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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2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06月5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    點：存誠樓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沈健華副校長、陳富都講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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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淑婷館

長、許慧珍主任、劉淑芬主任、鍾錦文主任、張李曉娟主任、徐瑞芳

主任、吳朝森主任、吳俊彥主任、詹卓穎主任、陳聰獻主任、王佩文

特助、林柏煌特助、胥嘉芳特助、姚炳輝秘書、黎簡明副學務長、曾

士齊副國際長、吳清豐副主任、林明芳院長、高從晏院長、林郁進副

院長、謝敏捷所長、劉文良主任、蔡長鈞主任、張宏榮主任、張增治

主任、蔡志英主任、陳昱丞主任、高哲翰主任、林泳瀠主任、吳金香

主任、吳豐帥主任、鮑力恒主任、丁一倫主任、劉禧賢主任、黃明正

副主任 

請假人員：韋明淑所長、陳明熙主任、林益民主任、謝淑玲主任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何凱維主任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彭英欽 

壹、 主席致詞 

今天首先請學務處針對學生打工情形進行專案報告，到底學生打工影響

學生學習的層面與程度有多大？再來請招生事務中心針對近期各個招生管

道之招生情形進行狀況分析說明，尤其今年在甄選入學申請部分，申請人數

下滑很多，特別是在管理學院各系，另外本校的招生策略儘可能鎖定本縣之

高中職學校，但報名人數也不如去年，這些都是警訊。另外在行政公文處理

上，也有一些問題，請主任秘書進行說明。最後再進行補充。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 分鐘)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設置要點」修正乙案。 

已於 102 年 05 月 30 日經 校長簽核

請修正文字後，再次簽核。 
國際處 

二 
「環球科技大學 102學年度行事曆」

編訂乙案。 

於 102 年 05 月 23 日函報教育部備

查，教育部已於 102 年 5 月 28 日發

函同意備查。 

教務處 

決  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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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專案報告 

 題目：本校學生校外打工情形調查(報告單位：學務處) 

 題目：102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分析(報告單位：招生事務中心) 

校長：請各位主管先針對打工情形提出建言。 

教務長：1.學生在校外打工之薪資往往未到最低工資，希望能夠透過學校相

關輔導單位之協助，達到政府所規定之最低工資。 

2.校內外工讀之業管單位分屬學務處就服組與教務處實輔組，因此

工讀媒合之機制該如何歸屬。 

3.校內外打工情形之資料建檔與媒合，而校內工讀之學生往往過於

集中，應該工讀機會要能夠均分。 

總務長：1.打工調查中，大多屬於經濟需求者較多，本校學生自己籌措學費

及生活費之學生所佔比例很多。且有一些學費延繳之學生也都以

打工來還款。 

2.建議以學校來跟合作廠商洽商，是否能夠提供一些工讀機會。 

研發長：1.從學生打工及學生滿意度調查中，提供的資訊，應可提供行政及

教學單位作為改善之數據。 

2.從學生滿意度調查中，學生在學習上、生活的安排，學校是否有

提供良好之環境，這是比較值得深思的問題。 

校長：1.我們的行政單位到底能夠提供甚麼服務給學生？從學生打工的比例

來看，至少有一半的學生沒有打工，如何可以提供較好的服務，讓

學生在學習上、生活上都能夠滿意。 

2.以往校長與新生並沒有很多的互動與座談，因此未來希望在新生訓練

(新生生活體驗營)中也能在分站的認識活動中擔任關主，跟新生有所

互動。 

3.學生意見領袖、社團幹部與校長對談也做得不夠多，以後希望在社團

幹部訓練的課程中，能夠安排一堂課程，由校長來主講。 

4.另外針對招生部分，請招生事務中心於明天(6/6)早上 9:00 安排招生

工作會議，請各院院長、系主任、招生事務中心、王特助參加，各院

系提供 102 學年度各招生管道預估之入學人數，並預測到 105 學年度

可招收之人數。 

5.未來在高中職老師及學生蒞校參觀的活動中，希望也能安排 15 分鐘

的校長時間，讓蒞校參觀的師生感受到學校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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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1.近期在公文的簽核過程，發現一些現象，希望能夠加強公文的

品質，因此對於日期有誤，數字錯誤，文字錯誤或未能掌握來

文之語意者，希望都能夠多加注意。 

2.未來各承辦單位之一、二級主管務必確實把關公文品質，希望

再觀察一些時間後，若未能改善，未來將列入記點紀錄。 

3.電子公文簽核的流程設定務必注意，例如最近有較多的系課程

會議紀錄，請務必會簽教務處及課務組，另外有一些公文，校長

最後加簽給相關單位主管簽核意見者，為避免流程結束，請簽核

後加簽校長，以利完成整個流程。 

4.校長口頭或書面交辦的事項，應定期向校長回報，以利校長掌

握整個狀況。 

校長：1.為加強公文品質，公文中若有明顯錯誤，而承辦單位主管未能確實

把關公文品質者，請進行扣點紀錄，承辦人員扣一點，二級主管扣

二點，一級主管扣三點，會辦單位主管不扣點。 

2.所有公文簽核，承辦單位主管要表示意見，另外會辦單位主管也應有

相關意見，學習如何簡單扼要地表示意見，才能讓決行者了解主管的

意見。同樣的若未簽核意見，二級主管扣二點，一級主管扣三點。 

3.在回報機制上，主管應再主動一些，校長交辦的事項，書面的有追蹤

機制，但口頭交辦的事項，最後結果如何，主管若沒有主動回報，校

長接受的資訊常常不完整。因此請主管應主動回報。 

4.本學年度大學棒球聯賽後，本校棒球隊因戰績不佳，由甲組球隊落入

乙組球隊，請體育教學研究中心進行檢討，是否應撤換棒球教練。 

5.到七月底為止，請安排每兩週召開一次行政會議，檢討行政相關協調

事宜，若有業務分工界定不清楚的項目，均可提出討論。另有一些行

政業務該執行之工作，卻沒業務承辦單位來執行，也請納入檢討。 

6.之前人事室請各單位製作的職務說明書，內容比較像是工作項目，應

先將各一級單位重點工作先釐清，其業務職掌為何，需人員多少，每

個人員的工作為何，才能完成職務說明書。 

7.學校各單位向學生收費的項目，請會計室律定相關的時間點，各單位

每年檢討需不需要調整收費標準，再由會計室彙整後，提出審議。 

8.提醒餐飲廚藝系之空間需求問題，請適當做空間檢討之調整，未來餐

廚系為招生之重點系科，宜強化專業教室空間之規劃。 

9.學生競賽獎助辦法請再進行檢討，項目分為國際與國內，參與競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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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整之訓練及參賽計畫，包括經費、參賽之需求，希望達到之績效

目標。 

肆、 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本校目前尚未建置畢業門檻檢核系統，學習輔導中心已著手建置英語

畢業門檻佐證資料數位化作業，為明年畢業資格審查預作準備，藉以

降低審查錯誤率。 

 研究發展處 

一、101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截至 102.05.22 止，共計 125 件(100 學年度 147

件)，金額達 22,242,540 元(100 學年度 21,035,824 元)。目前共計七個系

所(企管系、應外系、觀餐系、公管所、體育教學研究中心、多動系及

幼保系)達成率尚未達 50%以上，各系達成率詳如下表： 

學院 系所 達成率 學院 系所 達成率 

管理學院 

財金系 86% 

設計學院 

視傳系 110% 

資管系 106% 多動系 29% 

企管系 44% 商設系 57% 

行銷系 121% 美造系 67% 

電商系 50% 

民生學院 

生技系 111% 

應外系 14% 環管系 62% 

公管所 17% 幼保系 45% 

通識教育中心 55% 觀餐系 14% 

體育教學研究中心 25% 廚藝系 60% 

二、依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教師暑期企業研習作業規範」規定，本校各系

所(中心)所屬教師，每三年至少參與暑假企業研習乙次，研習時程至少

15 天(不含例假日)，本年度(102 年)規劃組數：6-8 組，教師名額：30

人，鼓勵全校教師踴躍組隊報名參加，收件截止日期 102 年 06 月 14

日。 

三、暑假夏令營活動事宜：目前本校規劃開辦暑期夏令營活動計有商設系

2D 數位模擬、數位影像處理及生技系菇莫尼生技營，請其餘系所儘速

提出。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一、海外學習活動： 

(一)102.04.19 透過校園各式公告進行學生海外學習活動推廣，並請師生

透過研習活動網站報名參加說明會。 

(二)102.05.01 舉辦 102 年度學生海外學習活動說明會，會中發放簡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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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 

(三)102.05.10 學生填妥後將申請表單提交給各系、所擇優遴選彙整。 

(四)102.05.13-16 三學院進行學生甄選。 

(五)102.05.22 國際處公告海外出國學習錄取學生名單，並協助安排海外

出國研習事宜。 
各項海外學習活動之申請人數統計表 

學院 系所 
學海飛颺 

(出國交換生) 

海外研修 

(韓國又松) 

海外實習 

(新加坡) 

海外見習 

(大陸武夷) 
總計/位 

民生學院 

觀餐系   21 1 22 

廚藝系  1  1 2 

生技所  1   1 

設計學院 

視傳系 2 1  1 4 

多動系  1   1 

美造系  
2 

(含 1 名自費) 
  2 

商設系  2  5 7 

管理學院 

財金系 1 2   3 

應外系 1 2   3 

行銷系 1 1  11 13 

小計/位 5 
13 

(含 1 名自費) 
21 19 58 

 資訊中心 

一、完成校長交辦事項 TPOZ-O-2013-0034「校務資訊系統規劃提案機制」

新訂乙案，並已於 102.05.10 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未來各單位所提

出系統提案單，會先於「校園資訊環境發展會」中討論通過後，資訊

中心再依優先排序進行系統修改。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空間規劃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組織調整，修正部份單位名稱及職銜。 

二、 本案業經第 13 次總務處處務會議(102.0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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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4~ p5。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後之條文對照表及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一，p6-p7，請

總務處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陸、 臨時動議 

無 

柒、 散會(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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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空間規劃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

人，由總務處營繕組組長兼

任之，負責辦理委員會之會

務。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

人，由總務處環規中心主任

兼任之，負責辦理委員會之

會務。 

「環境規劃暨管理

中心」單位名稱修

正，執行祕書職銜

配合變更。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為校長、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會計室主任、進修推

廣部主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為校長、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會計室主任、進修部

主任。 

「進修部」單位名

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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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空間規劃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 

(100.04.27)校長核定實施 

第 7 次行政會議(100.06)修正 

 

第一條  為配合本校校務發展，並受理與審議各單位之空間規劃需求，以加強校舍空間適當運

用，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空間規劃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總務處營繕組組長兼任之，

負責辦理委員會之會務。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為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會計室主任、進修推廣

部主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主要掌理任務如下： 

一、訂定空間規劃分配準則。 

二、校園建物需求規劃案之提議。 

三、校內空間規劃及分配調整案之審議。 

第五條  各單位對現有單位內校舍空間調整之需求，於符合空間規劃分配準則所列之要件規範

下，得依空間規劃分配準則所需檢附資料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因校務發展需要，本委員會得研擬校舍場館之建設提案，經校長核可，提送校務會議

審議，並提請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後，交付承辦單位執行決議事項。 

第七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訂定會議時程。必要時，得邀

請提案單位及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八條  會議之召開，須有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進行，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提案。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