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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1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    點：嘉東校區 MA508 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富都講座教授、沈健華副校長、簡明忠副校長、吳豐帥教務長、

吳俊彥學務長、林信州總務長(王志星主任代)、白如玲研發長、劉金

維主秘、林三立院長、林明芳院長、徐菱松主任、張李曉娟主任、

許淑婷館長(林顯富組長代)、許慧珍主任、劉淑芬主任、鍾錦文主任、

曾士齊副國際長、程敬閏特助、王佩文特助、姚炳輝主任、陳明熙

副教務長、黎簡明副學務長、吳清豐副主任、蔡長鈞主任、劉文良

主任、謝淑玲主任、林益民主任、張宏榮主任、張增治主任、蔡志

英主任、陳昱丞主任、黃明正主任、丁一倫主任、曾正茂主任、林

泳瀠主任、包慧俊主任、韋明淑所長 

請假人員：吳俊彥學務長、林三立院長、王佩文特助、姚炳輝主任、徐菱松主

任、謝淑玲主任、韋明淑所長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廖義宏組長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何嫈嫈 

 
壹、 主席致詞 

一、 二位副校長及各位主管們大家早，昨天我參加教育部 101 年技專校院校長

會議，教育部傳達多項重點﹕ 

1.11 月 1、2 日教育部將召開全國技職教育研討會，將對技職教育進行總檢

討與討論未來規劃，請沈副校長先彙整並研擬校內意見。 

2.教學卓越計畫將持續進行，計畫週期改為四年一期，且教育部希望可以增

加獲得教學卓越的學校數；獲得典範科技大學者可再爭取下一年度之典範

科技大學，且將由六所增加至十所學校。獲得典範科技大學的學校亦可爭

取教學卓越計畫。我們一定要再爭取到教學卓越計畫，教卓各子計畫之大

綱與內容應儘早因應。 

3.評鑑制度未來將採取認可制，請秘書處要及早因應，部分評鑑項目可申請

免評鑑，本校是否可申請免評鑑，及未來國際走向及相關因應措施，均請

秘書處進行規範。  

4.在招生部分，運動績優單招在未來將會調整，明年可能會縮減，其他各項

招生應進行檢討。 

5.在目前的教育體系下，技職教育較易被忽略，教育部有義務讓學生與家長

瞭解技職教育。因此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本校為彰化

與雲林地區之主辦學校，區域內有 5 所科技大學、26 所高中職暨 82 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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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為 12年國教準備將進行技職教育之宣導活動，未來會擇優選派教職

員參加教育部於七月底進行的種子教師訓練並至各國中學校進行宣講活

動。 

6.教育部軍訓處在國內發起「紫錐花運動」，希望藉由紫錐花消炎解毒的特

質，提醒國人、學生拒絕毒害；教育部更要從臺灣發聲進而影響全球，一

同拒絕毒品危害。 

7.各校附設專科部者，可聘請技術教師，但需經教育部核備。 

8.為因應電費調漲導致學校經營成本提升，教育部未來會考慮補助學校電費。 

 

二、 今年部分招生項目已完成，請各單位撰寫招生檢討報告，報告內容包含同

仁投入招生的情形。部分單位請同學協助打電話給報名的同學，其效果不

彰，也欠缺說服力，相關執行情形請招生中心填製紀錄並製成檢討報告。

依各系招生狀況檢討未來系的運作與發展。 

三、 本校將興建的第二期宿舍貸款，將獲得教育部一億元貸款額度內 50%利息

的補助。 

四、 自 102年起，獎勵補助款中的獎勵款將由 55%增加至 65%，補助款則自 45%

減至 35%，也就是未來的績效更重要，請秘書處定期檢討本校的績效指標，

至少每季應檢討一次。 

五、 凡持中低收入戶證明資格之學生皆可申請學雜費減免，而非採以弱勢助學

計畫，但本校似乎均以弱勢助學計畫因應，故本校弱助學計畫之負擔已超

過教育部所要求的 3%，請學務處注意此一現象。 

六、 近期有幾個個案學生學雜費延繳嚴重，請秘書處列案追蹤，若個案真為家

境特別困難者，可以進行特別照顧處理，儘可能不要造成困擾與誤解。 

七、 學校不會因招生或公務需要，要求同仁喝酒，一旦喝了酒也請同仁不要開

車，一旦喝酒誤事，學校不為同仁負責。請秘書處製作小卡發給全校同仁，

一面為環球鷹俠，另一面請寫上「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喝酒不乾杯，

乾杯不喝酒。」 

八、 請各單位應將評鑑改善意見優先列入各年度之獎勵補助項目內，但請綜規

組在未來審查時應做詳細之檢查，需檢視是否合理?是否依委員意見? 再進

行處理。 

九、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請於二週內陳送業務檢討報告，其收入與支出面

均要進行檢討。國際處的國際生收支情形亦應檢討，並檢附檢討報告。 

十、 學校之組織運作部分，請人事室調整，將公共事務中心納入組織編制表內

校長室之下，圖書館增列藝術中心。 

十一、 人事室已公佈主管加級及交通費的調整，各位若有意見請提出，在 8月

1日實施前尚可調整。 

十二、 今年評鑑是等第制最後一年實施，未來評鑑結果會與招生、獎勵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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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脫鈎。評鑑之準備工作，請單位儘早調整，評鑑結果若為三等，全學院

之學費均需減收，未來將依情節輕重進行處分；若為一等，也會有獎勵，

一級主管的可領有二個月的年終，直到退休。 

十三、 「這樣唸大學才不後悔」是一本由台大教授陳彥榮的著作，告訴學生到

大學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也要想想﹕在大學，老師要做什麼? 學生要做什

麼? 

十四、 本校自 2007年評鑑、2009專案評鑑，一路過關憑的都是「家和萬事興!」，

憑的是同仁們對學生的付出，感動了評鑑委員。 

十五、 目前董事會正進行湖山校區校地出售事宜，若進行順利，有利於宿舍與

活動中心的興建。 

十六、 本校在全國 165 所學校中，學費收取最低廉的五所學校之一，已 10 年

未調整，使得本校收入受限。今年四技日間部招生名額 1400名，希望大家

努力達成目標。教務處要研議如何進行全校總動員，讓教職員投入招生活

動，提高招生之成效。 

十七、 未來行政主管將再調整，希望人事室能事先告知，專職人員的調整，希

望同仁接受，勿進行任何私下行為，違者屬「抗命」行為。期望單位同仁

與主管互相尊重。 

十八、 禮貌是重要的，希望同仁們與我們的學生都能重視這一點，請學務處研

擬如何加強學生禮貌問題，請人事室研擬如何加強同仁間禮貌問題。 

十九、 昨天我拜訪精光堂執行董事李順富先生，感謝李董在「心願樹」活動中

贊助許多的手錶，完成小朋友的夢想。李董表示要在禮賓大使裡找人才，

因禮賓大使的訓練使這些同學們儀態端莊、禮貌態度合宜，讓企業肯定。 

二十、 與企業界的聯結應再加強，企業與系的聯結可能已建立，但與校的聯結

不夠，所以校長將於每月選擇重要的實習單位、或就業單位進行拜訪。 

二十一、 在未來，本校將進行「公共事務發展論譠」、「企業家講座」、與「藝

文講座」等活動，以提昇學校知名度。因此，本校將於 6月 19日邀請李前

總統登輝先生蒞校演講。 

二十二、 本校於今年進行了一份民調，僅 1/4 的民眾知道「環球」，待民調報

告完成後，將資料給秘書處研究如何提昇本校知名度。 

二十三、 檢討中長程計畫是可以瞭解那些創新對學校更有發展，中長程計畫既

要修訂，就要修得更好。 

二十四、 回流教育的開班計畫應取得系上的同意，設施設備要相互的體諒、尊

重系的「課程規劃、師資調整搭配」等。 

二十五、 回流教育的拓點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海外招生也

是如此，爭取海青班的學校與班級數均倍增，請大家多協助，有機會也讓

各位主管看一看。今年弘光帶著 20個模特兒參加馬來西亞的文華之夜，別

人可投入的資源更多，在此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我們應思考如何創新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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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穎而出? 

二十六、 感謝沈副校長稟持主動的精神對學校努力付出，希望大家都能保重身

體，並效法沈副校長的精神為校服務。 

綜合本次行政會議，校長交辦事項彙整如下﹕ 

項次 負責單位 交辦事項 

1 沈副校長 研擬校內對「技職教育」意見 

2 秘書處 追蹤教育部於認可制、免評鑑、國際走向等相關

措施之規範 

3 教務處招生中心 依招生情形撰寫檢討報告 

4 秘書處 每季檢討一次重點績效指標 

5 秘書處 學雜費延繳個案學生追蹤 

6 秘書處 製作「開車不喝酒」標語小卡 

7 秘書處綜規組 檢視各單位是否將評鑑改善意見優先列入各年

度之獎勵補助項目內 

8 進修推廣部推廣

教育中心 

業務檢討報告 

9 國際處 國際生業務檢討報告 

10 教務處招生中心 研議全校教職員招生總動員 

11 學務處 研擬如何加強學生禮貌問題 

12 人事室 研擬如何加強同仁間禮貌問題 

13 秘書處公共事務

中心 

參考民調結果研擬如何提昇本校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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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委員

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 
延至第 16 次行政會議討論。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資訊環境發展

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 
延至第 16 次行政會議討論。 資訊中心 

三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系統開發維護

需求申請辦法」新訂乙案 
已於 101年 4月 30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資訊中心 

四 
「環球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修

正乙案 
已於 101 年 5 月 4 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學務處 

五 
「環球科技大學導師績效評比暨獎

勵實施要點」修正乙案 
撤案，並同教師評鑑辦法討論。 學務處 

六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教師獎勵辦法」

修正乙案 
已於 101 年 5 月 3 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人事室 

七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管理辦法」

修正乙案 
已於 101 年 5 月 3 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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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洽悉。 

 

參、 工作報告 

 請參閱會議資料 p15~p31 

一、進修推廣部暨進修院校簡報 

題目：打造多元在職回流進修管道 

二、秘書處補充報告﹕ 

1. 5 月底修正的評鑑工作時程表已置放於網路文件夾下，請大家下載。 

2. 6 月 20 日將進行「評鑑資料夾及佐證資料準備作業觀摩」，6 月 26

日將進行「專業教室及教學教室佈置觀摩」，7 月 9 日將進行「評鑑

簡報及會場佈置觀摩」。 

3. 7 月 15 日前完成系所自評，7 月 26 日進行行政單位自評，8 月 14

日前完成校外自評。 

4. 8 月底教育部召開評鑑會議並公開抽籤，評鑑日期自 11 月中旬至 1

月中旬。 

5. 此次評鑑共辦理兩日，週四辦理專業系科評鑑，週五辦理行政單位

評鑑。 

6. 請各系於下學期排課前先安排觀摩教師與班級。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為發揮互助之精神及幫助較弱勢員工，修正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設置辦法。 

二、 本辦法業經第 13 次及第 1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後，提送第 15 次行政

會議，決議延至第 16 次行政會議審議。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p4~p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校園資訊環境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組織調整，進行諮委會設置辦法修訂。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年 03月 03日)，提送第 15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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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延至第 16次行政會議審議。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p8~p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為明確規範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時數，以及未依本要點規定報核，私自

在校外兼課的處理機制，修正本要點。 

二、 本修正案業經  校長核可(101年 05月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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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10~p1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行事曆」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 

說 明： 

一、 101 學年度行事曆草案，經請相關單位提供意見後，於 101年 5月 18

日假教務處會議室 AS112召開編排協調會。 

二、 101學年度各項重要日程如下： 

1.第一學期開學日 101年 9月 17日（一） 

2.新生訓練暨新生基礎志工培訓 101年 9月 17日（一）~101年 9月 19

日（三） 

3.校慶慶祝活動 101年 10月 13日（六） 

4.環球國際學習週 101年 10月 22日（一）~101年 10月 26日（五） 

5.寒假開始 102年 1月 22日（二） 

6.第二學期開學日 102年 2月 25日（一） 

7.校慶慶祝活動補假 102年 4月 5日（五） 

8.畢業典禮 102年 6月 7日（五） 

9.暑假開始 102年 7月 1日（一） 

三、 依據教育部 101年 3月 8日臺技(四)字 1010036311號指示辦理。 

1.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條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 1學分，請依規定妥為安排應屆畢業班第 2學期上課時間。 

2. 依據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專科學校每學期授課時間不得

少於 18週。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授課滿 18小時者為 1學分；實習或

實驗，以每學期實作滿 36小時至 54小時者為 1學分。科技大學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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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學院附設專科部請確實依前述規定辦理。 

四、 依上述，大學部各學制應屆畢業班第 2學期第 15週至 18週課程，擬

由授課教師依課程規畫之需求向課務組申請調補課；專科部各學制應

屆畢業班第 2學期仍於第 18週進行期末考。 

五、 春節假期及和平紀念日是否補假擬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處依現行「公

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及「政府行政機關紀念日及民俗節日假期

調整原則」於每年 9月底公告之政府機關辦公日曆表辦理。 

六、 101學年度行事曆，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p13~p14 

決  議： 修正後通過。 

一、4 月 1、2 日訂為校外教學日、服務學習日。 

二、因應三部整合，畢業典禮調整至 6 月 8 日(星期六)，並於 4 月 3 日進行

補假。 

三、10 月 12 日校慶當日訂為「環球志工日」。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1:09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