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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0年05月04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 點：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富都副校長、沈健華副校長、程敬閏學務長、林信州總務長、

白如玲研發長、林三立校發長、吳豐帥主秘、林明芳院長、丁崑

健院長、葉燉烟老師、許慧珍老師、林益民老師、吳俊彥老師、

謝淑玲老師、許淑婷老師、鍾孟臻老師、梁素嬌老師、彭妮絲老

師、陳建宏老師、林建昌老師、盧盈光老師、陳昱丞老師、劉金

維老師、劉文良老師、蔡志英老師、張惠君老師、吳孟玳老師、

劉禧賢老師、何凱維主任、劉子維同學、劉庭宇同學、王怡評同

學及鄭思敏同學 

列席人員：劉淑芬主任、鍾錦文主任 

請假人員：陳富都副校長、吳俊彥老師、林建昌老師、陳昱丞老師、劉禧賢

老師、蔡志英老師及王怡評同學 

缺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王淑君 

 
壹、 主席致詞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已將近一年時間，為配合今年 10 月份改大後訪視

及明年度的科大評鑑，本校將自 8 月 1 日起進行組織重整，以利推動各

項校務工作；另本次會議共有 9 個提案頇經討論，敬請各位校務會議代

表踴躍提供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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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單位 

一 本校申請 101學年度新增設「視覺

傳達設計研究所」乙案。 

本案業經教育部 100.02.24 臺技(二)

字 1000031023E 號函指示，初審未通

過。 

學校發展

處 

二 本校申請 101學年度新增設「公共

事務管理研究所」乙案。 

本案業以99.12.31 環科大教字 

0991001629 號函陳報教育部核備中。 

學校發展

處 

三 本校申請 101學年度新增設「運動

休閒研究所」乙案。 

本案業以99.12.31 環科大教字 

0991001629 號函陳報教育部核備中。 

學校發展

處 

四 環球科技大學設校基金解約乙案。 

 

俟學生實習餐廳設計圖完成後，呈報

教育部核備。 

會計室 

五 「環球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發展中

心設置辦法（草案）」新訂案。 

已於 100年 1月 19日簽請校長核

定，並上網公告。 

休閒運動

發展中心 

六 「環球科技大學學校發展處設置

辦法(草案)」新訂案。 

已於 100年 1月 20日簽請校長核定

實施，並由學校發展處上網公告。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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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環球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

辦法」修正案。 

本辦法已於 100年 2月 15日簽請校

長核定實施。 

研發處 

八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基本授

課時數不足處理要點(草案)」新訂

案。 

本案依會議決議緩議，並由教務單位

先行強化各部排課協調工作，建立全

面共識。 

人事室 

九 「環球科技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

正案。 

已於 100.01.19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十 「環球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副教授

聘任辦法」修正案。 

已於 100.01.19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十一 「環球科技大學講師申請留職停

薪研究辦法」修正案。 

依會議決議，本案名稱修正為「環球

科技大學教師申請留職停薪研究辦

法」並於 100.01.19簽請校長核定實

施。 

人事室 

十二 「環球科技大學獎助改善師資經

費運用辦法」修正案。 

已於 100.01.19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十三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暨

升等辦法」修正案。 

已於 100.01.19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決  議：洽悉。另針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補充如下： 

一、 本校設校基金解約乙案，業經教育部 100年 5月 2日核定通過。 

二、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師資結構已有大幅提升，未來申請新增設視覺

傳達設計系研究所應可獲教育部核定通過。 

 

參、 工作報告(略)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校務發展及教育部所訂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辦理。 

二、 本修正案主要修正第一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二

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 

三、 修正部份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一，p5~15。 

四、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提送董事會審議後，報請教育部核備。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送請董事會議審議通

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 

一、 金融系自今年 8月 1日起更名為「財務金融系」，請修正組織系統表。 

二、 第五條條文修正為「本校為整合各系教學研究，學術單位設管理學

院、設計學院、民生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 

三、 第七條第七款修正為「秘書處 置主任秘書一人，…。」，公共事務

中心歸建秘書室，原藝術中心業務改由公共事務中心負責。 

四、 第七條第十一款修正為「進修推廣部 置主任一人，…。」，推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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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心歸建進修推廣部。 

五、 第七條第十款修正為「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置國際長一人，…。」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聘約」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本校「教師聘約」修正名稱為本校「專任教師聘約」。 

二、修正部份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二，p16~18。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六條條文修正為「本校教師，不得擔任其他專職。違反前項規定，

經查證屬實者，應即擇一擔任，否則本校得予解聘。」 

二、 第十條條文修正為「本校教師應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

鑑，教師之減薪、不續聘、解聘得依照評鑑結果辦理。」 

三、 第十一條條文修正為「本校教師學術成果涉嫌抄襲、剽竊、舞弊及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者，依本校「專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

十五條規定處理。」 

四、 第十二條條文修正為「本校教師對學校有忠誠義務，凡本校之「業

務秘密」，教師負有保密責任，除職務上之正常使用外，未經本校相

關程序申請，不得任意洩密或使用。」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兼任主管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為鼓勵本校教師積極投入行政領導工作，並使本辦法符合獎勵之精

神，特修正本辦法。 

二、 修正部份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三，p1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電子商務系」合併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電子商務系）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90185424號函核定本校 100學年度招生

名額分配辦理。 

二、 因應明年科大系科評鑑，資料表冊需要前置時間準備，建議電子商

務系自 100年 8月 1日正式併入行銷管理系。 

三、 專業教室設備部分:因為電子商務系學生上課課程需求，仍需使用本

系專業教室，建議原有專業教室 AS308、AS309、AS311、AS312及

AS401，教室設備併系後歸屬行銷管理系。 

四、 本案業經管理學院第六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本案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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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100學年度向學生收取之代辦費及使用費收取標準，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二、依上列辦法需經相關會議通過，但又必頇有學生會等具有代表性之

學生代表出席，以符合規定，因此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三、依 100.4.25學務處簽呈，由會計室彙整學務處、總務處及資訊中心

所提收取標準提送，彙整表如會議資料附件四，p20。 

四、本案通過後依程序提送校長核定後公告並公開於學校資訊網路。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環球科技大學台灣中小企業園區管理處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台灣中小企業園區管理處） 

說  明： 

一、 因應行政單位調整，將原屬本管理處「創新育成中心」調整至研發

處；同時將「推廣教育中心」納入本管理處，將原有編制「人力資

源發展中心」依實際狀況刪除，並將原部分業務改由推廣教育中心

負責。 

二、 本案業經本處 99學年第一學期第五次處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 修正部分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五，

p21~23。 

決  議：本案緩議。俟本校組織規程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提送校務會議廢止。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提案單位：研發

處) 

說  明： 

一、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協調會議業於 100.3.2日召開，會議中決議

為使得研究發展中心得以順暢運作，擬修訂現行 「研究發展中心設

置辦法」，主要有兩個大方向： 

1. 研究發展中心採自給自足； 

2. 院級研發中心置主任，得減授鐘點。 

二、 本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會議資料附件六，p24~26。 

決  議：本案依會議決議廢止，另請研發處重新研擬新辦法後，送校務會議

討論。 

 

案由八：「環球科技大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廢止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  明： 

一、 本校已有傑出教師獎勵辦法，再加上本辦法未能對焦獎勵優良教

師，以及相關申請表格、甄選辦法及方式，均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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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量「優良教師獎勵辦法」屬性，未來新辦法擬另簽，提送教務會

議討論。 

三、 本廢止辦法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七，p27。 

決  議：同意廢止。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學務處) 

說  明： 

一、 為使條文內容更為完善，並符合本校法規一致性。 

二、 本辦法業經 100年 3月 29日 99學年度第 2學期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會議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會議資料如附件八，

p28~32。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1:03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