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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1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    點：嘉東校區創意樓 DCB02 會議室 

出席人員：本校一級主管(如簽名頁) 

列席人員：無 

請假人員：林明芳院長、吳俊彥主任、陳純瑩主任、張增治主任 

缺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錄：王淑君 
 

壹、 主席致詞 

一、 本次會議為改名科技大學後第 1 次行政會議，再次感謝陳富都講座及

各位主管對改名科大所做的一切努力，本校雖已攻上灘頭堡，惟未來

所要面對的挑戰將會更大，請大家持續同心協力，努力向前邁進。 

二、 為達到校務永續經營發展及行政資源整合，進行組織重整及學院系

(科)定位之調整，因此近期已有人事方面的調整，藉此也介紹新上任

主管，並期各單位創造自我單位存在的價值，凡事力求行政效率。 

三、 各學院秘書將自現有專職行政人力中調整擔任之；各系師資如有不足

或過多應主動規劃簽報，並由校內現有師資調整。 

四、 請秘書室律定本校公文相關流程，以作為各單位依循之依據。 

五、 本校今年度申請通過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共計 12 件，雖較往年

大有成長，仍應再接再厲；另通識教育中心雖未獲選為通識教育領航

學校，仍爭取得通識教育深耕計畫之補助案，特在此提出表揚。另因

配合年度教師評鑑及職員工考核，秘書室應每月彙整值得表揚事件及

工作缺失紀錄，以提供年度評鑑及考核「校長加減分」之參考。 

六、 為展現工作及會議效率，本校行政會議將改為一級主管出席會議即

可，一級主管請假仍應依會議決議執行相關事項，並授權請代理人出

席會議。行政會議資料工作報告部分，請進修部及進修院校併入評鑑

4 組資料中，不宜有另外呈現之情形，另請秘書室亦評估學院工作報

告資料之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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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技術學院畢業生流向追蹤

實施要點(草案)」新訂案。 
本案暫不討論，俟單位整併後由研發

處提出。 

創輔處 

二、 「99 年度上半年獎助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進修申請案」。 

已於 99.07.15 已登帳撥發給申請同

仁。 

人事室 

三、 「環球技術學院工作場所性騷擾已依會議決議修正，陳請校長核定後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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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草案)」
新訂案。 

實施。 

四、 「環球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儀

器設備建置效益評估辦法(草案)」
新訂案。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併同上次會議紀

錄，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研發處 

五、 
「因應本校改名「環球科技大學」

修正現行法規名稱」乙案 

已於99.07.20公告請各單位配合本校

改名為「環球科技大學」修正現行法

規名稱。 

秘書室 

決  議：洽悉。 

 

參、 工作報告 

 內部控制制度專案報告(秘書室) 

 請各一級行政主管規劃本學年三大重點工作目標(各行政單位) 
單位 三大工作目標 

秘書室 1. 建立績效管考系統 

2. 律定相關行政流程及分工 

3. 列管重要會議決議事項追蹤 

教務處 1. 加強教師教學品質 

2.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3. 強化招生工作 

學務處 1. 加強社團輔導工作 

2. 改革導師制度 

3. 推動品德教育 

總務處 1. 規劃興建綠色校舍 

2. 建置節能減碳設備 

3. 建置完善修繕、電子公文及收費系統 

圖書館 1. 增加圖書及期刊館藏諒 

2. 獎勵閱讀活動 

3. 加強藝文活動及社區服務 

資訊中心 1. 利用 RFID 與教學、行政結合 

2. 以少技術、多溝通方式處事 

3. 建立良性主管制度 

國際事務中心 1. 建立海外合作夥伴平台，並增加其廣度及深度 

2. 增加國際招生人數 

3. 照顧與輔導國際學生 

休閒運動發展中心 1. 積極爭取體育評鑑佳績 

2. 落實職員考核制度評分工作 

3. 推動校內運動風氣 

通識教育中心 1. 爭取通識革新四年計畫 

2. 推動國際志工計畫 

3. 建立雲林學研究重鎮 

進修部 1. 穩定與維持招生 

2. 擴展與維繫校外招生合作關係 

3. 照顧現有學生 

人事室 1. 規劃現有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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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備教師評鑑及職員工考核制度 

3. 配合公文資訊化，精簡相關流程 

會計室 1. 控管財務預算 

2. 減少核銷退件率 

研發處 1. 推展中長程發展工作 

2. 提升產學合作質與量 

3. 落實就業實習輔導及就業學程計畫 

 

 許舒翔校長：整體而言，各行政單位三大工作目標應可更為具體，本人就以

下幾點補充，請各單位依程序提出相關具體規劃案進行之。 

一、 請教務處每月召開 1 次三部整合招生工作會議，徹底檢討招生技巧及

效益。 

二、 請研發處瞭解科技大學評鑑重點項目，並自 9月起每 2個月召開一次

改大評鑑工作會議，必要時得請秘書室主任秘書協助。 

三、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應於今年 10 月 5 日前向教育部提出，為展現本

校爭取此計畫之誠意與決心，將提高學校配合款為 20%，並請陳富都

講座協助擔任共同計畫主持人，沈健華副校長負責執行。 

四、 為提升教師研究能量，請研發處積極研擬相關規範及作法，並於 9 月

份定案正式實施。 

五、 各單位業務職掌不得任意調整或自行變動，另為展現行政績效，請秘

書室每月統計公文執行延誤、補件…等案件，並列入考核之參考依據。 

六、 請總務處配合支援校外教學中心相關收費事宜，其餘各行政單位亦應

以支援全校性事務之服務態度，以充分達到整合之效益。 

七、 本校規劃未來講師比例將僅占 30%，̀ 因此請人事室儘速訂定講師落日

條款因應之。 

八、 為達到學生證照、實習、就業及英文檢測等目標，請研發處及教務處

研訂具體量化目標。 

九、 請秘書室規劃於今年 10 月 12 日校慶日前舉辦「創造主管共同經驗-

登玉山活動」。 

十、 為落實職員工考核制度，請人事室律定各單位主管每 3個月與行政人

員(含約雇人員)面談制度並作成紀錄，且列入考核。 

十一、 本校二級主管規劃由專職行政人員擔任，請人事室規劃利用非上班

時間安排儲備培訓課程。 

十二、 建議各單位配合調整各委員會人數，最多以不超過 11 人為宜。 

十三、 請各系配合教務處重新審定與設計本位課程，且定案後 2 年內不得

變更。 

十四、 請各系清楚界定專業師資員額，有非系上專業師資或多餘師資，請

簽報調整之，免有訪視或評鑑委員針對師資專業性提出異議，影響

本校訪視或評鑑成績之情形。 

十五、 請各學院院長檢討與整合各所屬系上專業教室，以作為 100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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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分配之參考。 

十六、 今年工作獎金擬將改以績點點數乘以個人所得點數方式計算之。 

十七、 自 8 月 1日起，連續擔任一級主管達 4 年者，每月增加主管加給

2,000 元；連續擔任一級主管達 8 年者，每月增加 4,000 主管加級，

另原有部分一級主管每月 1,000 元電話津貼補助則取消。 

十八、 有關本校專業技術教師聘任、升等與改聘制度，請人事室制定規範

且加強檢討其貢獻及成效。 

十九、 請人事室因應校務發展之需，制定榮譽教授、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

聘任相關辦法。 

二十、 請秘書室成立校務諮詢顧問團，並定期召開諮詢會議。 

二十一、 請會計室主動提供稽核及控管相關服務，並於平時羅列相關紀錄，

以供年度預算編列或檢討之參考。 

二十二、 請人事室檢討申提專案教師相關表件，並具體呈現其量化與質化服

務項目，始得以具體檢討其服務績效。 

二十三、 照顧與輔導學生應不分國籍，並以留住學生為前提，必要時應加強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休、退輔導機制，以及提供兩校區宿舍完善的

軟、硬體服務。 

二十四、 配合校務政策面整合，單位與單位間溝通協調上如有任何問題，請

以簽呈簽核方式陳報，以期確實達到行政資源整合且相互支援之功

效。 

 

肆、 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新訂案，提

請討論。(提案單位：學務處) 
說  明： 

一、 為妥善管理學生發展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二、 業經 99年 6月 24 日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2 次學務處主管會議討論

通過，並送法規小組審查通過。 

三、 本要點(草案)條文，敬請參閱附件一，p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一、 第三點修正為「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

他委員由校長遴選校內外人士擔任之。委員為無給職，任期兩年，必

要時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生止。」 
二、 第四點第一款學生創業教育相關活動獎助措施之審議。 

三、 請刪除第六點中多餘的「本委員會」等字。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新訂案。（提

案單位：研發處）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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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強化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之審查機制，特擬訂「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

作計畫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二、 本要點（草案）業經研發處 99.03.02 第五次處務會議討論通過，亦經

法規諮詢小組審議，並參酌修訂。 
三、 本要點（草案）如附件二，p4。 

決  議：修正後通過。惟請研發處依會議決議修正以下條文，並於簽請 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 

一、 第二點修正為「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二、 第三點委員人數修正為「9」人。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職工人員任用升遷管理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增加衛生保健人員之職稱，並修正各類職員職

稱所佔百分比。 

二、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p5~6。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於簽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12: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