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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2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01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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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立教務長、程敬閏學務長、林

信州總務長、劉金維研發長、陳盈霓國際長、張志誠主秘、吳俊彥主

任、張李曉娟主任、姚炳輝秘書、許淑婷館長、許慧珍主任、劉淑芬

主任、鍾錦文主任、林柏煌主任、吳朝森主任、王佩文特助、黎簡明

副學務長、吳清豐副主任、陳聰獻主任、林明芳院長、高從宴院長、

詹卓穎主任、謝敏捷所長、謝淑玲主任、林益民主任、蔡長鈞主任、

張宏榮主任、張增治主任、蔡志英主任、丁一倫主任、吳豐帥主任、

陳昱丞主任、劉禧賢主任、高哲翰主任、林泳瀠主任 

請假人員：林郁進副院長、劉文良主任、胥嘉芳主任、黃明正副主任、韋明淑所

長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王淑君 

 
壹、 主席致詞 

一、 歷經改名科大訪視、評鑑及教學卓越計畫訪視後，是該重新思考、重新

盤整，再定位、再創新、再出發的時候，除各項制度要保持彈性外，速

度也要加快，針對行政效率提升，已請主秘針對公文處理效率進行檢

討，希望不要再出現逾期情形。不進則退，不要鬆懈，要不斷追求更美

好的未來。 

二、 本人在教卓計畫申提時再三強調「師徒制」，下個階段亦將同時重視「團

隊合作」。未來 10 年為本校關鍵的 10 年，本校必須重新定位、再出發，

始能面臨 2023 年的挑戰，也才能永續經營。 

三、 用對的人，做對的事，自始至終，「凡事徹底」，且建立完整制度及機制；

對弱勢者也能夠給予適度的輔導，並設定其淘汰機制，始能展現各項執

行成效。 

四、 各單位應有明確定位及目標，本校棒球隊最近成績不理想，因為已失去

其定位及目標，在參加雲嘉南大專盃棒球賽第一場比賽中，未盡全力只

派二軍出場，結果遭到失敗，勢必會影響後面比賽的士氣，各單位應引

以為戒，設定好目標，全力以赴。 

五、 各院系應依「招生註冊率」、「在學率」及「就業率」三大重要指標，重

新規劃發展方向。至於，本校『成為充滿創意的環球樂活大學』之願景

不變，惟發展『成為台灣排名前二十強之私立科技大學』之目標，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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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明確定位後於教職員工大會中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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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101年度下半年獎助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習、進修案及技能提昇」

乙案。 

依 22 次行政會議決議實施。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專案約聘教師實施

要點」新訂乙案。 

經請林金陽律師再審閱後，提送第 23

次行政會議討論。 
人事室 

三 
「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

修正乙案。 

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業經 校長核

定實施。 
研發處 

四 

「環球科技大學非生物醫學類人類

研究專題計畫申請研究倫理審查作

業辦法」新訂乙案。 

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業經 校長核

定實施。 
研發處 

決  議：洽悉。 

 

參、 教務處專案檢討報告 

 題目：如何有效降低日間部學生休退學率。(林三立教務長) 

感謝教務長所提之檢討報告，請各位主管針對此議題提出問題及建議： 

一、 統計至目前為止，本校共有 129 位即將面臨操退問題，請各系主任及

導師協助輔導學生補請假相關事宜。(程敬閏學務長) 

二、 經過溝通協調確定執行之政策必須要有時間驗證其成敗，且成敗也須

要大家共同來承擔。(吳俊彥主任) 

三、 建議本校應再多加思考執行面之制度，以及規劃相關鼓勵措施。(吳朝

森主任) 

四、 休退學影響因素廣泛，建議組成專責小組，始能有效檢討出好的執行

方案。(陳富都講座) 

五、 招生市場相互競爭情形難以避免，要全面一次提升資源分配亦有困

難，建議可採拔尖計畫，選定特定領域投入資源，以於短期內建立學

校品牌及口碑，藉此提升形象，應能展現一定的招生成果。(張志誠主

任秘書) 

六、 資訊系統方面問題涉及廣泛，在此無法一一詳談，惟建議應給予榮獲

德國紐倫堡金牌獎之教師參賽經費補助，並將其作品展現，將有利招

生宣傳。(許慧珍主任) 

 許舒翔校長：請林三立教務長做成專案報告，本人將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檢

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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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報告 

一、 程敬閏學務長：信義育幼院暑假將辦理四川至西藏感恩之旅，擬徵選本

校 10 位同學全程陪同院童參加，請各系推薦同學報名參加受訓。 

二、 劉淑芬主任：針對人事室行政相關業務有以下三點補充報告： 

(一) 人事室將於明日(1/10)下午 3 時辦理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重點說明

會，請各位同仁踴躍出席參加。 

(二) 102 年 1 月 11 日下午 2 時則假國際會議廳，舉辦退撫新制度-自主

投資計畫說明會，因攸關全體教職同仁權益，也請全體同仁參加。 

(三) 102 年 1 月 23 日將辦理年終尾牙活動，除邀請全體同仁踴躍出席參

加外，另依往例請每位一級主管贊助 2,000 元，作為摸彩獎項。 

三、 其餘工作報告事項請參閱會議資料 p10~p26。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專案約聘教師實施要點」新訂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為因應教學之需要，充實師資陣容，提昇教學品質，新訂本要點。 

二、 依據本校第 22 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101 年 12 月 12 日)。 

三、 本要點草案修正後，經本校法律顧問林金陽律師審閱(101年 12月 14

日)，並經校長核可(101年 12月 24日)，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四、 本要點草案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p3~ p5。 

決  議：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再經法律顧問確認後提送下次行政會議討

論。 

一、 專案約聘教師應履行之特別約定事項，請明訂於契約中。 

二、 契約書第十二條第三款修正為「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各款事由經各機關查證屬實之一時，視同違約，甲方得終止契

約。」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說 明： 

一、 為招收優秀國際學生及因應各校海外招生現況，調整本校國際學生獎

助學金方案，並於 102 年度起適用，特修正本要點。 

二、 本案業經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國際處處務會議(101.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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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6~ p9。 

決  議：修正通過。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依以下會議修正，並於簽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一、 第五點第二款第二目環球海外菁英學生助學金，研究所申請日期之前一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成績修正為「九十」分(含)以上，操行則維持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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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分(含)以上者，即符合申請資格。 

二、 修正後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一，第 5~6 頁。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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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修正後】 

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94.09)訂定 

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96.07)修正 

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98.09)修正 

環球技術學院第 54 次行政會議(99.07)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4 次行政會議(99.1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13 次行政會議(102.01)修正 

 

一、本校為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就讀，提升本校國際化，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

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外國學生，係指攻讀學士或碩士學位之外國學生。 

三、就讀大學部者最多獎助四年，就讀碩士班者最多獎助二年。 

四、新生獎學金申請類型及條件： 

(一)獎學金類型分為環球海外優秀學生獎學金及環球海外菁英學生獎學金。 

(二)申請條件： 

1.環球海外優秀學生獎學金： 

(1)申請就讀本校之優秀外國入學新生。 

(2)轉入本校之外國學生，持原就讀大專校院之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分（含）以上。

行為良好，無不良紀錄者。 

2.環球海外菁英學生獎學金： 

(1)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的學術夥伴學校推薦之外國學生。 

(2)本校大學部畢業之外國學生並繼續就讀本校所屬研究所者。 

五、助學金申請類型及條件： 

(一)助學金類型分為環球海外優秀學生助學金及環球海外菁英學生助學金。 

(二)申請條件： 

就讀大學部滿一學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環球科技大學選課辦法」之規定；

就讀研究所滿一學期，每學期平均至少修習四學分。 

1.環球海外優秀學生助學金： 

(1)大學部申請日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七十五分(含)

以上者。 

(2)研究所申請日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

以上者。 

2.環球海外菁英學生助學金： 



 健康、休閒、文創、管理 

6 

(1)大學部申請日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九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五分(含)

以上者。 

(2)研究所申請日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九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五分(含)

以上者。 

(三)獲本助學金者，當學期須接受並完成由各系所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安排其協助行政、

教學或相關工作四十小時之服務。 

六、名額及金額：獎助名額及金額視年度經費預算情形(由本校編列之相關預算支付，或由校

外提供之專款或補助款支付)，審查發放之。 

七、申請方式： 

欲申請者每學期開學前，檢送下列文件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申請。 

(一)申請書乙份。 

(二)上一學期之學業與操行成績單。（適舊生） 

(三)之前就讀本國大專校院之學業與操行成績單。(適轉學生) 

(四)學生證影印本乙份。 

八、審核程序： 

申請本項獎助學金之外國學生，由相關單位組成審核小組，依各年度所編經費，擇優核定

獎助名單及獎助金額，公布並通知得獎人；獎助學生須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始得領取本

獎助學金。 

九、外國學生若已申領我政府機關核發之台灣獎學金者，不得重複領取本獎助學金。 

十、符合獎助之學生凡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取消其獎助資格。 

(一)該學期未完成註冊、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離校者；休學後再復學者，恢復

其獎助資格。 

(二)前各學期未依規定繳清學雜費或積欠各種費用者。 

(三)犯有影響校譽行為者。 

十一、領取本獎助學金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獎助資格，已領取之獎助學金

應予繳回。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