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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13 次行政會議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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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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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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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健華副校長、簡明忠副校長、王佩文特助、韋明淑所長 

缺席人員：無 

列度人員：翁英玫組長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錄：何嫈嫈 

 
壹、 主席致詞 

一、 感謝總務長針對「綠色大學」所進行的精彩報告，讓大家有學習的機

會。建置「綠色大學」符合永續發展、符合教育部指標，使大家更喜

愛環球校園，非常值得推動。本校願景是充滿創意的環球樂活大學，「樂

活」與「創意」均是本校未來的發展主軸，規劃上除朝向綠色大學邁

進外，更要朝向樂活的目標，與充滿創意的校園環境。 
二、 學校的校園景觀將會改變﹕ 

1. 學生實習餐廳完工後，旁邊的活動廣場會是本校露天的小型廣場。 

2. 國際宿舍將以圍繞生命樹的四合院進行規劃，除宿舍外，並設有招

待所與餐廳。 

3. 夫妻樹旁機車停車場工程已發包，未來可引進有創意的餐車進校

園，但需先將水電建置妥當。 

三、 在進行決策時，要全面思考可能面對的問題，如建置存誠樓太陽能板，

使校內多了一個活動的空間，但需面對鴿子問題，總務處努力改善鴿

子問題的作為，十分值得肯定。總務處是個穩定發展的單位，是大家

的榜樣；同時感謝歷任總務長們在任內對學校的付出。 

四、 今年是改大的第三年，是危機也是轉機的一年，今年的三大目標﹕教

卓、招生、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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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邁向私立科技大學前二十名的重要指標，均與教學卓越習習相

關，要訂下量化目標，並成為檢核的依據。 

六、 2 月 12 日到教育部進行教學卓越簡報，審查委員認為「學生公司是本

校很大的特色，有關於「學生公司」的經營方式、實施成效、營運狀

況等，我們都要更加地努力，成為本校最具代表的特色。此外，委員

十分重視實務師資，本校實務師資僅占 36%，相對較少，新聘任的助理

教授師資一定要具備實務經驗。對於校內乙級專業證照的推動十分肯

定，我們應努力使本校具乙級專業證照教師達 50%以上。 

七、 學校將朝向差異化管理，明年差異化將更大，如年終獎金的發放。 

八、 本校各系的基本員額均已訂定，本校教師員額為﹕教授 10%、副教授

30%，助理教授 40%，講師 20%，請人事室與秘書處要注意。人事室將

重新修正本校教師員額管理要點，並於下次行政會議再討論，再招開

校務會議討論，並於四月份公告實施。 

九、 本校 101 學年度單招，目前正向教育部申覆中，約二週後結果知曉。

能否單招，將影響二百多名學生名額，所以請各單位加強努力前頭進

行的招生活動，不惜加重獎學金，吸引學生先入學，逐年將不再依賴

單招。 

十、 評鑑是今年重點，請有進修部學制的各系於本月將橋樑先連接好。本

週四與下週三舉辦自我評鑑委員研習營，請各位同仁透過此一活動，

更清楚評鑑的方向。三月將完成五年中長程計畫建置，四月起全力推

動評鑑與教卓，暑假完成未來教卓計畫。 

十一、 沈副校長需休養二週，目前恢復的情形極佳，感謝大家的關懷，希

望同仁能撥個電話，發揮人文關懷，表達同事情誼。感謝此刻吳豐

帥主祕願意承擔教務處的重責大任；進修推廣部為今年評鑑的重點

之一，感謝吳俊彥學務長能同時兼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與進修校院主

任，擔負此責任，並請吳副校務主任協助學務長在進修推廣部的工

作，請黎副學務長協助更多學務處工作，使學務長能分身兼顧；感

謝劉金維主任接下主秘一職，推動評鑑業務；企管系主任暨中企所

所長請蔡長鈞主任擔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由徐菱松主任擔任。 

十二、 通識教育中心將保留核心教師，餘將調整為系上專業教師，師資結

構將調整為﹕專業師資占 75%，通識師資占 25%，人力將考量精實。 

十三、 感謝衛保組翁英玫組長的付出，為本校爭取衛生促進計畫並獲得補

助。衛保組為大家規劃週五的運動時間，但希望可設立目標，使同

仁可採非正式社團組織、跨單位進行運動。 

十四、 林書豪，教導了我們「有機會就發揮」。記者說:「林書豪本身並不

完美，但尼克隊有了林書豪就完美了。」同樣地，環球本身並不完

美，但希望環球有了各位就完美了。 



SCRB-M-2012-B002 
 

 3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3 分鐘)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 承辦單位 
一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

修正乙案。 已於 01月 10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研發處 

決  議： 洽悉。 
 
參、 工作報告 

 請參閱會議資料 p31~p45 
 總務處簡報(20 分鐘) 
題目：綠色大學 

 
肆、 討論事項(60 分鐘)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副教授設置辦法」新訂乙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及經營管理之成效，延聘及留住優秀、卓越之

教授、副教授，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案業經法規諮議小組審議，且已依審查意見完成修訂，經  校長核

可(101 年 01 月 05 日)，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三、 本辦法條文(草案)，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一，p5。 

決  議：本案先退回，請人事室重新修正後，提送下次行政會議再討論。 

1. 特聘教授、副教授之申請或推薦，請先簽請校長核定同意後再提出申

請。 

2. 第二條第七款應予刪除。 

3. 第四條第二項應再多方考量。 

4. 第五條是否採榮譽制，可再調整。 

5. 第七條刪除，彈性師資乃教育部的獎勵方案，與本案不衝突。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管理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人事室） 
說 明： 

一、 配合校務發展需要，修正本校教師員額管理要點。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0 年 12 月 28 日)，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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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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p8。 
決  議： 修正後通過。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此要點修正為辦法。 

二、 第二條修正為助理教授佔 40%，講師佔 20%。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年度工作獎金發給要點」廢止乙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本校「教職員工 100 年度年終獎金發給標準」業經校長核定實施(101

年 01 月 12 日)。 

二、 未來依學校每年財務狀況核發教職員工年終獎金，因此擬廢止本校「教

職員工年度工作獎金發給要點」。 

三、 本廢止案業經校長核可(101 年 01 月 18 日)，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四、 本要點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三，p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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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法規撰寫標準並配合第 6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本校教職員工

福利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 年 0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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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10~p11。 
決  議：請重新修正後再提送行政會議討論。 

一、 互助金的訂定請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可依據同仁們的所得額級距來訂

定互助金。 

二、 面臨少子化的來臨，可調高生育津貼，福利金的發放可再討論。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職員工出勤管理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依本校稽核室第 6次會議決議辦理，修正本校職員工出勤管理辦法。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 年 0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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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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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六：「環球科技大學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設置辦法」修正乙

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 依本校法規撰寫標準並配合第 6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本校職員工申

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設置辦法。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 年 0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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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p14~p15。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學人宿舍分配及管理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總務處） 
說 明： 

一、 為使條文內容更符合實際需求及配合本校法規撰寫標準，故修正部份

條文內容。 

二、 本辦法業經(100 年 12月 29 日)100 學年度第 6次總務處處務會議中討

論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七，p16~p2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101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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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長程計畫第三年發展計畫乙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學務處）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0 年 11 月 29 日臺訓（一）字第 100021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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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業經(101 年 1 月 12 日)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會

議討論通過。 

五、 101 年度本校特色主題計畫─「培養良好品德之社會公民」第三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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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補助款 450,000 元、配合款 50,000 元，計畫內容敬請參閱會議資

料附件八，p22~p2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環球科技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學務處） 
說 明： 

一、 依 100 年度學輔訪視委員意見修正。 

二、 本辦法業經(101 年 1月 5日)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學校衛生委員

會會議討論通過。 

三、 修正部份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九，

p28~p2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環球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乙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學務處） 
說 明： 

一、 為加強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培養良好交通安全道德與習慣，建立良好

交通秩序規範，以確保生命安全，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

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二、 本案業經(101 年 1 月 13 日)學務處第 8 次學務主管會議討論通過，並

請法規諮議小組審議，且已依審查意見完成修訂，經  校長核可(101

年 1 月 20 日)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三、 本辦法條文(草案)，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十，p30。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11:3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