/28 本中心謝金安主任支援雪霸國家公園在雪見遊憩區的環境教育

解說服務，參與遊客有 580 人次。 

4. 其他： 

 02/26 林靜欣老師至伸港可百勝環保有限公司訪視學生實習。 

 02/27 廚藝系餐廳經營，招待來訪高中生，協助教師: 張量懿老師。 

 02/28 林靜欣老師至崙背千巧谷牧場訪視學生實習。 

決定： 

一、洽悉，請依相關規劃落實辦理。 

二、請加強單位橫向聯繫，俾利校務發展。 

三、3/20 時尚系畢業動態展，對於邀請的策略聯盟學校出席的代表(校長或

主任)，由校方致送鑰匙圈當小禮物表示感謝支持之意。 

四、育成創業實踐基地之創業團隊請即日揭示營業時間，亦請創業輔導老師

適時的輔導學生。 

五、資訊門檻尚未通過的應屆畢業同學(約 195 位)，除資訊中心已安排 4 場

次之測驗，請各系助理協助通知學生儘快報名測驗，若學生有特殊原因

者，再進行另案處理。 

六、實習合約書尚有時尚系和資電系之實習學生未完成簽約，請儘快補救處

理完成合約書簽訂。 

七、有關教學計畫審查於 3 月中進行抽查(依系的班級數、教師人數比率)，

決定查檢的課程數。 

八、有關招生中心及研發處二個專案報告，關係學校的穩健發展，請依剛才

的決定，能夠有效、務實規劃辦理，事實的檢討與改進。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關鍵績效指標」(KPI)-學術單位

績效評等結果，請討論。(報告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第 86 次行政會議裁示辦理。 

二、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關鍵績效指標」(KPI)-學術單位績效評等結

果及各控管單位所提出之建議或改善作為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

三，p.31~42。 

三、另，「KPI-9 大四學生修三創教育跨領域學程通過兩門以上比率

(日四技)」經各系確認相關課程資料後，已重新計算其比率。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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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修正後公布。請研發處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 

二、各項 KPI 以保優、進可、改劣三大原則之下共同勉勵。 

三、KPI-9 中三創教育課程是否有其明確定義，請再確認。 

四、KPI 不適切者，請於下期檢討修正。各系所之 KPI 績效，如何改

劣，請各系所提出改善作法，於主管會報檢討。 

五、另請業管單位於下次行政會議公布行政單位 KPI 結果。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修正案，請討論。(提案單位：總

務處) 

說 明： 

一、 依校長指示辦理，由總務處與學務處進行校內單位使用體育館收

費標準協調會議，經會議討論結果，由學務處體育室另行訂定相

關管理及收費辦法。 

二、 本案經107學年度第05次總務處處務會議(108.01.29)討論通過。 

三、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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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後之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

議紀錄附件三，p.35~40。 

二、 相關單位須依第二條之規定另訂補充規定，實現管用合一。 

三、 有關本校可外租借用場地行銷做法請另專案處理。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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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修正規定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專科以

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特訂定

本原則。 

二、 私立大專校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部審核認定後，得列為預警學

校： 

(一) 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或學校財務狀況惡化；財務狀況惡

化，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最近二年內學校每個月可用資金無法維持三個月經常性現金支出

之月數，累計達六個月。 

2. 最近三學年度決算融資管制額為負數之次數，累計達二次。 

3. 最近三學年度決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發生短絀之次數，

累計達二次。 

4. 最近一學年度有依法令規定應報本部核准而未經報准之借款，其

借款總額未增加。 

5. 最近一學年度為支付教職員工薪資及短期資金需求而貸款期限未

超過三個月之短期借款次數，累計達三次。 

(二) 最近一學年度全校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

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及附表五

所定基準。 

(三) 最近一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教學品質查核結果為持續列管或不通

過。 

(四) 最近一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六十。 

本部應以書面通知列為預警之學校，並得對其實施諮詢輔導或維護

學生受教權益檢核。 

三、 私立大專校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部審核認定後，列為專案輔導學

校： 

(一) 學校法人或學校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事實或嚴重

影響校務正常營運，經本部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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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顯著惡化，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最近二年內學校每個月可用資金無法維持三個月經常性現金支出

之月數，累計達十二個月。 

2. 最近三學年度決算融資管制額為負數之次數，累計達三次。 

3. 最近三學年度決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發生短絀之次數，

累計達三次。 

4. 最近一學年度有依法令規定應報本部核准而未經報准之借款，其

借款總額增加。 

5. 最近一學年度決算報告揭露借款無法依償還期限還款；或因無法

償還而申請債務展延。 

(二) 學校積欠教職員工薪資累計達三個月以上或未經協議任意減薪。 

(三) 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情事之學校，經本部限期改善，次一學年

度全校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不符合

前開規定。 

(四) 有前點第一項第三款教學品質查核結果為不通過之學校，經本部限

期改善，隔次教學品質查核結果仍為不通過。 

(五) 全校學生數未達三千人，且最近二年新生註冊率均未達百分之六

十。但宗教研修學校或經本部認定辦學績效良好者，不在此限。 

(六) 違反本法或有關教育法令，情節嚴重，影響相關學生或教職員工權

益。 

前項第五款所稱辦學績效良好，指最近一次校務評鑑為通過，且最

近二學年內未有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教學品質查核結果為不通過之情形，且

最近五學年內亦無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五條或第七十條所定情形。 

本部應以書面通知列為專案輔導之學校，並得對其實施維護學生受

教權益檢核、財務查核等專案輔導措施，及依相關法令限制其實施遠距教

學與推廣教育、獎勵、招收外籍學生、單獨招生、申請技專校院回流教育

校外上課地點及其他保障學校教育品質相關作為。 

四、 前點專案輔導，本部部長得指派參事、督學或相關司處主管，召集組成

專案輔導小組為之，其成員包括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具實際辦學經驗之

大專校院現職或退休校長及本部相關司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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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案輔導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育品質及校務經營改善之建議。 

(二) 學校教職員工生權益保障之建議。 

(三) 學校改制、停辦或學校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與社會福利事業之

建議。 

六、 本部得視情節輕重，限期命專案輔導學校或其學校法人提報改善計畫進

行審查；必要時，得採由專案輔導小組到校訪視或其他經專案輔導小組

決議之輔導方式。 

前項改善計畫，應包括下列改善目標執行策略： 

(一) 全校新生註冊率應達百分之六十。 

(二) 學校每個月可用資金應維持三個月之經常性現金支出。 

(三)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教學品質查核結果為通過。 

(四) 其他經專案輔導小組建議之改善目標。 

專案輔導小組對學校之輔導期間，以二年為原則。 

七、 專案輔導學校經本部依前點規定命提報改善計畫，應於三個月內提出經

學校法人董事會通過之改善計畫。但其情節重大致影響校務正常運作

者，應於一個月內提出。 

前項提報期限屆滿而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本部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

定，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停止部分班級招生及部分獎勵、補

助，並得連續處罰至提出改善計畫為止。 

八、 專案輔導學校或其學校法人所提改善計畫，應經本部專案輔導小組審核

通過，專案輔導小組並應督導及協助學校執行。 

九、 專案輔導學校或其學校法人所提改善計畫，未經本部專案輔導小組審核

通過，或改善計畫通過後，經考核未達改善目標者，本部得依本法第五

十五條規定，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視情節輕重停止學校部分

或全部之獎勵、補助，及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 

前項經本部停止全部班級之招生，學校法人應依本部規定期限內提

報停招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停招之原因。 

(二) 學校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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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授課規劃及轉學安置之處理。 

(四) 教職員工安置規劃。 

(五) 停招後之校務規劃。 

十、 經本部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招生之私立大專校院，學校仍應持續開班授

課，及保障現有學生受教品質與權益。 

學生無轉學意願者，學校不得強迫轉學，並應依課程規劃提供課程

至學生修畢應修學分為止。 

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發給轉學證明及協助輔導轉學。 

十一、 專案輔導學校經本部輔導及命其限期整頓改善，逾第六點第三項所定輔

導期間，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果者，學校法人應主動向本部申請直接

停辦或停止全部招生後停辦，或由本部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專科學

校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命其直接停辦或停止全部招生後停辦。 

 前項學校法人應於本部指定期限內，就學生與教職員工權益之保

障、校產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依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擬具直接停

辦計畫或停止全部招生後停辦計畫，經本部核定後執行。停辦計畫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 停辦之原因。 

(二) 學校基本資料。 

(三) 現有學生授課規劃及轉學輔導之處理。 

(四) 現有教職員工之離職、退休及資遣等相關規劃。 

(五) 學校設施設備、檔案資料及校產之處理規劃。 

(六) 學校債務清償情形或政府獎補助及委辦經費處理情形。 

(七) 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學校後之法人後續規劃。 

(八) 其他有關停辦事務之規劃。 

十二、 學校法人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申請所屬學校停辦，應依前點規定擬訂

停辦計畫，經學校校務會議報告，並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報本

部核定後執行；另學校經本部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或專科學校法第七

條第三項規定命其停辦者，應由學校法人董事會擬訂停辦計畫，報本部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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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未依本點規定擅自停辦所設私立學校或停止招生者，本部

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

命其解散。 

十三、 依本法第七十條規定停辦之學校，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發給轉學

證明及協助輔導轉學；必要時，得由本部依本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專案安置事宜。 

學校停辦後不再恢復辦理者，學校歷年學生學籍資料，應由停辦學

校協調承接相關學籍資料之學校，並以接受停辦學校轉學學生最多之學

校承接為原則。 

 依第十一點規定命停辦之學校，由停辦學校或本部協商承接歷年學

生學籍資料之學校。 

十四、 停辦學校，教職員工之安置及離退處理原則如下： 

(一) 對仍願繼續任教或任職者，應盤點其教學、研究專長或有關工作經

驗，輔導安置至適當工作。 

(二) 對有意投入研究機構或產業服務者，應了解其培訓需求，協助其參

與高階人才躍升培訓及媒介作業，並提供轉銜期間薪資補貼。 

(三) 對無意願繼續任教或任職者，應依法保障其權益；涉及大量解僱作

業者，應先完成勞動部等機關通報作業。 

          前項規定以外之事項，依教師法第十五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等相關法令及學校停辦計畫辦理。 

十五、 本部核准學校法人合併或改辦，應參酌學校法人對於停辦學校教職員工

離退處理情形成效。 

十六、 學校法人於改辦前，或依規定進行合併而需解散，其已無使用必要之土

地房舍及設備，得予處分，並以教職員工聘僱契約所積欠支付之薪資、

資遣費，應最優先受清償。 

十七、 本原則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前已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者，於

本部解除列管前，仍屬專案輔導學校，應依本原則所定專案輔導學校相

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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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場地借用範圍及管理單位： 

一、詳如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

核准之權責管理單位彙整表

(附表一)。 

二、各行政及教學單位專屬場地

之使用規定及借用程序(含費

用)等，由其權責管理單位另

訂補充規定。 

第二條 

場地借用範圍及管理單位： 

詳如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核准

之權責管理單位彙整表 (附表

一)。 

為使各權責單位專屬

場地訂定場地使用相

關規範之依據，故新

增條文。 

第五條 

申請借用程序： 

一、凡欲借用之單位、團體及個

人，於活動舉辦前十天至一

個月(含假日)，於總務處事

務與保管組填妥環球科技大

學場地借用申請表 (如附表

二)。經審查核可並於總務處

出納組繳清費用及保證金

後，方得使用。 

二、若遇特殊情形不及於前十天

至一個月內申請者，得向管

理單位陳述原因同意後辦理

申請使用。 

第五條 

申請借用程序： 

一、凡欲借用之單位、團體及個

人，於活動舉辦前十天至一

個月(含假日)，於總務處事

務組填妥環球科技大學場地

借用申請表(如附表二)。經

審查核可並於總務處出納組

繳清費用及保證金後，方得

使用。 

二、若遇特殊情形不及於前十天

至一個月內申請者，得向管

理單位陳述原因同意後辦理

申請使用。 

配合總務處組織調

整，進行條文修正。 

第六條第一款 

一、本校各單位依職權需要使用

場地者得不予收費。 

第六條第一款 

一、本校各單位依職權需要使用

場地者不予收費。 

為使各權責單位專屬

場地訂定場地使用相

關規範之彈性，進行

條文修正 

第六條第四款 

四、辦理非公務性質之活動申請

借用者，須向總務處事務與

保管組申請，經核准後至總

務處出納組繳納場地清潔

費。 

第六條第四款 

四、辦理非公務性質之活動申請

借用者，須向總務處事務組

申請，經核准後至總務處出

納組繳納場地清潔費。 

配合總務處組織調

整，進行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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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修正後】 

第 2 次行政會議(90.04.18)通過 

第 7 次行政會議(91.05.07)修正 

第 28 次行政會議(96.03.07)修正 

第 48 次校務會議(9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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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次行政會議(107.06)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88 次行政會議(108.03)修正 

 

第一條  目的： 

為有效運用學校現有各項設備與場地，並達到完善之管理及明確借用原則，特訂定

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場地借用範圍及管理單位： 

一、詳如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核准之權責管理單位彙整表(如附表一)。 

二、各行政及教學單位專屬場地之使用規定及借用程序(含費用)等，由其權責管理

單位另訂補充規定。 

第三條  開放借用時間： 

一、每日分以三時段計算： 

(一) 第一時段：08:00~12:00。 

(二) 第二時段：13:00~17:00。 

(三) 第三時段：18:00~22:00。 

(四) 超過該借用時段一小時以上，按該時段之場地使用費計費，未滿一小時以

一小時計(該時段場地費比例計算)。 

二、學生宿舍僅於寒暑假期間開放，僅提供床舖、桌椅、水電設備，其餘由借用單

位自備。 

第四條  使用規範及使用限制： 

一、本校各相關場所，以提供學術、藝文、會議、集會、訓輔、教學、技職訓練、

社團活動及展覽之用。 

二、校外機關、團體，為舉辦重要演講、會議、文化藝術、技能訓練或體育等各項

活動，需借用本校場地，在不影響本校教學、活動及管理情況下，得同意借用。 

三、申請借用本校場所，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不予借用。 

(一)有安全顧慮者。 

(二)有破壞場地之疑慮。 

(三)有不良之借用紀錄。 

(四)其他不宜出借理由者。 

第五條  申請借用程序： 

一、凡欲借用之單位、團體及個人，於活動舉辦前十天至一個月(含假日)，於總務

處事務與保管組填妥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申請表(如附表二)。經審查核可並

於總務處出納組繳清費用及保證金後，方得使用。 

二、若遇特殊情形不及於前十天至一個月內申請者，得向管理單位陳述原因同意後

辦理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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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 

一、本校各單位依職權需要使用場地者得不予收費。 

二、本校學生團體舉辦活動需要使用場地者，經一級單位主管認証核准後不予收費。 

三、若因使用不當導致場地器材設施受損，使用或借用單位應負賠償責任。 

四、辦理非公務性質之活動申請借用者，須向總務處事務與保管組申請，經核准後

至總務處出納組繳納場地清潔費。 

五、各活動場地除本校各單位職權需要，經簽請校長核可免收或酌減收費用外，分

下列四級收費，其收費標準詳如環球科技大學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附表三） 

(一)一級收費：民間工商企業團體、臨時擺攤。 

(二)二級收費：財團法人等單位。 

(三)三級收費：政府各機關團體、各級學校及民間公益性社團。 

(四)四級收費： 

1.本校各系所（單位）、學生自治組織與校外聯合舉辦之活動。 

2.校友會及本校相關之財團法人。 

六、經同意後，如本校或管理單位有急切需要收回自用時，得事先商請申請單位改

期使用，若取消時則無息退還已繳場地費。 

七、借用本校各活動場地，若需使用各項視聽設備，需於申請單上註明清楚並需經

管理人員事先指導其操作方法始可使用，不得擅自啟用，如需接裝其它電化設

備，應會同管理人員辦理，並於申請時一併提出。 

    ※（各單位之設備操控必須由管理單位指派本校之專業人員操作，活動時間超

過上班時間應另付加班工作費每小時 200 元） 

八、所有使用場地者應依本辦法標準收費，如有特殊情況須打折或付費優待者，可

簽請校長批示後辦理。 

第七條  場地使用優先順序 

若遇同一時段有二個以上單位申請時，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校固定教學、集會活動。 

二、本校各單位依其職權舉行之各項活動。 

三、本校全校性學生組織、社團舉辦之活動。 

四、本校文教基金會、校友會舉辦之活動。 

五、本校教職員工舉辦之非公務性活動。 

六、校外各機關或團體、財團法人舉辦之活動。 

第八條  使用場地遵守事項： 

一、確實遵守管理單位訂定之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二、除室外區域，一律禁止攜入食物及飲料，並禁止隨地棄置垃圾。 

三、未經核准，禁止擅自變動場地原狀；經核准變動者，需於活動結束後回復原狀。 

四、凡借用場地之單位人員，須負責該場地善後之清掃工作，並由管理單位負責派

員檢查之。 

五、各活動場地，若需使用視聽設備，事先須由管理單位負責派員解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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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借用單位辦理活動過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單位得立即終止其使用場地

之權利，已繳納費用概不退還，並依法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一) 違背政府法令及有害公序良俗者。 

(二) 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私自轉讓他人使用之行為者。 

(三) 損壞場地設施及影響環境衛生者。 

(四) 其他經校方認定不宜使用者。 

七、各項場地借用所舉辦之活動，其性質是否符合各場地之使用性質及是否租借，

由各該核准權責單位(詳如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核准之權責管理單位彙整表)

判定之。 

八、各單位借用本校場地舉辦活動，在不影響正常作業下，本校提供停車場地。 

九、本校各管理單位凡於例假日派員至校園檢查，解說之人員得酌情補假。 

第九條  保證金及損害賠償： 

一、保證金收費方式，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做為保證金。 

二、借用單位於場地使用完畢後，經管理單位檢查確認無誤後，依本校程序申請退

還保證金。 

三、校外借用單位因故停止借用時，須於三日前備文通知受理單位，經本校核可後，

退還所繳費用百分之九十。 

四、若校外借用單位違反第八條之各項規定及注意事項規定經查證屬實時，學校得

沒收百分之十至五十不等之保證金。校內外借用單位若有以上情況者，得停止

一年場地租借權。 

五、借用單位發生場地毀損之情事時，未於一個星期內完成場地復原，本校得由保

證金內扣除支付相關維修及清潔費用。保證金不足扣抵者，借用單位應補足差

額。 

六、保證金之退還；由現場管理單位確認借用單位之使用無損害之情事或已履行損

害賠償、回復原狀之責任，再由總務處出納組退還保證金。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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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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範圍核准之權責及管理單位彙整表【修正後】 

※以上各單位除課外活動由學務單位認可免費外，均須會總務處事務與保管組核價，出納組繳款後方可使用。 

場地 
校外單位借用 

核准權責單位 

校內借用 

核准權責單位 
管理單位 設備 備註 

各科系所一般教室 總務處 各科系所 各科系所 投影機、投影布幕 
(第六條第八款)所有

使用場地者應依本

辦法標準收費，如

有特殊情況須打折

或付費優待者，可

簽請校長批示後辦

理。 

電腦教室 圖書資訊處/總務處 圖書資訊處 圖書資訊處 個人電腦 

小型會議室(100 人以下) 總務處 各管理單位 各管理單位  

國際會議廳(280 人) 總務處 總務處 事務與保管組 
投影機、投影布幕 

麥克風 

MA407 會議室(100 人) 圖書資訊處/總務處 圖書資訊處 圖書資訊處 
投影機、投影布幕 

麥克風 

DCB02 演講廳(150 人) 通識教育中心/總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投影機、投影布幕 

麥克風 

圖書館藝術中心 圖書資訊處/總務處 圖書資訊處 圖書資訊處 
 

學生宿舍 學務處/總務處 學務處 生輔組 
 

室外運動場地/活動廣場設施 總務處 各管理單位 各管理單位 
 

公共空間 總務處 總務處 事務與保管組 
 

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 

(綜合球場) 
學務處/總務處 學務處/總務處 學務處 

投影機、投影布幕 

麥克風 

其他空間(上述未表列者) 各管理單位/總務處 各管理單位 各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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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申請表        (□校內 □校外) 

借用社團 

（單位） 
 指導老師 

(單位主管) 
 

活動負責人 

姓名及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止 

借用場地 
 

活動性質 
□表演 □演講 □會議 □教育訓練 

□其他： 

請依活動類型評估是否需自己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落實風險管理。 

公共意外責任險：□需另進行投保(檢附投保保單)  □無需進行投保  (申請人簽名) 

□我已詳閱並同意遵守環球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及所需借用空間使用管理規定。 

備註： 

1. 申請單位請於活動日前十天至一個月內，提出場地借用申請始准受理。 

2. 請附活動企（計）畫書，以利審核活動內容；活動期間若有違反校規之行為，經查核或檢舉屬實者，除依校規論處外，其

半年內不再受理該單位之申請，請指導老師協助督導。若有開放校外人士進場者，請明確通知守衛室。 

3. 須本校供應照明或電力系統者，請知會能源與環境安全衛生組水電人員進行評估。若無法滿足供電，請另行外包租用發電

設備。 

4. 雖申請單位已事先取得地點使用權，若本校臨時有重大活動應需使用已借場地時，一概以本校優先使用為原則，申請單位

不得異議。另為安全考量，各大樓頂樓一律不予借用。 

會簽單位（簽章） 會簽事項 

課外組 

(學生社團) 
 

是否需收費：      □收  費        □免收費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需另進行投保  □無需進行投保 

借用場地 

管理單位 
附表一所列權責單位人員簽章 

是否借用場地    ：□同  意        □不同意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需另進行投保  □無需進行投保 

體育館          ：□需鋪收地墊    □無需鋪收地墊 

警衛隊  

各項活動及邀請來賓進出門禁管制登記單 

是否有車輛進入：□大客車     輛、□小客車      輛 

   進出人數：約         人 

能源與環境安

全衛生組 

水電評估結果 水電需求：□水源、□電源     (由申請人先填寫)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水源：□需要協助     □不需要 

電源：□380/220V3∮4W、□380/220V1∮3W、□110V 

□總耗電量：       安培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夜間供電：□需要協助，空間： 

          □不需要 

會簽單位 

(         ) 
  

審核單位 

及 

收費金額 

審核單位 會簽事項 

事務與

保管組 
 

該單位借用場地屬 校內 /     級收費標準。保證金：          元 

場地維護費：          元、清潔維護費：          元、 

出納組 

 場地維護費：         元 

清潔維護費：          元，合計：         元 

保  證  金：  

           元 

暫存出納組。  

總務長 
  

場地歸還查核 

凡查核為「不佳」者，應於查核後 2 小時內改善完成，否則將委託代處理並收取處理費。 

查核單位 復原狀況 查核結果 

 1. 活動海報、廣告單回收情形？□良好 □不佳 

2. 場地清潔維護情形？                 □良好 □不佳 

3. 場地搭架桌椅設備復原情形？ □良好 □不佳 

4. 其他：                     □良好 □不佳  

□需付場地復原費用：      元 

□需退回保證金費用：      元 

受檢人簽認： 

保證金簽收： 

 

出

納

組

繳

費

收

據

請

浮

貼

於

此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