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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1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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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維主秘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何嫈嫈 

 
壹、 主席致詞 

一、 感謝研發長的報告與努力。本校產學合作有極佳的績效，感謝大家的

努力，期望大家能更進一步地將產學成果發表為著作；產學成果除目

前有幾位教師獲得國內外肯定外，可考慮如何將素材呈現，藉由媒體

報導或環球通訊的報導，行銷自己也行銷學校。 

二、 教育部目前的政策傾向是教師應有專業證照，期望各位老師均有專業

證照。 

三、 校外實習要有一致性做法，目前校外實習制度應再檢討，各系因性質

不同可略作彈性調整；課程與證照的對應與連結，要有一致性，請教

務處彙整各教學單位的課程與實習對照表。 

四、 我們要加強地區深耕，未來環球通訊的內容、編輯與發行，均需再調

整，除寄發至高中職學校，也應寄發至鄉鎮公所、圖書館等，讓地方

瞭解本校的發展；要積極提昇環球通訊的核心靈魂。 

五、 研發處在研擬創新作法上可參考友校的作法，如虎尾科大學生﹕ 

1. 扮鬼進行募款活動 



SCRB-M-2012-B003 

 

 2 

2.  在宿舍裡放水果，並在水果旁設置愛心捐款箱 

3.  募集物資，標價後設置誠實小舖，由大家誠實捐獻 

創意加上行動方案，讓活動更有效果。 

六、 各項政策或制度的推動應妥善規劃，如證照或競賽的推動及績效與教

師的考績有關連，不宜因教師的積極推動而造成學生的抱怨。 

七、 本校 100 年執行的教學卓越計畫已審查通過，經審查委員評定 11 項優

點與 10 項待改進項目，教務處近期將公告，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八、 專技教師乃因其業界實務經驗與為協助實務教學而聘任，與一般教師

的聘任不同，未來若專技教師未能升等，考量將增加其授課時數，而

不受教師限期升等辦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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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副教授設

置辦法」新訂乙案 
修訂後提送第 14 次行政會議審議。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管理要點」

修正乙案 
已於 02 月 21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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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02 月 22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四 
「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委員

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 
修訂後提送第 14 次行政會議審議。 人事室 

五 
「環球科技大學職員工出勤管理辦

法」修正乙案 
已於 02 月 23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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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02 月 22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七 
「環球科技大學學人宿舍分配及管

理辦法」修正乙案 
已於 02 月 21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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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規定，已於 02 月 08 日函送

提出申請。 
學務處 

九 
「環球科技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正乙案 
已於 02 月 29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學務處 

十 
「環球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

會設置要點」新訂乙案 
已於 02 月 29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學務處 

決  議：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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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作報告 

 請參閱會議資料 p13~p24 

 研發處簡報 

題目：產學合作積極成長與平衡演出 

 工作報告補充 

教務長﹕請研發處辦理的研習課程儘量以逾 16 小時為目標，以利校務基

本資料庫中教師研習的填報。 

實習過往均以二專為主，但現以四技生為主，故本校實習人數

大幅下降。實習為技職再造、教卓所重視的項目，請大家要重

視，但各系所規範的實習方式不一，僅一半的系將實習列入必

修科目並赴校外實習。101 學年度起教務處將協助各系將實習

的執行列為重點工作。 

會計室主任﹕101 學年度(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的預算案

即將編列，請各單位記得將補助收入編列於預算收入項目內。 

校  長﹕預算的編列，請配合中長程行動方案編列，並採行一案一張，

逐案審查。例行性的經費需求均應強制編入預算內，預備金的

動用應避免。 

秘書處綜規組組長﹕3 月 23 日將進行各專業類校內自我評鑑，與 28 日

進行學院與行政單位校內自我評鑑，並進行資料檢視，請各單

位預做準備。 

秘書處行政管理組組長﹕新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已於民國 99 年 5 月 27 日

公佈，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擬於 101 年 7 月公佈並實施，

請各單位處理個人資料時請小心謹慎，尤由回收使用的紙張請

檢視是否有個人資料在其中，相關法規的規範，秘書處將密切

注意並適時公告週知，並請大家共同遵守。 

簡副校長﹕教務處調查的教學評量成績與學生反映情形差不多，但教學

評量在他校為學生所必填項目，但本校為學生自動填寫項目，

故填答率卻未能達到 100%，是否教務處應考量填答的設計方

式? 

教務長﹕本校教學評量已修正過，並經專家檢視，具有效、信度。上學

期教學評量全校平均為 4.13，大家均有提昇，評量共四個面

向，評量的結果可看出每一面向的強弱。上學期教學評量填答

率達 81%，比過去成長許多，今年期待達 100%。 

為提升填答率，教務處研擬二方案，方案一為結合線上選課與

教學評量，即學生需填寫教學評量方得以進行線上選課，但可

能引起學生爭議；方案二則結合教學評量與成績查詢，即學生

需填寫教學評量方得以進行成績查詢。目前兩方案正評估中。 

校  長﹕目前的教學評量是否公平?信度與效度是否達 100%? 可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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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內容送校外專家進行審查，以提高其可信度。填答率是否

需達 100%? 可訂定一個合適的標準，如何完成則應再加強。

到底公平與正義如何衡量 ? 推薦給大家一本書﹕Sandel, 

Michael J.的『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肆、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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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案業經 100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後再提送第 14

次行政會議審議。 

三、 本辦法修正後條文(草案)，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p3~p7。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新訂乙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校為強化師資素質及提昇教學研究服務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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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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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8。 

決  議：照案通過。請人事室將本案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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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第 6次校務會議及第 13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本法後再提送

第 14次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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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p12。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Sandel%2C%20Michael%20J.&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Sandel%2C%20Michael%20J.&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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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請人事室重新修正後再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一、 互助金計算的方式，以所得為基準，但主管加級應排除。 

二、 收入面的級距應再擴大差距。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57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