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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5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02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    點：存誠樓 MA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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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彥主任、林益民主任 

缺席人員：無 

主    席：陳副校長 富都                     紀錄：王淑君 

 
壹、 主席致詞 

首先向各位主管拜個晚年，並感謝各位主管過去一年來，為本校改名科技

大學及爭取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所做的努力，未來本校有以下三大重點工作： 
一、 招生方面：期藉本校改名為科技大學及取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

際，提升本校聲譽，進而增加招生人數。 
二、 教學卓越方面：教學卓越計畫的執行與本校改名科大後評鑑及明年

是否仍能獲得補助息息相關，請各院、系科所協助計畫執行，達到

本計畫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目標。 
三、 改名科大訪視及評鑑方面：本校能於去年 8 月改名為科技大學實屬

不易，今年度科大訪視及明年 10 月份科大評鑑，本校擬朝達 70%
一等之目標努力，請各位主管切勿鬆懈，持續共同努力。 

另利用本次會議介紹本學期新調整及新任主管－學生事務處程敬閏學務

長、學校發展處林三立處長、通識教育中心蔡長鈞主任、電子商務系許慧珍主

任、公關事務設計系高哲翰主任及稽核室張惠君籌備主任，並感謝其加入行政

工作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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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草案)」新訂案。 
已於 99.12.30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實

施。 資訊中心 

二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 IP位址管理要

點(草案)」新訂案。 
已於 99.12.30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實

施。 資訊中心 

三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伺服器主機管

理要點(草案)」新訂案。 
已於 99.12.30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實

施。 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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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99.12.25 將款項匯入通過申請

者之帳戶中。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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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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會議決議執行預算中。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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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0.01.07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

實施。 人事室 

七 「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獎懲實施

辦法」修訂案。 
已於 100.01.07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

實施。 人事室 

八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管理要點

(草案)」新訂案。 
已於 100.01.07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

實施。 人事室 

九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任行政

工作服務辦法」廢止案。 
已於 100.01.07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

廢止。 人事室 

十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金

設置要點」修正案。 
已於 100.01.06 簽請校長核定，並公

告自 100 學年度開始實施。 
國際事務中

心 
十一 「環球科技大學法規諮議小組設置

要點」修訂案。 
已於 99.12.31 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

實施。 秘書室 

十二 「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

實施要點」修正案。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實施。 

研發處 

十三 「環球科技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草案)」新訂案。 
已於 100.01.06 報部核備中。 

人事室 

十四 「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上班暨差

假管理規則」修訂案。 
已於 100.01.07 經校長核定並公告

實施。 
人事室 

決  議：洽悉。 
 
參、 工作報告 

 沈健華副校長： 
一、 本年度本校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3750 萬元補助，此計畫乃屬全校

性計畫，請各單位全力配合執行，並讓經費運用達到最大效益。 
二、 感謝管理學院及設計學院配合申提教育跨領域學程，現已獲得教育

部補助，並請注意切勿有課程衝堂之情形，免影響學生修讀之權益。 
三、 為提升及維持教學品保，將請業師協助檢討教學大綱與企業需求契

合度。 
四、 建議學校發展處依招生管道專案逐一檢討，並建議各系仍應與合作

的高中職學校進行更密切的合作。 
五、 本學期轉學名單已供給各系，請班導師輔導與關心轉學生上課相關

事宜。 
六、 請各系主任提醒所屬系教師們，開學上課時務必向同學們介紹教學

計畫與成績評量方式，免造成不必要困擾；另期中評量仍請務必採

紙筆考試方式進行。 
 

 程敬閏學務長： 
一、 本學年度畢業典禮籌備會議將於近期召開，敬請各單位持續配合相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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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展現本校特色，將思考規劃未來校慶慶祝活動辦理方式。 
三、 教育部已核定本校有 20 名陸生來校就讀，本處將配合國際事務中心

住辦理其住宿及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林信州總務長： 
一、 本校學生實習餐廳預計於今年 3 月中旬完成工程發包作業，工期約

4~5 個月，施工期間工程車輛將自北側門進出，造成全體教職員工生

不便處，敬請見諒。 
二、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非補助經費支應之相關工程經費，請務必事先提供

給總務處提列預算。 
三、 請各單位填報本處修繕系統時，請寫明單位名稱及地點等紀錄，以利

修繕人員前往處理。 
四、 請各單位辦理活動時，勿讓車輛行駛中軸石板道，免造成石板破損。 

 
 林三立處長： 

學校發展處為新設置單位，將依設置辦法著重在招生事務、公共事務

及社會資源等三大工作項目： 
一、 招生事務工作方面：運用有限資源，進行資源分享、資源整合與相互

支援，以及透過資料分析，作為招生檢討改進之依據。 
二、 公共事務工作方面：依往例持續進行接待、新聞發佈…等相關工作。 
三、 社會資源工作方面：募款為長期性工作，未來期使其資訊透明化。 

 
 吳豐帥主秘： 
一、 因應本校組織及業務調整，請各單位協助分層負責明細表修訂，並配

合填報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重點工作執行情形和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重

點工作。 
二、 100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已核配新台幣 3,327 餘萬元，預

計 3 月份將召開專責小組會議確認補助金額後，陳報教育部核撥款

項。 
三、 為配合改大訪視意見及計畫書建議資料彙整，將於 3/10 召開檢視審

議會議。 
四、 法規諮議小組設置要點已於上次行政會議修訂，未來校務會議及行政

會議提案將於秘書室彙整後，於會議前 7 日先提法規諮議小組審議，

故請提案單位提早作業。 
 

 白如玲研發長： 
一、 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為教學卓越計畫重要一環，將依規劃陸續召開相

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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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證照輔導方面，將以相關乙級證照班為開班輔導重點。 
三、 研發處將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執行，成立 7 家實習公司。 

 
 其餘請參閱工作報告書面資料 

 
肆、 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膳食管理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學務處) 

說  明： 

一、 依本校辦法書寫格式修正及減少委員會人數，以利會議之召開。 

二、 本辦法業經 100 年 1 月 14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膳食管理委

員會會議修正，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一，p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緊急傷病處理要點」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緊急傷病處理要點」修正案 

說  明： 

一、 為使條文內容更符合實際需求及送醫後各職責劃分更明確。 

二、 本辦法業經 100 年 1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會

議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二，p4~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100年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培養良好品德之社

會公民特色主題計畫」之中長程計畫第二年發展計畫追認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99年12月09日臺訓（一）字第0990214764號函辦理。 

二、 依教育部規定特色主題計畫需經學生事務會議及行政主管會議通

過，方可提出申請。 

三、 本計畫不得編列及支付一般人事費用及購置任何設備；學校提列配

合款金額及比例，應與支援本特色主題計畫有關之工作項目為原

則，提列之配合款比例由學校自訂。 

四、 100年度本校特色主題計畫-「培養良好品德之社會公民」第二年計

畫，補助款450,000元，配合款50,000元，計畫內容請參閱附件三，

p8~12。 

五、 業經9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討論通過。 

六、 本案已依規定於100年2月14日環科大學字第1001000105號函陳報教

育部核備，特提請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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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追認通過。 
 
伍、 臨時動議(略) 
 
陸、 散會(10:4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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