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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8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08 月 0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    點：嘉東校區 MA508 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富都副校長、沈健華副校長、吳俊彥學務長、林信州總務長、白

如玲研發長、陳盈霓國際長、吳豐帥主秘、徐菱松主任、許淑婷館

長、許慧珍主任、劉淑芬主任、鍾錦文主任、林三立主任、陳明熙

副教務長、黎簡明副學務長、吳清豐副主任、程敬閏秘書、姚炳輝

秘書、林明芳院長、蔡長鈞主任、劉文良主任、謝淑玲主任、林益

民主任、劉金維主任、張宏榮主任、蔡志英主任、張增治主任、丁

一倫主任、曾正茂主任、李建宏主任、胥嘉芳主任、林泳瀠主任、

陳昱丞主任、林郁進主任 
列席人員：張惠君主任、林靜欣主任、曾惠珠主任 

請假人員：徐菱松主任、程敬閏秘書、曾正茂主任、胥嘉芳主任 

缺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錄：王淑君 

 
壹、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各位主管出席改名科技大學後，亦即 100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

同時也感謝各位主管過去一年來，在教學及行政工作上所做的努力，

未來本校仍有以下幾項重點工作，需各位主管繼續予以支持與努力。 
(一) 接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期中訪視相關事宜。 
(二) 於 10 月或 11 月初接受教育部改名科技大學後訪視相關工作。 
(三) 本學年度整體招生工作仍應再加強，另目前本校學生約 30%為本

地學生，外地來校就讀約占 70%，將來應以如何提升本地學校來

校就讀率，亦是未來重要課題。 
(四) 應配合明年改名科大後評鑑，儘速辦理校外自評相關工作。 

二、 請各位主管配合執行董事會交辦各項重大任務，另依董事會議決議，

自 7 月 1 日起本校將配合軍公教人員調薪 3%。 
三、 本(100)學年度起生物技術研究所開始招生，101 學年度公共事務管理

研究所亦將開始招收研究生，請設計學院繼續爭取研究所設立。 
四、 請學務處評估結合湖山水庫興建，於湖山校區成立運動休閒學院之可

行性。 
五、 公關事務設計系下(101)學年度將配合時勢所需而轉型為以多媒體設計

為主軸，自 8 月 16 日起，亦改請黃明正助理教授擔任系主任，相關師

資將逐步調整或增聘。 
六、 觀光暨餐飲旅館系為近年熱門系科，未來將劃分成觀光及餐飲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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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前則請觀餐系先加強校外教學中心回流教育招生相關工作。 
七、 請總務處配合學生實習餐廳興建，儘速進行招商工作，除提供校內師

生良好用餐環境之外，期能充實校園生活機能。 
八、 工作團隊的團結力及凝聚力是達成招生、行政及評鑑…等工作的重要

因素，因此，將持續辦理每年 1 次之主管共識營活動。另每位同仁應

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在扮演好自我角色，並加強單位間的溝通且勇於

承擔工作，誠如教育部技職司李彥儀司長所言「要勇於承擔工作」。 
九、 職員工作輪調有其必要性，惟為配合訪視工作進行，將延至寒假辦理；

本學期試行組長級人員輪調。 
十、 請稽核室將如何簡化各單位行政流程，訂為未來工作目標。 
十一、 有部分系科改名科大前後之師資結構皆無提升，請各學院做好自我

檢視工作。 
十二、 各系科所排課應以高階及具專業教師優先排課為宜。 
十三、 請人事室加強職員工訓練及證照取得，另職員工作相關證照，應以

與職能提升有相關者，始得認列加分。 
十四、 國際學生招生工作由國際暨兩岸事務處辦理，國際學生學習及生活

輔導則依本國生處理程序辦理，請各單位應清楚工作劃分，並負責執

行完成相關工作。 
十五、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已屆滿 1 年，除了請大家繼續在各自工作崗位上

加強及提升外，亦需要做好社區關懷與協助社區發展工作，始能協助

本校再邁向另一個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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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年度行事曆」

乙案。 
1. 本 案 於 100.6.21 環 科 大 第

1001000694 號函陳報教育部備

查，教育部於 100.6.29 台技(四)第
1000108319 號函修正開學日為

100 年 9 月 13 日。 
2. 100.7.6 簽請校長核定開學日期

後，於 100.7.11 再陳報教育部備

查。 

教務處 

二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教師獎勵辦法」

修正案。 
已於 100.07.06 簽請校長核定上網公

告實施。 人事室 

三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職工獎勵辦法」

修正案。 
已於 100.07.06 簽請校長核定上網公

告實施。 人事室 

四 「環球科技大學空間規劃審議委員

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已於 100.7.5 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總務處 

五 「環球科技大學重大工程籌建委員

會設置要點」廢止案。 已於 100.7.5 簽請校長核定後廢止。 總務處 

六 「環球科技大學用電設備管理辦法」

新訂案。 已於 100.7.5 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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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校專任教師於本年度 7、8 月份暑

假返校上班乙案。 
已於 100.06.15 辦理公告，請未兼行

政教師暑假期間每週三到校，未能到

校者依相關辦法，辦理請假手續。 
人事室 

八 本校 100 學年度技專校院改名改制

後「專業類訪視系所組別、受評學校

資料調查表」確認案。 

依據會議確認修正後，於 100.6.17
規定期限發函至台灣評鑑協會。 秘書室 

決  議：洽悉。 
 
參、 工作報告 

 請參閱會議資料 p34~48 
 
肆、 討論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 100.4.18 台技(四)字 1000057961 號函、100.6.9 台技(四)字
1000079077 號函、100.7.19 台技(四)字 1000125084 號函及 100.7.19 台

技(四)字 1000125741 號函辦理。 
二、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一，p5。 

決  議：修正通過。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請修正為「每學年申請獲得國科會計畫 1

件以上，或每學年簽定產學合作計畫金額合計新台 50 萬元以上。」 
二、 條文中出現「高等教育經營」字句，請修正為統一寫法，並請注意辦

法文字之正確性。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獎懲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為明確獎懲內容，並依程度不同明訂獎勵及懲處項目。 
二、 本案業經 100.5.25 99 學年度第 4 次人評小組會議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二，p10。 

決  議：修正通過。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六條第一項第四款第六目請修正為「無故不參加校內重大會議或集

會者。」 

二、 請人事室仔細校對條文內容。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上班暨差假管理規則」修正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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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教務處「教師請假規則」及本校校務發展，修訂本規則。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三，p14。 

決  議：修正通過。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一條修正為「本校教職員工之上班及請假，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

依本規則辦理。」 

二、 第十條第四款修正為「教師公假請依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辦法

辦理。」 

 

案由四：「100年度上半年獎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進修」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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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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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上半年可運用金額為$99,833，本次申

請案件共計 23 案，申請金額為$57,009；獎助行政人員參加校外研習

案，審議委員會審議案件金額$57,009，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四，

p17。未執行完畢之金額移至 100 年度下半年執行。 
三、 獎助行政人員國內進修 100 上年度可運用金額為$74,874，本年度申請

案共計 6 案，申請金額為$272,468，人事室初審金額為$252,656；獎

助行政人員國內進修案，審議委員會審議案件通過之金額依預算金額

依比例分配，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五，p19。 
四、 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將申請經費核撥，並於年底核結後陳報教育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研發處) 
說  明： 

一、 為表彰關懷母校、推動社會公益及對國家有具體貢獻之校友，以樹立

校友楷模，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業經 100.5.12 第 6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六，p20。 

決  議：修正通過。請研發處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九點修正為「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研發長擔任當然委員，

實習就業輔導中心主任擔任執行秘書，…。」 
 
案由六：「環球科技大學學術單位承接研究計畫成效實施要點(草案)」新訂案，

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研發處) 
說  明： 

一、 為鼓勵各學術單位及教師承接研究計畫，以達成科技大學之評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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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彙整各學術單位意見，並參酌法規諮詢小組之建議，經 100.7.7

第 7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 「環球科技大學學術單位承接研究計畫成效實施要點（草案）」，敬

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七，p22。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研發處依會議決議修正，並於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一點應正確呈現要點名稱。 
二、 第三點第二項修正為「研究計畫歸屬之學年度，依簽約日期為依據，

國科會及其他政府部門多年期計畫則依執行年數計算多次。未滿一年

者以一年計。」 
三、 第四點第二項刪除。 

四、 第四點第三項項次變更，並修正為「研究計畫案金額至少五萬元以上

(含)方得計算。」 
五、 第七點修正為「各學術單位依其計畫件數達成率及總金額前三名者，

發給單位績優獎勵金；…。」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校園IP位址管理要點」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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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修正本要點。 
二、 本要點業經 100.6.30 第 2 次校園資訊環境諮議委員會議討論通過，依

程序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八，p23。 

決  議：照案通過。另請多注意資訊安全宣導相關事宜。 

 

案由八：「環球科技大學各項會議學生代表產生辦法」修正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學務處） 

說  明： 
一、 本案業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附件九，p25。 

決  議：照案通過。第一條應以本校全銜呈現，即修正「本校為保障學生權益，…

並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和「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組

織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校園菸害防制計畫書」，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學務處)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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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落實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降低學校新生吸菸人數，維護校園

環境衛生，建立無菸害校園環境。 
二、 環球科技大學 100學年度校園菸害防制計畫書」，敬請參閱附件十，p28。 

決  議：本校目標為「校園全面禁菸」，請學務處修正本計畫，並於儘速定案

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4:37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