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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1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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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熙副教務長、張李曉娟主任、陳昱丞主任、

韋明淑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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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出席本次行政會議，也感謝曾副國際長本次的報告，清楚地報

告國際處目前的業務現況及發展困境。 

1. 宿舍﹕嘉東校區的國際學舍目前已規劃，並即將興建，完成後將

提供近 700 位宿舍床位，方能有利於國際生招生的擴大。 

2. 華語文教學中心﹕將於 8 月 1 日成立，感謝國際長雖處休假中仍 

示範帶頭努力於華語師資資格。華語文教學中心初期將由外語教

師擔任華語教學任務，中期再由中文教師協助高階語文部分，後

期將以全英語教學為目標。 

3. 未來的評鑑制度將採認可制，是否要求全英語授課，將逐步觀察。 

4. 期望在未來五年，正式學藉的外藉生(不含海青班)將能由目前的

百餘人發展至 500 位。 

二、 菁英教育將是本校未來發展的考量重點之一。以美國柯羅拉多州立大學

為例，排名全世界前百大名校，每年入學新生達五千人，但僅 30 名拿

得到獎學金，針對前 10%學生實施菁英教育計畫，計劃內容函蓋海外研

習、實習等，並在新生訓練時即採取特別待遇，並邀請菁英同學的家長

蒞校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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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提供大筆的獎學金為招進素質優異的學生，但學生入校後，如何教

育他、如何培養他、使他有更好的發展，我們應考慮清楚並著手規劃。 

四、 請大家要幫忙提供校長好的治校意見，一旦校長認定可行的計畫，請各

位協助校長，使我們的團隊實踐其可能性。團隊間要相互提醒、協助、

彼此協調並尋求重點突破。 

五、 教育部對於典範科技大學與教學卓越計畫在未來的執行將如何分割? 目

前未知，若教育部認定是二擇一，本校將以教學卓越為主要目標。 

六、 101 學年度，主管於週三上午與週五下午均不排課，週五下午將進行「環

球菁英講座」，參加對象為一、二級主管，並開放部分名額給其他教師

與學生參加。期望使本校主管精進領導力，使學校整體能量更提昇。 

七、 100 學年度的訪視意見報告大部分很中肯，部分意見則是投入資金即可

達到，請大家均要努力。「充足的人力、充足的經費、與優勢環境地位」

是學校發展的優勢，卻也是環球的劣勢 。 

八、  工作人力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有些單位應增聘人力，有些單位應由

單位內人力的能力提昇來改善，或可善用其他單位人力來補足。 

九、 馬來西亞教育會非常感謝本校的努力，率先讓教育展自靜態展出演變為

今日的動態演出，使整個活動更活絡、更輝煌。但這些活動均被他校模

仿了，我們應再思考如何創新改善。 

十、 彈性薪資的遴選方式，本校標準與教育部不同，若教師研究量極高，但

與系所特色無相關者，教育部審查並不易通過。請人事室於下學年度遴

選時請予以注意。 

十一、 由於通識教師不列入師資員額，因此各校均以專業教師支援通識課 

程。因此，依各系教師之總量管制介定，各系教師不足者，由助理教授

級以上之通識教師中符合系所專長者編入，請各系所配合，通識教育中

心不再增聘教師。 

十二、 不論是教師或職員的聘任，對學校發展均是非常地重要，好的人力

溢助將對學校有極佳的貢獻，因此，所有人力的增聘，包括專案人員，

校長均要參與。 

十三、 感謝簡副校長為本校爭取到「10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立策

略聯盟計畫」彰雲地區的主辦學校，彰雲地區共有國中 82所，此一計畫將

對未來招生有向下紥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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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副教授設

置辦法」新訂乙案 
已於 04 月 12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

新訂乙案 

已於 03 月 11 日簽請校長核可，提送

校務會議審議。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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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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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次行政會議審議。 人事室 

決  議：洽悉。 

 

參、 工作報告 

 請參閱會議資料 p40~p55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簡報 

題目：深耕亞太，發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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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送第 15 次行

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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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第十六次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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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第十六次行政會議討論。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系統開發維護需求申請辦法」新訂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 

一、 依校長交辦事項 TPOZ-O-2011-00031 辦理。 

二、 為有效管理系統開發與維護資源，提供全校系統開發維護需求之申請

及核決流程，並依據本校資訊安全政策及資訊安全管理規範之系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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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與維護管理程序，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系統開發維護需求申

請辦法」，以建立本校資訊服務系統需求審核機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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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3日)，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四、 本辦法條文(草案)，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三，p10~p23。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學務處） 

說 明： 

一、 為貫徹導師責任制，發揮導師輔導功能，完善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特修

正本辦法。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年 04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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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p30。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學務處依會議決議修正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第二條條文末加上『等工作』三字。 

二、 第三條『系主任』修改為『系(科)所主任』。 

三、 第四條第一項刪除『院系』兩字。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導師績效評比暨獎勵實施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為鼓勵導師之工作成效，並使優良導師之遴選方式更具公平性與客觀

性，特修正本辦法。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年 04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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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p35。 

決  議：評分標準要能反映實際情形，目前辦法與實施現況仍有矛盾處，請提

案單位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的修正，一併考量，重新再議。 

 

案由六：「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教師獎勵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校為明訂獎勵對象與學院可以推薦教師參與遴選，特修正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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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年 03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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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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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第二項增加「榮獲當年度教育部核定支給彈性薪資之教師，不

需再經前項遴選程序，即為當學年度傑出教師。」之條文。 

二、 第五條第二款『候選人』修正為『被推薦人』。 

三、 獎勵方式後續再議。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管理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校為有效管理各學術單位之教師員額，充分運用人力資源，使學校卓

越發展，特修正本辦法。 

二、 本修正案業經校長核可(101年 03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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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38~p39。 

決  議： 照案通過，請人事室將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並自八月一日起實施。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1:3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