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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2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04月10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    點：存誠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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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英欽組長代理)、張志誠主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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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郁進副院

長、詹卓穎主任、謝敏捷所長、劉文良主任、謝淑玲主任、林益民主

任、蔡長鈞主任、張宏榮主任、蔡志英主任、丁一倫主任、吳豐帥主

任、陳昱丞主任、高哲翰主任、林泳瀠主任、黃明正副主任 

請假人員：陳盈霓國際長、吳俊彥主任、胥嘉芳主任、張增治主任、劉禧賢主任、

韋明淑所長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鄭百佑組長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王淑君 

 
壹、 主席致詞 

一、 各單位於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進行提案說明時，應由各一級單位主管

負責進行報告，必要時再請二級主管補充說明；提送董事會議討論之

提案部分，則由校長進行報告，並視狀況請一級主管補充說明。 

二、 各級會議應由第一線承辦人員負責會議議程宣讀、會議資料及會議紀

錄整理工作，請加強職員訓練，職務說明書亦應併同檢討修正。 

三、 請勿將例行性的工作報告，作為行政會議工作報告資料，未來將僅呈

現各單位創新事項報告及跨單位間的溝通與協調工作，以加強行政會

議功能。 

四、 請秘書處與人事室檢討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前各項法規之適用性及保留

的必要性。 

五、 各項法規附件相關表單應視同辦法的一部分，提案時應併入會議資料

中進行制度面及執行面的檢討；另為提升行政品質，請以未來 10 年後

的格局來思考目前的作法，如有不足之處應加緊改善。 

六、 職員訓練部分必須再加強，各單位上陳公文若有資料不齊或不符合

者，請各位單位主管應嚴格把關，予以退件，不要送到校長、主秘才

退件，避免影響行政效率；並請秘書處加強公文文書處理缺失稽核且

列入紀錄以做檢討。 

七、 請各院長及主任要求教師教學品質及教學態度，以改變學生學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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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避免流失好的學生；受到少子化的衝擊，唯有創造本校特色，本

校始有未來，學生也才有未來可言。 

八、 本校學雜費收費為全國最低的十所學校之一，在資源鮮少的情況下，

要如何使其發揮最大效益，通過艱巨的考驗，乃為本校未來發展重點。 

九、 請各位主管放眼未來十年，重新思考或調整各職務定位。行政單位應

加速重新檢討律定各項行政程序，以使學術單位有所遵循；另各行政

人員職務權責，亦應律定清楚，職級愈高者，應負的責任也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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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專案約聘教師實施

要點」新訂乙案。 

已於 102 年 03 月 12 日業經 校長核

定實施。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職員與約聘僱人員

兼課管理要點」修正乙案。 
提送第 25 次行政會議討論。 人事室 

三 
「環球科技大學腳踏車管理施行細

則」修正乙案。 

已於 102 年 03 月 14 日業經 校長核

定實施。 
總務處 

四 
「環球科技大學財產管理作業辦法」

修正乙案。 

已於 102 年 03 月 12 日業經 校長核

定實施。 
總務處 

五 
「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

實施要點」修正乙案。 

已於 102 年 03 月 12 日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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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p34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職員與約聘僱人員兼課管理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本校 102年 2月 27日第 24次行政會議決議，及經 校長核示辦理(102

年 03月 20日)。 

二、 為明確規範職員與約聘僱人員兼課原則、時數、報核程序與違反規定

之懲處，特修正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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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p5。 

決  議：本案退回再議。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後，再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一、 本要點附件相關表單應視同辦法的一部分，提案時應併入會議資料中

進行討論。 

二、 本案建議應區分專、兼任主管、專任職員及約僱人員等不同職級進行

差異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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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人事室於 4 月底前完成專任職員職務說明書，若時間允許請續辦約

聘僱人員職務說明書。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為強化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報核程序與違反規定之懲處，特修正本要

點。 

二、 本要點業經校長核可(102年 0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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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p7。 

決  議：本案退回再議。請人事室依會議決議修正後，再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一、 本要點附件相關表單應視同辦法的一部分，提案時應併入會議資料中進

行討論。 

二、 建議本案應依教師職級進行差異化管理，且新聘助理教授以下職級者，

3 年內不得校外兼課。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環保節能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配合總務處組織調整，為使條文內容更明確，以符合本校法規撰寫標

準，修正部份條文內容。 

二、 本案業經 102 年度第 1次環保節能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2.0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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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8~ p10。 

決  議：本案退回再議。文字錯誤及用語部份，請總務處依會議決議修正後重新

提送行政討論。 

 

案由四：「環球科技大學學校防護團任務編組實施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配合總務處組織調整，及部份條文內容過於細述，為求精簡扼要，簡

化部份條文內容，並修正辦法名稱為「環球科技大學防護團編組教育演

習及服勤辦法」。 

二、 本案業經 102 年度第 1次環保節能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2.0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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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11~ p14。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通過後之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一，第 5 頁，請總務處於

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五：「環球科技大學校園資訊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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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本校教育體系資訊安全管理規劃業務執行，需每年召開資訊安全

管理審查會議，唯本校已有資訊安全委員會之設定，本委員會為跨單位

組織，其於教育部之認定大於管理審查會議，為強化業務之統一性，特

於本委員會加入管理審查相關職掌，以落實管理審查與督導之責。 

二、 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第 8次資訊中心中心會議(102.0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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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15~ p16。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通過後之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二，第 6 頁，請資訊中心

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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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修正後】 
環球科技大學第 18次行政會議(95.03)制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25次行政會議(102.04)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動員學校教職員工之人力、物力，以備災害發生時，能於最短時間內，施

以必要之急救及搶救，防止災情擴大，降低災害損失，特依據「民防法」、「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之規定，訂定「環球科技大學防護團(以

下簡稱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防護團任務區分： 

一、平時： 

(一) 協助校園各項災害防救工作及緊急事故之處理。 

(二) 校園安全設備之使用、維護。 

(三) 協助政府推展各項民防宣導工作。 

二、戰時—動員防護團人力，協助政府機關相關軍事勤務。 

第三條  防護團設團本部，下設管制中心、滅火隊、工程搶修隊、供應隊、安全防護隊、緊急

救護隊及其他必要之特業班。 

第四條  編制及執掌： 

團 長：由校長兼任，綜理防護團各項事宜。 

副團長：由副校長兼任，協助團長，必要時代理團長職務。 

總幹事：由總務長兼任，執行團長、副團長交辦任務。 

幹  事：由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兼任，協調各組工作業務之推動，必要時代理總幹事

職務。 

管制中心：置主任一人，由主任秘書兼任，負責與民防指揮管制中心密切聯繫，隨時

受領緊急任務及對外發佈災情說明等。 

滅火隊：置隊長一人，由事務組組長兼任，負責統籌消防資源分配、管理及火警處理、

通報等。 

工程搶修隊：置隊長一人，由營繕組組長兼任。 

一、 負責架設指揮中心。 

二、 掌握可利用車輛資料，協助運送人員及物資。 

三、 避難設施及處所之維護及搶修，並整理復舊。 

四、 公共水電設施維修及搶修。 

供應隊：置隊長一人，由保管組組長擔任，負責後勤補給等勤務。 

安全防護隊：置隊長一人，由駐衛警察隊隊長兼任，負責各出入通道管制，指導人員

疏散及避難。 

緊急救護隊：置隊長一人，由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負責開設醫療急救站，執行傷患

急救等衛生醫療勤務。 

第五條  防護團每年度依照「雲林縣政府年度各級學校防護團訓練執行計畫」，擬訂本校年度

訓練實施計畫，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 

第六條  本辦法送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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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 

第 48次行政會議 (98.09)制定 

第 54次行政會議 (99.07)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次行政會議 (99.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25次行政會議 (102.04)修正 

第 一 條 為強化本校資訊安全管理效能，以提供教職員工生一個完整完善之資訊後勤支援服

務，特依據「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環球科技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資訊安全管理政策之擬定與規劃。 

二、 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業務執行。 

三、 本校ISMS驗證稽核事務督導。 

四、 資訊安全資訊蒐集、教育訓練及技術服務事項。 

五、 資訊安全控制機制建置、執行資訊安全管理及資訊安全事件之適當行動方案。 

六、 資安事件通報、緊急應變計畫演練及處理事項。 

七、 其它資訊安全事項。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委員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進修院校校務主任、人事室主任、圖書館館長及資訊中心主任。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置資訊安全長一人，由副校長擔任之，負責召集、主持委員會議，督導、

稽核與協調資訊安全管理業務；置執行長一人，由資訊中心主任擔任之，負責執行

委員會議決議事項；置資安聯絡人一人，由資訊中心諮詢維護組組長擔任之，負責

資訊安全行政及技術相關事宜。 

第 五 條 委員會議由全體委員組成，委員會議時，資訊安全長視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六 條 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委員會議，委員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會議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之同意。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