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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管理學院 
106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4 日(星期二) 16：00 
地點：MB409A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葉燉烟院長                                    紀錄：許聖傑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 備註 
一 通過「管理學院暨各系所

『ISMS-04-064 個資盤點清冊暨風險

評鑑表』」乙案。 

已移送圖書資訊處

資訊安全維護組續

辦。 

 

二 通過「105-10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行

動方案 105 學年度第 3 季承辦單位管

考評量表」乙案。 

已移送管考小組續

辦。 
 

上次會議時間：106 年 10 月 3 日(星期二) 12：00。 
決定：(悉洽)(照案通過) 
 
參、 工作報告 

(略) 
 
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提請討論「修正管院各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提案單

位：企業管理系、行銷管理系、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 
說明： 

1.依據「環球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環球科技大學課程

訂定要點」修正之。 
2.修正第七點內容，相關資料如附件 1 所示。 
3.本案業經企業管理系 105 學年度第 10 次系務會議(106.6.13)、行銷管

理系 106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106.10.14)、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

106 學年度第 1 次所務會議(106.8.14)審議通過。 
擬辦： 

1. 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移送教務會議續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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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請討論「企業管理系申請 108 學年度增設『企業管理系中小企

業經營策略管理博士班』」乙案。【提案單位：企業管理系】 

說明： 

一、 依據本校 105-10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策略目標 D3、強化經研

能量，落實南向政策」之行動方案 D3-2 辦理。 
二、 企業管理系擬申請於 108 學年度增設博士班，『企業管理系中小企

業經營策略管理博士班』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2(紙本)。 
三、本案業經校內外專家群意見提供及企業管理系 106 學年度第 3 次系

務會議(105.11.14)討論通過。 

擬辦： 

1. 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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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業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前後差異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系務會議

及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

務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項送校課程

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先經學院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務

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項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進行

文字

修正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進行

標點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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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96/05/01) 
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96/09/14) 
第 25 次系務會議通過(98/06/09) 

第 32 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99.03.24） 
第 37 次教務會議(99.04.16)修訂通過 

第 32 次系務會議通過(99/07/15) 
第 15 次系務會議通過(101.06) 

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106/06/13) 

 
一、「環球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據「環球科技大學課程

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負責企業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課程相關事宜，特設置「環球科技

大學企業管理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之組成： 

(一)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1 人由系主任擔任之。 
(二)本系專任教師 4-7 人，由主任提名，經系務會議通過擔任。 
(三)業界、校友及學生代表各 1-4 人，由主任委員推薦，校長聘任之。 
(四)本委員會執行秘書由本系助理擔任。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一)主任委員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 
(二)其他委員之任期以一學年為原則，連選得連任。 

四、本委員會職掌： 
(一)研議本系課程及相關學程之發展事項。 
(二)研議本系課程之增減編修及抵免學分之替代科目等事項。 
(三)研訂本系課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課程事項。 
(四)研訂校課程委員會議、系主任或系務會議交議有關課程事宜。 
(五)審議教學大綱及教學評量有關事宜。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會議。 
六、本委員會開議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必須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

議。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系務會議及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務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

項送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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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前後差異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系務會議

及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

務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項送校課程

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先經院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並報教務

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項送環球

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討

論。 

進行

文字

修正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進行

標點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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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行銷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92.01)通過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96.03)修正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96.09)修正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98.05)修正 

第 29 次校課程委員會（98.06）通過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99.03)修正 
第 3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99.03.24）修訂通過 

第 37 次教務會議(99.04.16)修訂通過 
第 48 次校務會議(99.07)修正 

 

一、 「環球科技大學行銷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據「環球科技大學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負責行銷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課程相關事宜，特設置「環球

科技大學行銷管理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之組成： 

(一)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1人由系主任擔任之。 

(二)本系專任教師 3人，由本系專任教師票選產生。 

(三)業界、校友及學生代表 2-3 人，由主任委員推薦，校長聘任之。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一)主任委員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 

(二)其他委員之任期以一學年為原則，連選得連任。 

四、 本委員會職掌： 

(一)研議本系課程及相關學程之發展事項。 

(二)研議本系課程之增減編修及抵免學分之替代科目等事項。 

(三)研訂本系課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課程事項。 

(四)研訂校課程委員會議、系主任或系務會議交議有關課程事宜。 

(五)審議教學大綱及教學評量有關事宜。 

五、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

之。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會議。 

六、 本委員會開議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必須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

決議。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系務會議及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務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

項送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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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前後差異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所務會議

及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

務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項送校課程

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先經學院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務

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項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進行

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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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101.08.15)訂定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會議(105.10.11)修正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105.10.27)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1 次教務會議(105.11.10)修正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106.08.14)修正 

 

一、為統合與協調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之課程規劃，發展特色課程與提升教學品質，特依據「環球科

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課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組成 

(一) 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1 人由所長擔任之。 
(二) 本所專任教師 5 人，由本所專任教師互選產生，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擔任委員。 
(三) 業界、校友及學生代表各 1 人，由主任委員推薦，校長聘任之。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一) 主任委員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 
(二) 其他委員之任期以一學年為原則，連選得連任。委員會委員如於任期內因故無法履行本委

員會職務，得另行推選教師遞補。 
四、本委員會職掌 

(一) 研議本所課程及相關學程之發展事項。 
(二) 研議本所課程之增減編修及抵免學分之替代科目等事項。 
(三) 研訂本所課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課程事項。 
(四) 研訂校課程委員會議、所長或所務會議交議有關課程事宜。 
(五) 審議教學大綱及教學評量有關事宜。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派或

委員互推 1 人擔任之。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六、本委員會開議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必須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

議。 
七、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所務會議及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務單位核備。重要決議事

項送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討論。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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