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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1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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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州總務長、

白如玲研發長、劉金維主秘、林三立秘書/副教務長、張李曉娟主任、

許淑婷館長、許慧珍主任、劉淑芬主任(林淑文代理)、鍾錦文主任、

曾士齊副國際長、程敬閏特助、王佩文特助、姚炳輝秘書、陳明熙

副教務長、黎簡明副學務長、吳清豐副主任、徐菱松主任、蔡長鈞

主任、劉文良主任(許慧珍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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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豐帥主任、林泳瀠主任、包慧俊主任(蔡佳芳代理)  

請假人員：吳俊彥主任、林明芳院長、姚炳輝秘書、韋明淑所長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任彥懷組長、曾惠珠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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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大家早，感謝大家出席本次行政會議，感謝今

日會計室與資訊中心的報告。本校的校園網路速度真的很快，但在校務行

政系統的使用上，仍需再加把勁。 

二、 本校行政人力適足，唯有兩個單位人力是不夠的﹕資訊中心與圖書館，人

力的使用應再多相互配合運用。我們應思考如何在現有基礎上尋求創新改

變? 某些做法確實需要再改進。以我在海軍陸戰隊經驗為例，對一個從未

進行過情報作戰的人，要如何進行做戰演習呢?  有效地運用歷史檔案，依

據過往執行情形規劃演練，依然有效完成任務。 

三、 今年在招生策略上給了極大的優惠-四年國立大學收費，高中申請入學今年

因宣傳不足，學生報到人數雖增加卻未如預期，但招生成效應以三年來檢

視，第二年應加強宣傳，外加的招生名額若報到人數不足將被減招。 

四、 進修推廣部能不依賴校外合作單位進行招生嗎? 若不行，與校外合作單位

的合作應持續。校外教學中心執行績效如何? 本校投入多少資源? 收入多

少? 淨收入有多少? 若無淨收入，至少是以提昇本校知名度，評估時亦應

考量這一點。 

五、 評鑑委員的意見很重要，但應否參考需斟酌，如分組教學，其用意當然好，

但本校的收費標準比他校低許多，若再採行分組教學，我們則不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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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單位均想爭取新聘教師、想要降低生師比，但這有關成本收支。請會計

室核算各系欲達成維持規模，應維持的最低人數最多少?  

七、 感謝所有同仁對學校的努力，全校僅有少數人不努力，等著被資遣，但本

校是否有經費可進行資遣? 考量未來幾年的支出情形，請人事室與會計室

核算看看，若經費足夠，可以進行。對於國際生的投入與支出是否有利發

展，是否應再投入? 均是應再考量的。 

八、 請會計室提供各系全國各類科的收費標準比較，包含最高收費者、最低收

費者及其學生人數，供各系衡量是否需更正收費標準。 

九、 明年已允諾雲林縣家扶中心，本校將提供 10個雲林縣家扶中心推薦的學生

免學費，實踐本校回饋地方的社會責任。 

十、 今天將有兩個臨時動議案，其一為組織調整案，今天先請主管們先討論，

再送校務會議審議，並於 8月 1日起實施。其二是空間調整案，考量到本

校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均應有個人研究室，需規劃研究室空間，此外，考

量本校三棟教學大樓均應有大、中、小型會議室，我們要效法日本人的精

神，讓空間充份利用，如創意樓可使用公關系議事模擬教室、商設系的專

題研討室等均可當會議室間，但仍缺少一間中型會議室。總務處將全校單

位使用的空間再調整，因此部分主管會受到影響。 

十一、 感謝簡副校長對學校的肯定，也感謝大家的努力讓我們在有限的資源下

完成改名科大的任務，並取得教學卓越計畫。 

十二、 請秘書處每月行政會議召開前彙整各單位「待改善重要事項」和「創意

事項」，經評估後需透過行政會議進行討論者，就列入討論事項。沒有沒

問題的單位，鴻海、台積電、蘋果電腦等單位皆同，待改善的事項應提

出再加強，但有問題就要解決它。 

十三、 本校發展最不利的兩個大條件﹕非公立學校、非都會區學校。本校發展

最有利的兩個小條件﹕雲林唯一的私立科技大學、最美麗的校園。我們

要創造更多的誘因，鼓勵大家來就學。 

十四、 要樂觀看未來，沒有走不下去，只有自己不努力。期望大家在價值之上

做提昇、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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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1年 6月 19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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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1年 6月 11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資訊中心 

三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處理要點」修正乙案 
已於 101年 6月 19日業經 校長核定

實施。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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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球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行事曆」

乙案 

已於 101 年 6 月 19 日公告第 16 次

行政會議通過版本，報部備查後如

有修正，將另行公告。 

教務處 

決  議： 項次四辦理情形修正為「已於 101 年 6 月 19 日公告第 16 次行政會議

通過版本，經第 17 次行政會議通過並報部備查後如有修正，將另行

公告。」。 

 

參、 工作報告 

 請參閱會議資料 p17~p35 

 會計室暨資訊中心簡報 

題目：會計室：財務的醒思 

資訊中心：資訊服務再進化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教職員工上班暨差假管理規則」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為配合校務發展，及為配合新增國外參加學術活動者之路程假訂定，

特修訂本辦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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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決  議：請再經小組討論並修正後，提送第 18 次行政會議討論。 

 

案由二：101年度上半年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獎助行政人員進修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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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學年度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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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101年度上半年可支用金額為

$93,387，本次申請案件共計 21案，申請金額為$54,625，人事室初審

金額為$54,625；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經複審通過之案件金

額為$54,625，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p10~p11。未執行完畢之金

額$38,762留至下半年執行。 

三、 獎助行政人員國內外進修 101上半年可運用金額為$70,040，本次申請

案共計 4案，申請金額共計$151,714，人事室初審金額為$146,466；

奬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案經複審通過案件之金額依預算金額按比例分

配，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三，p12。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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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環球志工日」計畫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

務處） 

說 明： 

一、 依 100學年度校長交待事項編號 TPDZ-O-2011-00051辦理。 

二、 本案業經  校長核可(101年 05月 25日)，依校長指示提送行政會議審

議。 

三、 本案計畫書，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p13~p14 

討   論﹕ 

簡副校長: 「10 月 12 日訂為環球志工日，但當天要做什麼?主題是什麼?

學生要學習什麼? 活動的內函、內容均應予以說明。」 

林副教務長: 「全校單位分六組輪流辦理，輪到的單位將備感壓力，傳承

的精神不易延續，而過去所推動的清掃學習活動呢? 此外，志

工感動的力量到底在那裡? 志工應是快樂的，才能有所感動。」 

校長﹕ 「志日工活動是一個長期的活動。一個好的活動應妥善規劃與執

行，才能持久。志工日活動就是在 10 月 12 日校慶當日舉行，

是沒有上課的問題。但志工日活動是需考量參與師生是否為自

願嗎?採志工記點數的方式即非自願性。」 

劉主秘: 「志工日的精神是什麼? 可依據辦學理念往下延伸，除培養學生

專業能力外，更是培養倫理公民的精神，學習品德教育。」 

決  議：修正後通過。 

10 月 12 日環球志工日是單一活動，由服學組來進行，有服務、有學

習，每年持續推動。請服學組重擬活動計畫，再簽請校長核定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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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1年 6月 6日 16次行政會議通過，將於第

17次行政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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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志工日 101年 10月 12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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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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日 102年 4月 1日（一） 

8.服務學習日 102年 4月 2日（二） 

9.畢業典禮補假 102年 4月 3日（三） 

10.畢業典禮 102年 6月 8日（六）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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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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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15~p16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教務處報請教育部備查。 

畢業典禮之補假修正為 4 月 5 日(週五)，4 月 1、2 日訂為校外教學日，

4 月 3 日服務學習日，請各系將校外教學活動實施之日調整於此兩日，

勿安排於其他時間。畢業典禮訂於 6 月 8 日舉行，專科部同學於畢業

典禮後需再回校上完第 15~18 週之課程。 

 

伍、 臨時動議 

案由一﹕「101 學年度組織調整案」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1、配合學習輔導中心成立，教學資源中心改名「教學發展中心」，仍統籌

規劃及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2、招生工作攸關本校未來之生存發展，「招生事務中心」改編為行政一級

單位，以強化招生事務之推展。  

3、研發處「實習輔導組」改編至教務處，以強化實習與課程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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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發處就業輔導組改編至學務處並改名為「就業暨校友服務組」，以利

結合諮商中心推動學生職涯發展及結合課外組、學生會加強校友服務與

連結。  

5、「推廣教育中心」改編至研發處二級單位，以加強結合各院系推廣之功

能。  

6、秘書處「綜合規劃組」改編至研發處，秘書處回歸行政管理及公共事務

之定位。  

7、體育室改名為「體育教學研究中心」並改編為學術單位，位階比照系所。  

8、通識教育中心改編為學術單位，位皆比照系所並取消「課程管理組」，

但仍保留組長職缺。  

9、恢復「公共事務中心」並改編為一級行政單位。  

10、「藝術中心」暫不編組，其業務納編入圖書館推廣行政組。  

11、進修推廣部取消總務組，部分業務併入學務組，餘由總務處支援。  

12、進修推廣部增設「回流教育推廣組」。  

13、國際處取消海外學習組，業務納入國際交流合作組。  

14、成立環境安全衛生組並納入總務處二級單位，以符合法規之規定並掌

管全校環境安全衛生之工作。  

15、環規中心「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業務移轉至「環境安全衛生組」，並改

名為「營繕組」。 

決  議﹕照案通過。請人事室依據組識調整修訂組織規程，並提送校務會議討

論。 

案由二﹕「教學與行政空間調整」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為配合組織調整、個人研究室需求及空間使用達最大效益，建議教學與行

政空間調整如下﹕ 

1、幼保系辦改置兩間教師單獨研究室。  

2、幼保系辦調整至務實樓二樓觀餐系實習旅行社。  

3、觀餐系實習旅行社改置於研發處辦公室（半間），另半間規劃為實習烘

培坊（公司）。  

4、務實樓後面二樓露台改增七間單獨研究室  

5、課務組移至註冊組整合在同一間辧公室。 

6、原課務組辦公室改為實習輔導與就輔辦公室。  

7、教務長辦公室移至原通識主任辦公室。  

8、原教務長辦公室改為學術副校長辦公室。  

9、學務長辦公室改至 AS10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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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原學務長辦公室調整為中型會議室（40人）  

11、原公共事務中心辦公室改為招生中心及策略聯盟專案辦公室。  

12、公共事務中心辦公室調整至愛月樓。  

13、附設進修院校調整至 MB107B及 MB109。  

14、進修推廣部調整至原五南書坊。 

15、原秘書處改回研發處，產學合作組遷入。 

16、秘書處及行政管理遷回原址。  

17、圖書館館長辦公室隔為兩間，一間暫設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辦公室。  

18、原附設進修院校及進修推廣部改設 25間單獨研究室。  

19、廚藝系辦及三間單獨研究室置於實習餐廳 2F。  

20、原招生中心辦公室改為行政副校長室。 

決  議﹕照案通過。請總務處安排優先順序，並依序進行調整。 

陸、 散會(11:48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