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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3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10月16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    點：存誠樓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吳俊彥副校長、林三立主秘、吳豐帥教務長、林柏煌學務長、林信

州總務長、劉金維研發長、陳盈霓國際長、許淑婷館長、許慧珍主

任、張志誠主任、鍾錦文主任、張李曉娟主任、吳清豐主任、吳朝

森主任、徐瑞芳主任、王佩文特助、姚炳輝秘書、曾士齊副國際長、

黎簡明副學務長、曾常豪副處長、陳明熙主任、劉文良院長、陳昱

丞院長、林郁進院長、詹卓穎院長、張宏榮主任、廖義宏主任、謝

敏捷所長、蔡志英主任(劉懷幃副主任代理)、黃明正主任、江俊賢主

任、林泳瀠主任、丁一倫主任、張子見主任、劉禧賢主任、張增治

主任、徐菱松主任、高哲翰主任、陳聰獻主任 

請假人員：韋明淑園長、胥嘉芳特助、游清芳主任 

缺席人員：無 

列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彭英欽 

壹、 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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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修正

乙案。 

第 31 次行政會議決議，請承辦單位

修正後，再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研發處 

決  議：洽悉 

參、 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需跨單位溝通與協調事項 

(一)師生實務增能計畫 

教育部為達成下列目的：1.推動技專校院落實各系(科)自我定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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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所需人才、2.促進產學共構系(科)一般與專業核心能力，調整課程

與業界協同教學，培育學生職能導向之能力、3.深化各系(科)實務教學

資源，並增加學生就業機會、4.強化學生業界實習，增進其就業能力

等目的，特訂定「教育部輔助技專校院辦理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草

案)」，其推動策略規劃以 3 年為期，各校每年最多得以 1/3 系(科)提出

申請，實施期程及策略說明如下： 

1. 實施期程： 

(1) 方案期程：自 103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31 日止。 

(2) 分年實施期程：每年 6 月 1 日起至隔年 5 月 31 日止。 

2. 實施策略及流程： 

(1) 前置作業--與企業工會交流 

(2) 系(科)定位 

(3) 與產業合作夥伴策略聯盟 

(4) 把核心專業能力轉化為課程 

(5) 業師協同教學 

(6) 教師深度研習 

(7) 教師深耕服務 

(8) 學生校外深度實習 

(9) 學生就業輔導 

3. 教務處及研發處針對本案，將於近期召開推動會議，請各系(科)先行規

劃實施方案，以利後續申請事宜。 

二、重要情事宣告 

1. 教學資源中心訂於 10/18(五)13：00~17：00 假創意樓 DC202 室，舉辦

「優良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發表會」，請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2. 102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C-4-1-0 校友追蹤(畢業流向與雇主滿意度調

查)」，煩請各系掌握時效，於 10/21(一)前回報相關資料至職涯發展中

心。 

 學務處 

1. 為學生行車安全，請各系所主任，加強宣導學生注意交通安全，尤其

以學校北側入口，行車注意左右來車及車況，減速慢行。 

2. 為有效增進對日間部休退學學生之輔導，煩請各系（科）所導師及主

任參照本校「日間部學生休退學輔導流程」，進行休退學學生輔導工

作，相關休退學輔導作業檢核表、休退學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等表件

可於教務處及學務處網頁下載查詢。 

3. 生命建築師第二年計畫-生命繪本-愛老人亮起來募款活動順利進行

中。 

4. 本學期於 102.10.16 至 103.1.15 辦理藝術角落活動，請全體教職員工及

學生踴躍參加，學務處會另行製作海報，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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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菸害防制工作說明：(詳細資料如補充資料附件一) 

(1)102-104 學年度菸害防制計畫已陳請校長核定，策略包括：無菸校園

宣誓、吸菸行為調查、製作菸害防制宣導資料、張貼海報環境佈置、

菸害防制教育、拒吸二手菸簽名活動、辦理戒菸班或戒菸比賽、加

強規勸輔導與取締、宿舍菸害防制、終身教育處及進修院校菸害防

制作為、導師或衛生股長協助班級宣導、校內廠商禁菸等。 

(2)加強規勸輔導與取締： 

A.維護校園空氣清新，人人有責，請各單位依「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公告之環境責任區」負責規勸與輔導，若有發現違規吸菸師生請

填報「校內違規吸菸規勸與輔導登記表」每週五送學務處衛保組，

進行菸害防制教育或處分。 

B.學務處除負責環境責任區內之巡檢外，並針對各棟大樓內及周圍

易違規吸菸場所進行查察。 

(3)宿舍菸害防制：由學務處生輔組負責宿舍菸害防制規劃及稽查。 

(4)終身教育處及進修院校負責菸害防制宣導、違規稽查及夜間假日期間

菸蒂垃圾處理。 

(5)開辦戒菸班；目前戒菸班招生中。 

(6)校內廠商禁菸：請總務處與廠商訂定契約時載明「嚴禁販售菸品」及

「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園內不可吸菸，違者罰 2,000-10,000 元」。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2013 年環球國際學習週訂於 10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舉行。 

2. 本次環球國際學習週的主題為「TransWorld, We Explore the World!」，

活動內容有「環球國際學堂」(每系 1 隊 70 名及行政單位 8 隊各 12 名

參與前後測及決賽)、「英語拼字大賽」(每系 1 隊 10 名參與前後測及決

賽)、「世界拼圖大賽」(各學院 1 隊 10 名)、「環球英語趴趴 Go 校園尋

寶」(每學院 1 隊 5 名)、美造系走秀國際嘉年華、東南亞博覽會、海外

見習及異國文化分享講座(12 場次)等，詳細活動表敬請參閱工作報告

附件一，p.17。 

3. 102.10.22 於教學演講廳舉辦「2013 年台灣技職教育發展國際研討

會」，邀請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張惠雯科長、蒙古天格爾大學、馬

來西亞高中校長及主任等 15 位貴賓，共同研討技職教育的現況與發

展。 

4. 102.10.23 於 MA508 舉辦「深耕技職教育合作與交流」座談會，邀請

蒙古大學、馬來西亞中學師長等近 13 位貴賓，共同研討外籍學生之文

化學習特質與生活輔導。 

5.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新生已報到人數為 95 名(外籍生 86 名，僑生

9 名)，另尚未報到為 3 名越南生，共計 98 名。已報到之國籍及人數分

別為馬來西亞 66 名，蒙古 23 名，大陸 2 名，越南 1 名，日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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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 名，菲律賓 1 名。(統計至 102.09.30) 

6.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錄取大陸正籍生 2 名；大陸研修生 24 名，分別為

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 5 位、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7 位，成都

職業技術學院 7 位，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5 位。 

7. 102.11.06 下午 3:00 邀請群聯電子潘健成董事長蒞校演說，請ㄧ、二級

主管出席參加。 

 院系務發展重點工作推動情形彙整總表，敬請參閱工作報告附件二，

p.18~19。 

 校長交辦事項執行情形檢核表，敬請參閱工作報告附件三，p.20~21。 

 D-Day 作戰計畫二，敬請參閱工作報告附件四，p.22。 

 校長指示事項： 

1. 有關教育部技職再造第二期方案，請教務處與研發處互相配合規劃與完成

分工事宜。 

2. 交辦事項所規定之完成時間點，若無法完成者，亦須於規定時間將規劃之

計畫書及預計完成期程或無法執行之理由，以紙本方式送請  校長簽核。 

3. 各項會議都應準時出席，以避免浪費大家的時間，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會

議，會議遲到者或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會議者，每次捐款 100 元至學生

發展基金，提供弱勢學生助學金。 

4. 學校辦理之重要演講活動，應鼓勵教職員工參與，演講活動時間無課之教

師及可抽空參與之職員工，都可安排參與活動。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新訂乙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為推動本校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生活輔導等相關事宜，並因應特殊

教育學生之特性及需求，落實各項支持性服務，完善校園無障礙環

境，推展本校特殊教育工作，建議予以訂定。 

二、 本案業經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學務處主管會議（102.08.26）提

案討論，並由法規諮議小組審查委員建議修訂。 

三、 新設法規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討論事項附件一，p.5。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後之條文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一，p.7，

請學務處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施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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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業經 102 年 9 月 27 日第 2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討論事項附件二，

p.6~8。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後之條文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二，

p.8-10，請研發處於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0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修正條文部分： 

1.三、產學合作計畫委託機構應按下列標準編列行政管理費，其分配運

用情形另訂之。刪除「，其分配運用情形另訂之」部分文字。 

2.表格下方文字，「前項行政費用提撥比例必要時，得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後調整之。」修正為「前項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必要時得專案

簽請校長核准後調整之。」。 

 

案由三：「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研發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調整修正。 

二、 要點業經 102 年 9 月 27 日第 2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討論事項附件三，

p.9~10。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後之條文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三，

p.11-12，請研發處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四：「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修正乙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調整修正。 

二、 本辦法業經 102 年 9 月 27 日第 2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討論事項附件四，

p.11~12。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後之條文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四，

p.13-14，請研發處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 臨時動議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乙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校長室) 

說 明： 

一、 有關本校各項學生獎助學金管理作業，自 102 學年度起，統由環球獎

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管理審議，學生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為

審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二、 配合獎助學金業務歸屬之調整，修正本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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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後之條文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五，

p.15-16，請校長室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另生命贏家就學助學金的

實施與成效，應持續追蹤與重新思考。獲獎同學應都有一段感人奮鬥

的故事呈現。 

陸、 散會(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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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環球科技大學第 32 次行政會議(102.10)制定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生活輔導等相關事宜，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成立，以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特性及需求，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學習、生

活輔導，並以完善校園無障礙環境，推展本校特殊教育工作為宗旨。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審議特殊教育方案或年度工作計畫。 

二、 審議特殊教育經費編列、運用與執行情形。 

三、 審查特殊個案之個別化支持計畫。 

四、 協調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 

五、 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六、 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 

七、 審議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終身教育處處長、進修院校校務

主任及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二、遴選委員：教師代表三人、學生代表二人及家長代表一人，於每學年由主任委

員就本校教師、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家長遴聘之。 

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主

任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本委員會日常事務。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其指派委員擔任主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本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

體列席指導，並支領出席費。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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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產學合作計畫委託機構應按下列

標準編列行政管理費。 

機構 提撥比例 

公營事業單位 依其規定辦理 

民間機構 
國內仲裁 百分之十 

國際仲裁 百分之十五 

前項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必要時

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調整之。 

三、產學合作計畫委託機構應按下列

標準編列行政管理費，其分配運用情

形另訂之。 

機構 提撥比例 

公營事業單位 依其規定辦理 

民間機構 
國內仲裁 百分之八 

國際仲裁 百分之十二 

前項行政費用提撥比例必要時，得專

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調整之。 

部份文字修訂。 

(比例提高) 

(103 年度起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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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施要點【修正後】 
 

第 3 次行政會議(90.06)制定 

第 12 次行政會議(92.11)修正 

第 16 次行政會議(94.05)修正 

第 33 次行政會議(96.12)修正 

第 48 次行政會議(98.09)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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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次行政會議(102.0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2 次行政會議(102.10)修正 

 

一、本校為妥善運用產學合作經費，依據「教育部所屬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要點」

與「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產學合作收入，係指與國科會、其他政府委託及民間機構合作辦理，提供外界教育訓練、

研究合作及行銷推廣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產學合作計畫委託機構應按下列標準編列行政管理費。 

機構 提撥比例 

公營事業單位 依其規定辦理 

民間機構 
國內仲裁 百分之十 

國際仲裁 百分之十五 

前項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必要時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調整之。 

四、本要點所稱行政管理費，指產學合作、其他政府委託之行政管理費，及國科會之行政管

理費。 

行政管理費分配標準原則如下： 

(一)行政管理費提列高於提撥基本比例者，以超過各提撥基本比例之增額部分，學校提

成百分之四十；執行系所（或研究中心）提成百分之六十。 

(二)國科會行政管理費由本校統籌運用。 

五、本校參與產學合作之相關人員，其酬勞每月支給標準依下列原則支給： 

(一)由合作企業支給者，依雙方協商不列支給。 

(二)向本校申請全額或部份經費者，依下列條文辦理。 

1.主持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不得超過其研究人力費百分之六十五。 

2.協同研究及行政支援人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助教，最高不得超過

其研究人力費百分之六十。 

3.主管監督人員：得視合作計畫情況支給，最高不得超過其研究人力費百分之五十。 

4.因產學合作需要短期約聘(雇)專家、專門技術人員，其薪給應按學經歷，比照本校

同等職務人員之支薪標準支給，情況特殊者，得斟予提高，其約聘(雇)期間超過六

個月以上者，應由研發處呈報校長核定後支給。 

5.臨時工作人員：比照本校工讀生工讀經費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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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一時間內計畫主持人或協同研究主持人員承接一個計畫為原則，惟性質相近或相

互關係密切者，得承接兩個計畫，其月支酬勞費總額不得超過本人之薪給(包括薪

俸、學術研究費或工作補助費)，主管監督機構 提撥比例公營事業單位 依其規定辦

理民間機構百分之五人員及一般行政人員，以支領一個計畫之酬勞費為限。 

六、產學合作經費管理使用原則如下： 

(一)行政管理費得於尾款收訖後再行撥用。 

(二)人事費(包括臨時工作人員酬勞)，可流出使用，惟不得由其他科目流入使用。 

(三)行政管理費之運用範圍，除政府法規或計畫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符合下列規定： 

1.本校統籌運用者，除支付水電、維護等必要之一般行政費用外，應運用於推展產學

合作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之事項。 

2.分配予各單位者，應運用於推展產學合作，可由各單位討論訂定之。 

(四)國科會計畫行政管理費應用項目如下： 

1.應用於分攤校內水電費，並以該計畫期程間學校水電費及設備維護費總和之5%為上

限(水電費及設備維護費分攤如附件)。 

2.回饋研究計畫主持人。 

3.採購研究計畫相關之儀器設備 

4.其他與研究計畫相關支出。 

七、廠商配合款運用審核依合作合約書及計畫書編列訂定之。 

八、各項案件必須提交成果報告書進行結案。 

九、結案手續 

(一)各項案件必須提交成果報告書。 

(二)經費必須核銷完畢。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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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研

發長、終身教育處處長及進修院

校校務主任為當然委員，校友服

務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

員由校長聘請校內教師五至七

位、校友代表一至三位及社會賢

達人士一至三位擔任之。委員任

期三年，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第七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學

務長及進修推廣部主任為當然委

員，就業暨校友服務組組長擔任

執行秘書，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

校內教師五至七位、校友代表一

至三位及社會賢達人士一至三位

擔任之。委員任期三年，得連任，

均為無給職。 

因應組織編制及職務變

更修訂本遴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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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後】 
 

第 35 次行政會議(97.02)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8 次行政會議(100.08)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12 次行政會議(100.1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19 次行政會議(101.09)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2 次行政會議(102.10)修正 

 

一、本校為表彰關懷母校、推動社會公益及對國家有具體貢獻之校友，以樹立校友楷模，特

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之校友(含畢業、肄業及結業)，其傑出表現足為後學之楷模者，皆具被推薦之資

格。 

三、傑出校友獎項分類： 

(一)學術卓越類 

(二)藝能類 

(三)士農工商菁英類 

(四)社會服務類 

(五)本校特殊貢獻類 

獲遴選為本校傑出校友者，每人每類以一次為限，同類不能重覆得獎。 

四、學校每年五月三十日前，應函告校友會、各系(科)所、各學院公開推薦傑出校友候選人，

並詳列優良事蹟，送交學務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彙辦。 

五、推薦方式：由下列方式之一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推薦候選人： 

(一)本校各單位。 

(二)校、系(科)、所友會推薦。 

(三)由校友十人以上之連署推薦。 

(四)由服務機關首長推薦。 

六、本要點為舉薦遴選傑出校友，應組成「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

理傑出校友候選人審議事宜。 

七、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研發長、終身教育處處長及進修院校校務主任為當然委員，

校友服務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教師五至七位、校友代表一至

三位及社會賢達人士一至三位擔任之。委員任期三年，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八、本委員會應於每年九月召開，得遴選每類至多三位傑出校友。 

九、傑出校友遴選須經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同意始正式成為本校傑出校友。 

十、表揚方式：於公開場合表揚，並頒發「傑出校友」獎座及證書，其傑出事蹟刊登於本校

網頁及刊物廣為宣揚。 

十一、凡該學年度未獲選之候選人，推薦單位可於次年重新推薦參選。 

十二、傑出校友行為有損校譽者，經本委員會決議，撤消其傑出校友資格，並追回獎座及證

書。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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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環球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小組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

書館館長、資訊中心主任、會計

主任、人事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等

為當然委員。 

二、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教

學研究中心選任教師代表各一人

為選任委員。選任委員應由各系

所中心推舉產生，任期一年，為

無給職，任滿得連任，與內部稽

核編組人員不得相同。 

第二條 

本小組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

書館館長、資訊中心主任、會計

主任、人事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等

為當然委員。 

二、各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選任教師

代表各一人為選任委員。選任委

員應由各系所中心推舉產生，任

期一年，為無給職，任滿得連任，

與內部稽核編組人員不得相同。 

因應組織調整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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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修正後】 
 

第 14 次行政會議(93.11)制定 

第 42 次行政會議(97.11)修正 

第 47 次行政會議(98.07)修正 

第 54 次行政會議(99.07)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9 次行政會議(100.09)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2 次行政會議(102.10)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妥善規劃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作為本校中長程發展之基礎，特

訂定「環球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小組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資訊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等為當然委員。 

二、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教學研究中心選任教師代表各一人為選任委員。

選任委員應由各系所中心推舉產生，任期一年，為無給職，任滿得連任，與內

部稽核編組人員不得相同。 

第三條  本小組職責功能如下： 

一、規劃及審核各單位所提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計劃項目、規格、優先序、金額、

與學校中長程發展之配合性等。 

二、審核各單位所申請設備變更規格、項目、數量、名稱之理由或原因。 

三、審核獎勵補助款核銷之項目、數量、規格、金額。 

四、其他與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四條  本小組由校長擔任主席，主席無法出席主持會議時，由副校長代理或由小組成員互

選代理主席。 

第五條  本小組會議議決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第六條  本小組依據職責需要或遇有重要事項時，得召開小組會議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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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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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應以促進學生學習為核心，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為目的，同時幫助弱勢

學生順利就學完成學業。 

第二條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應以促進學生學習為核心，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為目的。 

因應業務調整修正。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審議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生創業教育相關活動 獎助措

施之審議。 

(二)學生海外見習獎助措施之審議。 

(三)弱勢優秀學生各項助學措施之

審議。 

(四)其他關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事項之審議。 

因應業務調整修正。 

第六條 

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本委員會每學

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

人員列席。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

主持之，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員

一人召集並主持之。 

第六條 

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本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

員列席。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主

持之，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員一

人召集並主持之。 

因應業務調整修正。 

第七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符合本校法規首末

條之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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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環球科技大學第 1 次行政會議(99.08)制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32 次行政會議(102.10)修正 

 

一、本校為妥善管理學生發展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

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以促進學生學習

為核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目的，同時幫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完成學業。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校內外人士擔任

之。委員為無給職，任期兩年，必要時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生止。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為審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相關事項。 

五、本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單位人員派兼為原則。 

六、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

列席。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召集並主持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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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一) 

2013 年環球國際學習週活動表 

 
10/28 

星期一 

10/29 

星期二 

10/30 

星期三 

10/31 

星期四 

11/01 

星期五 

10:00~11:00 
雙子星榮耀，多種族文化國家的

體現「馬來西亞海外見習分享」 

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旅遊體驗 

「大陸湖北海外見習分享」 

泡菜咬一口，體

驗文化好滋

味！「韓國海外

見習分享」 

萬聖節活動 
英語拼字 

PK 大賽 

世界自然與文化

遺產旅遊體驗 

「大陸武夷海外

見習分享」 

 

11:00~12:00 

12:00~12:30 
開幕式 

表演活動 
東南亞博覽會 

東南亞博覽會 東南亞博覽會 東南亞博覽會 東南亞博覽會 

12:30~13:00 
美造走秀 

國際嘉年華 

美造走秀 

國際嘉年華 
東南亞博覽會 

美造走秀 

國際嘉年華 
東南亞博覽會 

美造走秀 

國際嘉年華 
東南亞博覽會 

美造走秀 

國際嘉年華 
東南亞博覽會 

13:00~14:00 

環球英語趴趴

GO 校園尋寶 

世界地圖 

拼圖大賽 

異國文化分享東

南亞 

世界地圖 

拼圖大賽 

雙子星榮耀，多

種族文化國家

的體現「馬來西

亞海外見習分

享」 

世界地

圖拼圖

大賽 

英語朗

讀演講

比賽 

環球國際學堂 

TransWorld 

International 

Classroom 

PK 大賽 

世界自然與文化

遺產旅遊體驗 

「大陸武夷海外

見習分享」 

閉幕式 

頒獎 

異國文化分享 

日本 14:00~15:00 

 15:00~16:00 世界自然與文化

遺產旅遊體驗 

「大陸湖北海外

見習分享」 

異國文化分享 

美國 

泡菜咬一口，體

驗文化好滋

味！「韓國海外

見習分享」 

英語 

拼字 

大會考 

異國文化分享 

韓國 

16:00~17:00 

活動主場地：創意樓中庭/各活動攤位：11:00am – 17:00pm  /  異國文化分享、海外見習分享：圖書館 L504  /  英語朗讀演講比賽：創意樓 DCB02 

凡參與任一國際週項目活動者，皆可獲得國際學習護照戳章一枚，集滿越多者可獲贈品及大獎！ 

主辦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分機：2230-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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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二) 

環球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09 月份院系務發展重點工作推動情形 

序號 學院/科系名稱 
招生活動 

(次數/人次) 

就業情形 

(人數/畢業人數) 

證照輔導 

(人次/張數) 

實習輔導 

(人次/時數) 

企業連結 

(廠商數/人次) 

教卓執行 

(已執行/應執行) 

1-0 管理學院 - - - - - 3/3 

1-1 資訊管理系 4/2 13/69 29/33 0 4/3 4/9 

1-2 企業管理系 8/13 48/60 82/32 7/456 9/9 6/9 

1-3 行銷管理系 4/302 63/7 350/22 0/0 14/0 7/7 

1-4 財務金融系 2/170 6/11 0/0 36/5836 0/0 6/7 

1-5 電子商務系 - 10/13 37/101 - 6/2 6/6 

1-6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2/2 - - - 4/8 - 

 小計 20/489 140/230 498/388 43/7292 37/22 32/41 

2-0 文創學院 - - - - - 6/7 

2-1 視覺傳達設計系 24/525 75/125 176/176 0/0 4/4 8/11 

2-2 創意商品設計系 12/300 11/48 0/0 54/7586 37/54 6/7 

2-3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10/57 18/50 45/45 40/8320 4/7 10/10 

2-4 美容造型設計系 2/30 31/42 41/0 63/20160 15/43 09/11 

 小計 48/912 135/265 262/221 157/36066 60/108 39/46 

3-0 休閒學院 - - - - - - 

3-1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2/300 20/190 0/0 195/46,800 0/0 9/10 

3-2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1/36 52/19 0 /0 33/5280 2/2 10/10 

3-3 餐飲廚藝系 15/600 0/0 0/0 0/0 0/0 2/2 

3-4 應用外語系 9/450 13 人/29 人 0/0 24/7,680 1/24 11/11 

 小計 27/1,386 42/258 0/0 252/59,760  3/26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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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院/科系名稱 
招生活動 

(次數/人次) 

就業情形 

(人數/畢業人數) 

證照輔導 

(人次/張數) 

實習輔導 

(人次/時數) 

企業連結 

(廠商數/人次) 

教卓執行 

(已執行/應執行) 

4-0 健康學院 — — — — — 1/2 

4-1 幼兒保育系 10/280 25/49 17/35 26/3,728 13/9 6/10 

4-2 生物技術系 3/40 5/29 36/20 35/2,916 18/35 9/9 

4-3 通識教育中心 3/6 — — — — 2/2 

4-4 體育教學研究中心 4/3 — — — — — 

 小計 20/329 30/78 53/55 61/6,644 31/44 18/23 

 

填表說明： 

1. 各項數據資料填報方式，例如 10 月份行政會議以填報 7/20~9/20(期間值)或截至 9/20(累計值)之學年統計數據資料，依此類推。 

2. 「招生活動」請填報配合招生辦理之活動次數及對方參與活動之學生人次(期間值)。 

3. 「就業情形」請填報 101 學年度畢業生之就業人數(累計值)。 

4. 「證照輔導」請填報開設證照輔導課程之輔導人次及考取證照之張數(累計值)。 

5. 「實習輔導」請填報教師訪視之實習學生人次及學生實習時數(累計值)。 

6. 「企業連結」請填報辦理企業參訪或合作之廠商數與學生企業參訪人次(期間值)。 

7. 「教卓執行」請填報教卓計畫年度已執行數及應執行數(累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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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三) 

校長交辦事項執行情形檢核表 

應完成日期 件數 
結案

件數 

未結案

件數 
未結案單位(件數) 校長交辦事項 

101.06.15 1 0 1 研發處(1) 學生實習公司設置要點。  

101.06.30 1 0 1 教務處(1) 各系完成學生校外實習工作計畫 。 

102.04.18 1 0 1 教務處(1) 規劃「環球科技大學就業能力認證制度」。  

102.04.30 2 0 2 教務處(2) 
教學品保機制落實檢討。  

畢業門檻及就業力(率)檢討。 

102.05.30 4 0 4 教務處(4) 

1. 教師產出檢討。  

2. 數位教材開發質與量規劃 

3. 數位教材製作標準化流程。 

4. 數位教材製作環境配套措施。 

102.08.20 1 0 1 教務處(1) 各院系(所)畢業門檻及配套措施之檢討。 

102.08.30 1 0 1 教務處(1) 各系專題製作或相關課程實施及輔導作法檢討。 

D-Day 作戰計畫 

102.09.16 26 23 3 

資訊中心(1) 主管及行政人員資訊能力提升規劃。 

會計室(2) 
1.加強控管本校自有經費使用支出細目。 

2.院系務工作業務費，日間部在學生人數計算，每生每學期 50 元。 

102.09.23 1 0 1 招生事務中心(1) 103 學年度全校日間部四技招生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應達 80%，… 

102.09.30 22 7 15 人事室(5) 

1. 修訂本校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相關支用辦法… 

2. 教師聘約增加本校教師不得拒絕行政工作安排之條文… 

3. 各系所、中心教學、研究、服務三項考核成績最後 20%人員加強教育訓練… 

4. 新進人員各用人單位安排其整理校園(勞教服務學習)兩小時… 

5. 102 學年度起講師升等助理教授以上標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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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完成日期 件數 
結案

件數 

未結案

件數 
未結案單位(件數) 校長交辦事項 

招生事務中心(1) 各系加強日間部招生活動經費，依日間部招生總量名額分配，每名 1000 元計算。 

公共事務中心(1) 舉辦環球大師論壇，邀請大師演講並與師生對談，… 

教務處(3) 

1. 規劃學生乙級以上專業證証照培訓班。 

2. 規劃學生專業國際競賽培訓班。 

3. 規劃 103 年教學卓越計畫大綱。 

研發處(1) 2014-2023 校務發展規劃藍圖及 103-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綱要。 

吳俊彥副校長(1) 研擬全校各招生管道、各地區、各系招生策略行動及工作執行分配方案。 

圖書館(1) 藝術中心年度活動檔期應於學年度開始時排定簽核公告。 

健康學院(1) 咖啡園及溫室栽培納入課程實作及收成規劃。 

休閒學院(1) 蝴蝶生態步道及生態旅遊中心維護管理納入觀光系課程實作。 

統計截止日期：10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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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四) 

環球 D-day 作戰計畫之二 

66、使用圖書館五樓空間規劃創新創業育成中心（教務處、研發處 1116） 

提供學生創新創業實習實作育成環境 

提供廠商進駐育成埸地促進產學合作 

職涯發展、校友服務、產學育成相關單位進駐 

串連全球創業週 1118-1124 舉辦環球創業週活動 

67、學校網站增加英文網頁及多媒體播放介紹規劃（資訊中心，1116） 

68、學校師生聯合製作之公關物品及伴手禮規劃（公共事務中心，1116） 

69、校外實習（含學分）規範原則（教務處 1031） 

70、配合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修訂日四技課程規劃（教務處 1116） 

71、加強韓國專科大學交流合作規劃（國際處 1130） 

72、教育部獎補助款各項指標定義、成效統計及績效檢討（研發處，1031） 

73、野鴿問題處理方案（總務處，1116）  

74、申請勞委會 TTQS 訓練課程（終身教育處 1031） 

75、配合全國創業活動 1118-1124 舉辦環球創業週（研發處 1031） 

76、規劃孕婦專屬停車位（文創學院 1031） 

77、本校重要慶典邀請貴賓名冊（校慶、畢業典禮）中秋節及春節公關送禮名冊重整

（公共事務中心 1116） 

78、各項維護合約應於到期前兩個月提出執行情形檢討報告簽核後再辨理新約或續約

(秘書處 1031) 

79、日間部上課秩序公約（教務處 1031） 

80、校務資訊系統檢討改善(資訊中心 1116） 

81、在不影響教學品質前題下增加基本鐘點或降低鐘點費以降低超鐘點費成本（會計

室 1031) 

82、環球家族制度及實施現況改善檢討：拔尖，實習、証照、就業、校友、自我成長

（教務處 1031） 

83、學生實習公司制度及實施現況改善檢討（研發處 1031） 

84、師徒制制度及實施現況改善檢討（教務處 1031） 

85、教師專業職能及服務績效盤點規劃（人事室 1116） 

86、系務發展募款學校提供配合款規劃（會計室 1031） 

87、應外系評估改辦五專的可能性（休閒學院 1116） 

88、全校教職員（技工、工友除外）參加網路英檢（通識教育中心 1116） 

89、盤點及要求通識英語教師 100%取得 B-1 以上英檢証照（通識教育中心 1031） 

90、盤點各系核心証照（符合教育部整体發展經費績效指標）（教務處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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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工作說明： 

一、加強規勸、輔導與取締 

菸害防制除教育宣導仍需配合校園規勸、輔導及巡查取締，方可達事半功

倍之效；且維護校園空氣清新，人人有責。針對違規吸菸及亂丟菸蒂者的

規勸、輔導及取締罰責規劃如下： 

(一)將全校教職員分組，各行政一級單位為一組，各學院教職員依學院分組，

請各單位依「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公告之環境責任區」負責規勸與輔導，若

有發現違規師生請填報「校內違規吸菸規勸與輔導登紀表」(如附件)。 

(二)學務處排班及配合校園安全巡查，查察易違規吸菸場所(存誠樓各層陽台及

頂樓、創意樓陽台、頂樓、7-11附近及樓上、務實樓各陽台、頂數及靠近

幼保大樓的草地、幼保大樓頂樓及各棟大樓廁所等)，並填報「校內違規吸

菸規勸與輔導登紀表」。 

(三)各單位每週將「校內違規吸菸規勸與輔導登紀表」送回學務處衛保組，第

一次違規之師生依「學生獎懲辦法」記以申戒處分或參加菸害防制教育講

習 2小時及撿拾菸蒂 100根；第二次違規累犯之師生依「學生獎懲辦法」

記以小過處分或規勸 5名違規學生、撿拾菸蒂 200根及協助學務處衛保組

菸害防制教育講習並發表 5分鐘菸害防制心得；無故不參加菸害防制教育

講習之師生依校規處分並公告其姓名。 

(四)衛生所稽查員表示可到校內進行違規取締，違規人員將處以 2,000元至

10,000元罰款。 

二、宿舍菸害防制作為 

請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宿舍菸害防制規劃及稽查，若發現違規吸菸學生

可依校規處分；並可轉介至學務處衛保組參加菸害防治教育講座。 

三、終身教育處及進修院校菸害防制作為 

請終身教育處及進修院校負責菸害防制宣導、違規稽查及夜間期間菸蒂垃

圾處理；若發現違規吸菸學生可依校規處分；並可轉介至學務處衛保組參

加菸害防治教育講座。 

四、請導師協助班級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不可在校內吸菸」 

五、強化校內廠商禁菸規範 

(一)請總務處針對合作社及便利商店禁售菸品納入合約內規範。 

(二)請總務處負責校內廠商宣導無菸校園的規範並巡查勸導不可違規吸菸。 

(三)校內工程建設或施工等，與廠商簽訂契約時，應增訂「禁止於校園內吸菸，

違者依菸害防制法，處以違約金 2,000-10,000元」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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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校內違規吸菸規勸與輔導登紀表 

輔導單位 
輔導 
人員 

時間 地點 
違規人員
班級 

違規人員
姓名 

違規人員 
電話 

違規情形 

        

        

        

        

        

        

        

        

        

        

        

        

        

        

        

        

        

        

        

        

        

        

備註： 

1.本表於每週五下班前回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進行統計。 

2.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32次行政會議紀錄
	附件資料-菸害防制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