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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4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99 年12月22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 點：雲林縣勞工育樂中心 大會議室 

出席人員：本校一級主管(如簽名頁) 

列席人員：無 

請假人員：林益民主任 

缺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錄：鍾雅儷 

 
壹、 主席致詞 

一、 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第一次在雲林縣勞工育樂中心開會，主要是請各

位主管來看這裡的場地，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也設在此，會議進行之前，

請游宗新主任為大家導覽。各位主管已看過這裡的空間，目前二樓的空

間有損壞，等二樓修復完成，將有許多空間可以利用，各系學生的作品

也可以到這裡來公開展示。活動的形式對空間的選擇也很重要，未來在

辦理各項活動時，也要選擇適當的空間，如何善用空間的規劃很重要。 
二、 每週一的主管會報，各單位可將一些滯礙難行的問題提到會議，充份溝

通討論。 
三、 個人將到美國講課三個月，不在學校這段時間，請陳富都院長擔任副校

長，協助校務穩定發展。 
四、 教學卓越計畫的實地訪視已完成，感謝沈健華副校長嚴謹的規劃，以及

陳富都院長協助教卓計晝撰寫。本次訪視和委員的互動過程中，希望可

以順利拿到計畫，未來也要相關單位的配合及推動才能完成，如果拿到

計畫就要好好執行，這次教卓計畫是本校邁向前 20 名科大的重要里程

碑。 
五、 下學期電子商務系陳純瑩主任，因為家庭因素要離開團隊，到台中教育

大學任教，我們也給予祝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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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處理要點」修正案。 
已於 99.11.12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人事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案。 
已於 99.11.12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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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資訊環境諮議

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已於 99.11.5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資訊中心 

四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案。 
已於 99.11.5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資訊中心 

五 「環球科技大學圖書館委員會組織

辦法」修正案。 
已於 99.11.6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另

新增各院圖書委員已發文至各院，委

員名單確認後，將另案簽請校長核

定。 

圖書館 

六 「環球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度手冊」

乙案。 
本案已於 99.11.16 陳送董事會通

過，未來將依程序及教育部規定時程

實施。 
秘書室 

七 「環球科技大學輔導學生取得專業

證照實施辦法(草案)」新訂案。 
已於 99.11.9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研發處 

八 「環球科技大學畢業生流向追蹤實

施要點(草案)」新訂案。 
已於 99.11.9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研發處 

九 「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修正案。 
已於 99.11.9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台灣中小企

業園區管理

處 
十 「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推動委員

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已於 99.11.9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台灣中小企

業園區管理

處 
十一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金管理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已於 99.11.13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學務處 

十二 「環球科技大學體育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正案。 
已於 99.11.10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休閒運動發

展中心 
決  議：同意備查。 
 
參、 上次會議校長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項次 校長指示事項 辦理情形 承辦單位 預定完成

日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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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 9 月 7 日、10 月 20 日分別召

開二次說明會，並於 10 月 11 日辦

理研習，及敦請各系依時程完成本

位課程修訂書。 

教務處 100.1.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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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1.各系已完成教學品保計畫書。 
2.依據校教學品保計畫書擬訂後，

將再研訂實習、就業及英文檢測等

量化目標。 
 研發處 

俟教務處訂定校課程核心能力與各

系所核心能力後接續辦理學生、實

習、證照就業目標。 

教務處 
研發處 

 
已完成 
100.2.25 
 
 
 
100.7.31 
 

三 為提升教師研究能量，請研

發處積極研擬相關規範及作

1.已於 11/5 日完成辦理 100 年度國

科會計畫書撰寫研習會並依鈞長

研發處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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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於 9 月份定案正式實

施。 
指示邀請本校未兼行政資深講師

(6 年以上)及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均

需研提國科會計畫。 
2.「先馳得點研究獎勵計畫」朝向

激勵與增加誘因，依第 3 次主管

會報(99.11.15)決議辦理。 
3.獎勵研究成果(產學合作、著作發

表)績優前三名及進步最優之教

師於教職員工會議中頒獎外，亦

頒發獎金鼓勵。 

 
 
 
 
100.2.25 
 
 
下次教職

員工大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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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講師精實作業處理

要點」草案已提送 99/10/25 第 2 次

主管會報討論修訂，再送 99/11/22
第 4 次主管會報討論再修訂，修訂

後版本再送 99/12/13 第 5 次主管會

報審議。擬於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後，再辦理講師意見徵詢，並進行

必要之修訂後，再送校教評會及校

務會議審議。 

人事室 預 計

100.4.30
完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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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年終工作

獎 金 發 給 要 點 」 草 案 已 提 送

99/10/25第2次主管會報及99/11/15
第 3 次主管會議討論。修改後草案

提送本次行政會議審議。 

人事室 預 計

99.12.31
完成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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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

擔任教學要點」修訂草案已完成，

擬提送主管會報審議後，再續辦後

續程序。(需再經校教評會/校務會

議) 

人事室 預 計

100.1.31
完成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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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環球科技大學榮譽教授聘任

要點」已於 99 年 7 月 21 日校教評

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聘任相關辦法

已完成修訂草案，擬送主管會報

後，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人事室 預 計

100.1.31
完成 

八 各學院秘書將自現有專職行

政人力中調整擔任之。 
奉 9 月 10 日校長口頭指示，本學期

暫不調整。待下學期再議。 
人事室 預 計

1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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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排雲山莊整修，已將活動日期延

至明年 5 月辦理。 
已簽請各項活動安排時程。 

秘書室 100.5.30 

十 請秘書室成立校務諮詢顧問

團，並定期召開諮詢會議。 
擬於規劃相關類組名單後，簽請 校
長遴聘之。 
已通知各單位提供名單，惟名單將

不與研發處及教務處類似委員或顧

問名單重複。 

秘書室 預計 
100.2.28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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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項人力精簡和人力精實部份，須就講師、助理教授以上及職員，

做整體性考量，以周延完備。 
二、第二項學生實習及證照需於學年度開始實施，因此請研發處必須要提

早於99.5.31前完成。 
三、第十項成立校務諮詢顧問團，其顧問聘書須由校長或主管親自送達。 
四、請各承辦單位依排定之各項工作期程續辦。 

 
肆、 工作報告 

 請參閱附件資料。 
 
伍、 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草案)」新訂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資訊中心)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網路使用規範」第二點之規定辦理。 
二、參酌法規諮議小組建議，本規範於99.11.09完成草案條文。 
三、本規範業經99年11月11日第1次校園資訊環境諮議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規範內容條文如附件一，P.8。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資訊中心依決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第七條修正為：「網路管理與使用應尊重網路隱私權，除下列情形外，

不得任意窥視使用者之個人資料或有其它侵犯隱私權之行為」。並刪除

第一項及第二項條文。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校園IP位址管理要點(草案)」新訂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資訊中心) 
說  明： 

一、為合理分配，並積極管理本校校園IP位址，以確保校園網路運作順暢，

特訂定本要點。 
二、參酌法規諮議小組建議，本要點於99.11.09完成草案條文。 
三、本要點業經99年11月11日第1次校園資訊環境諮議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要點內容條文如附件二，P.10。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資訊中心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校園伺服器主機管理要點(草案)」新訂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說  明： 

一、為提昇本校伺服器主機之資訊安全及網路服務品質，並尊重智慧財產

權與網路隱私權，特訂定本要點。 
二、參酌法規諮議小組建議，本要點於99.11.09完成草案條文。 
三、本要點業經99年11月11日第1次校園資訊環境諮議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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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內容條文如附件三，P.11。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資訊中心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四：99 年度下半年獎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進修及 99 年度獎助行政人

員技能提昇申請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獎助行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運用辦法，及 99 學年度第 1 次獎

助行政人員經費運用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二、 獎助行政人員參加校外研習 99 下半年可運用金額為$128,636，本次申

請案件共計 25 案，申請金額為$47,701；獎助行政人員參加校外研習

案，審議委員會審議案件金額$47,701，如附件四，P. 12。未執行完畢

之金額移至獎助行政人員國內進修中。 
三、 獎助行政人員技能提昇 99 年度可運用金額為$211,653，本年度申請案

共計 29 案，申請金額為$205,000；獎助行政人員技能提昇案，審議委

員會審議案件金額$205,000，如附件五，P.14。未執行完畢之金額移至

獎助行政人員國內進修中。 
四、 獎助行政人員國內進修 99 下半年預算為$79,370，本次申請案件共計 6

案，申請金額共計$283,203；加入獎助行政人員參加校外研習及獎助行

政人員技能提昇等未執行完畢金額後共計$166,958，依人事室初審金額

做比例分配，審議委員會審議金額為$166,958，如附件六，P.15。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100 年度獎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技能提昇及進修預算案，提請討

論。(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 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及

99 學年度第 1 次獎助行政人員經費運用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二、 100 年度預估獎助行政人員業務研習、技能提昇及進修共計$535,050，

占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共計 3.81%，其支用項目、金額比例預算如下表

所示，惟正確金額以教育部發文告知為準，提請討論。 
 

預估金額 備註 
項目 占經常門經費 

比例 上半年 下半年 
研習 1.51% $106,027 $106,027 
進修 1.15% $80,749 $80,749 

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 
技能提昇 1.15% $161,498 

合計 3.81% $186,776 $348,274 

上半年未執

行完之金額

可移至下半

年執行。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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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六：「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年度工作獎金發給要點(草案)」新訂案，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依據 99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主管會報決議辦理。 
二、「教職員工年度工作獎金發給要點」草案如附件七，P.16。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獎懲實施辦法」修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人事室) 
說 明： 

一、配合個人資料保護法，修訂本辦法相關條文。 
二、修訂部份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附件八，P.17。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請人事室依決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第六條第二項第十一款修正為：「違反保密相關規定者」。 
  二、請人事室將第六條獎懲事項，配合職員工獎懲作業及功績績點運用管

制細則進行研討修正，提送下次會議討論。 
 
 
案由八：「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管理要點(草案)」新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人事室)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99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主管會報決議辦理。 
二、「教師員額管理要點」草案如附件九，P.20。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服務辦法」廢止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本校目前已無行政講師之編制，故提請廢止本辦法。 
二、檢附本校專任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服務辦法如附件十，P.21。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廢止。 
 
 
案由十：「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金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國際事務中心) 
說  明： 

一、 配合經費來源變動擬提修正「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金設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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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二、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如附件十一，P.22。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國際事務中心依決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第一條修正為：「環球科技大學為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就讀，……，（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第七條申請方式修正為欲申請者每學期開學前一個月內。 
 
 
案由十一：「環球科技大學法規諮議小組設置要點」修訂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秘書室) 
說  明： 

一、為提升校務會議、行政會議議事效率暨審視各項規章之妥適性，特增

加本小組之功能性。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如附件十二，P.24。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秘書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十二：「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研發處產學合作中心) 
說  明： 

一、依據國科會台會綜二字第 0980066917 號規定，國科會所撥經費（含管

理費）不得用作下列各項開支： 
1. 與研究計畫無關之開支或非執行期限內之開支。 
2. 與本會補助經費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 
3. 購買土地或執行機構本身庫存之物資及現有之設備。 
4. 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出。 
5. 交際應酬費用（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

點除外）、罰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6. 建造購買或租賃房舍車輛、房舍及傢俱之修理維護等。 

二、國科會行政管理費應由執行機構統籌支用，為使支應項目有所法源依

據，特此修訂。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如附件十三，P.26。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研發處依決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第四條第一項「但國科會研究計畫不在此限」刪除。 
 
 
案由十三：「環球科技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草案)」新訂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本校為延攬、留住及獎勵國內外優秀人才，以期達到傑出科技大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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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特擬訂本辦法。 
二、「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草案詳如附件十四，P.29。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人事室依決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本辦法名稱修正為：「環球科技大學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二、第三條修正為：「經費來源：政府、民間獎補助經費及本校自籌款。」 
  三、第五條條文內容之項款編號依格式修改。 
 
案由十四：「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上班暨差假管理規則」修訂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配合「教師請假規則」及本校校務發展，修訂本規則。 
二、「教職員工上班暨差假管理規則」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

如附件十五，P.31。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人事室依決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第九條第二項暫不修改。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中午十二時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