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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41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3年07月16日(星期三)上午09時00分 

地    點：存誠樓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沈健華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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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宏組長代理)、許慧珍主任(詹慧純組長代理)、張志誠主

任、鍾錦文主任、張李曉娟主任、徐瑞芳主任(李佳蓉代理)、吳朝森

主任、王佩文特助、胥嘉芳特助、姚炳輝秘書、曾士齊副國際長、

曾常豪副處長、陳明熙主任、林明芳院長、陳昱丞副院長、張宏榮

主任、廖義宏主任、謝敏捷所長、蔡志英主任、江俊賢主任、林泳

瀠主任、張子見主任、丁一倫主任、劉禧賢主任、張增治主任、徐

菱松主任、韋明淑主任、陳聰獻主任 

請假人員：黎簡明副學務長、吳清豐主任、高哲翰院長、詹卓穎院長、蔡長鈞

院長、劉文良主任、游清芳主任、黃明正主任 

列席人員：無 

主    席：許校長 舒翔                   紀錄：彭英欽 

 

壹、 主席致詞 

1.首先感謝應外系張主任這幾年的貢獻與服務，張主任今年將屆齡退休，未

來還須仰仗張主任的經驗，下學年度將聘請張主任為永久校務顧問，讓校

務顧問來協助校務的發展。 

2.103學年度招生工作已進行至最後階段，請大家繼續努力到八月底。 

3.各系應發展自己的特色與亮點，藉以達到招生宣傳效果，吸引家長跟學生

到本校來就讀。 

4.103 學年度以後的評鑑改為認可制，因此自我定位要清楚，不要訂一些好

高鶩遠的目標，而應更務實且努力可以達到的 KPI，務使今天比昨天更好，

明天要比今天更好，提升學校的校譽品質與口碑。 

5.學校存在的問題，要徹底了解，若大家都覺得校務資訊系統不好用，請資

訊中心安排主管的校務資訊系統研習課程，讓主管徹底了解與如何使用校

務資訊系統。 

6.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的補助上已開始針對新生註冊率的比率調整獎勵

補助款的核配比例，因此在校內各系的資本門分配金額與基準也應依據新

生註冊率來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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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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約聘僱人員聘僱辦法」

修正乙案。 

已於 103年 6月 09日業經 校長

簽核後實施。 
人事室 

二 
「環球科技大學工作規則」新訂乙案(草

案) 
已於 103年 7月 07日函報縣府。 人事室 

決  議：洽悉 

參、 工作報告 

 教務處 

1. 102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鑑已經開始，請教師們將「基本必要項目評鑑量

表」、「教學績效評鑑表」與相關佐證資料於 07/28(一)前統一繳交至系

辦彙整後，各系再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102學年度教師教學績效評鑑

資料繳交說明表： 

 

基本必要項目評鑑量表 教學績效評鑑表 

評鑑量表 
檢附研習

證明 
評鑑表 

校訂 

必要項目 

校訂 

選擇項目 
佐證資料 

一般教師     Optional  

兼任行政教師   Optional  Optional Optional 

 

2. 參與 102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之教師，請於 07/31(四)繳交「成果

報告書(紙本+電子檔)」與「102 學年度優良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選拔計

畫書」至教學資源中心。 

3. 102學年度優良教學教師徵選已開始進行，請欲參加徵選之教師備齊資

料後，先提送至系(所)務會議審議，各系再檢附相關資料(含審議結果、

會議紀錄等)，於 07/30(三)前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辦理後續徵選程序。

本學年配合教卓計畫，經獲選 102學年度優良教學教師者，可獲得 5,000

元獎金與獎狀，敬請轉知各教師踴躍參與。 

4. 102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已啟動作業，調查期限自 07/01(二)至

08/08(五)止，本次將調查 101、100、99、98、97學年度之畢業生。 

5. 畢業流向調查之年度為畢業後 1 至 5 年，因此畢業 5 年內之學生應保

持密切聯繫，且每年所調查資料應完整保存，於隔年再次使用與更新。

畢業流向調查應盡可能由系上教師進行，且每年進行調查時，應將去

年調查資料從新進行檢視，一方面可以拉近學生距離，一方面可以讓

學生感受到老師們的關心。 

6. 配合教卓計畫於 8 月底需填報執行成效，煩請各系於 08/08(五)前將調

查結果資料回傳至職涯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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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3年 6月份各系(科)所休退學人數統計暨原因說明詳如下表： 

學院 系(科)所 休學 退學 原因說明 

文創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 1 志趣不合(沒有興趣相符的系科可轉) 

文創學院 合計 0 1  

休閒學院 餐飲廚藝系 1 1 
退學：經濟因素(經濟無法支援) 

休學：健康因素(對拿刀產生恐懼感) 

休閒學院 合計 1 1  

健康學院 生物技術系 1 - 
家庭因素(學生逃家，家長決定先辦休學當

兵) 

健康學院 合計 1 0  

總計 2 2 註冊組製 103.07.07 

 

 學務處 

1.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及宿舍申請相關資料已

提供註冊組納入新生註冊須知，各系若因招生或新生相關說明活動需

要資料檔案，請洽詢學務處生輔組提供。 

2. 本學期學生上課禮貌運動已順利辦理完成，感謝各系及各班導師在活

動期間對於各項宣導活動、說明會、工作坊及成果發表會的協助與支

持，上課禮儀競賽獲獎的班級分別為：四資管一乙、四企管三甲、四

行銷二丙、四財金一甲、四視傳三甲、四創設一甲、四美造一甲、四

多動二甲、四觀光二乙、四應外一甲、四生技一甲、四幼保三甲、四

廚藝一甲、四觀餐一丁及四觀餐二丙，恭喜以上得獎班級，除了已於

期末成果發表會頒發獎狀、獎金及全班同學記小功獎勵外，將於下學

期期初導師會議針對獲獎班級導師頒發獎狀公開表揚。 

3. 暑假期間，請各班導師協助持續關心班級同學暑假生活情形及工讀狀

況，並於暑假期間電訪關心學生並至導師輔導管理系統填寫電訪記

錄，諮商輔導中心將於 103.09.22-26完成檢閱。 

 秘書處 

1. 秘書處安排於 7 月 31 日(四)邀請稽核室、資訊中心及總務處，參訪逢

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及個人資料保護制度業務。 

2. 「環球科技大學 102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訂於 7月 25日(五)

及 7月 28日(一)9:00~15:30在 DCB02辦理。 

 研發處 

1. 依教育部 103.6.27臺教技(三)字第 1030081557B號來函，有關「104年

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修正

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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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第三點第(三)項當年度三月十五日以前在籍學生總人數未達一

千人之學校，採定額獎勵補助，提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審查小組審查其額度，以不超過一千人以上學校獎勵及補助經費總

額為原則，並不適用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參與核配獎勵及補助經

費。 

(2) 獎勵核配設門檻 

修正第五點第(一)項學校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始得核配獎勵經

費：獎勵核配學校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始得核配，其分別為「全

校生師比」、「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全校新生註冊率期前二學年度皆應達 40%以上；本目於核配 106

年度適用之」。 

(3) 修正第八點第(二)項獎勵經費不予核配原則：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

註冊率，列入不予核配獎勵經費之基準如下： 

(3.1)註冊率百分之五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六十：扣款百分之三十。 

(3.2)註冊率百分之四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五十：扣款百分之五十。 

(3.3)註冊率未達百分之四十：扣款百分之七十。 

2. .將於 103.7.24(四)上午 09:30 假存誠樓 MA508 會議室，辦理第二場自

我評鑑研習營活動，本處已邀請具豐富評鑑經驗校外人士擔任主講

人，惠請所有一級主管準時參加。 

3. 103~105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已於 103.6.26 董事會議審議通

過，依規定須於 103.7.15前函送教育部及獎補助款工作小組。 

4. .102學年度產學合作案截至 103.07.04 止，共計 175件，產學合作金額

達 24,977,678 元。各系達成率詳如下表： 

學院 系所 達成率 金額 學院 系所 達成率 金額 

管理學院 

財金系 86% 1,180,000 

文創學院 

視傳系 100% 1,699,200 

資管系 94% 1,166,000 多動系 100% 1,635,000 

企管系 50% 3,154,490 美造系 85% 1,076,000 

行銷系 100% 1,693,313 創意系 100% 1,236,240 

電商系 71% 250,000 

健康學院 

生技系 100% 4,935,880 

公管所 13% 50,000 幼保系 100% 1,376,371 

休閒學院 

應外系 100% 350,000 
通識教育

中心 
- 不列計 

觀餐系 85% 2,071,500 
體育教學

研究中心 
100% 100,000 

觀光系 85% 2,383,684 
總達成率  89.3% 24,977,678 

廚藝系 100% 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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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3年度教卓計畫教師企業「廣度見習」每場次認可研習時數列計為 8

小時，歡迎有興趣之教師可踴躍報名參加，詳細辦理場次請參閱下表： 

辦理日期 主題 研習地點 

103.07.03 

103.07.17 
企業經營管理文化研習 

斗六工業區台旺(股)公司、劍湖山遊樂區 

斗六工業區富僑(股)公司、鹿港車輛中心 

103.07.15~ 

103.07.16 
在地文化創意產業探索之旅 雲林 

103.07.10~ 

103.07.11 
交趾陶文化創作之旅 

北港朝天宮、新港香藝文化園區、板陶窯交趾

剪黏工藝園區、廣興紙寮、溪頭妖怪村 

103.08.07~ 

103.08.08 
傳統產業觀光化經營管理研習 

緹諾時尚生活館、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太

陽餅文化館、鞋寶觀光工廠 

 

 稽核室工作報告 

1.本學年度稽核業務實施情形 

(1) 學校內部稽核:本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內部稽核業務實施，計畫性稽核

第一階段受稽單位有總務處(5)及研發處(4)，第二階段為秘書處(2)、

體育教學中心(2)、人事室(8)、會計室(8)、學務處(20)及資訊中心(1)；

專案性稽核為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期末稽核(2)。第二學期學校內部稽核

計畫，計畫性稽核第一階段為圖書館(9)及招生事務中心(10)，第二階

段為教務處(20)、四學院(各 1)；專案性稽核為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期中

稽核(2)。本學年之稽核工作已全部執行完畢，稽核報告製作完成將陳 

校長審閱，副本送監察人。 

(2) 本學年度學校法人內部稽核計畫共 7項作業規範，稽核報告完成後已

送董事會審議通過(103年 6月 26日)，副本將函送監察人。 

(3) 學校法人及學校內部控制手冊(第三版)完成修訂，依程序送董事會審

議(6月 26日)，將於 7月份印製分發至各業務單位。請各業管單位務

必加強宣導、建立並落實內控制度。 

2.教育部 103年度推動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地訪視活

動 

(1) 活動時間：103年 8月 12日(四) 

(2) 訪視行程表：如下表。 

時段 活動項目 主持人 地點 訪視內容 

09:15-09:30 

委員蒞校

暨預備會

議 

訪視委員 

(召集人) 
存誠樓MA508 

1. 委員到校先行溝通 

2. 推舉當日召集委員學校提供晤

談名單 

09:30-10:00 

相互介紹

暨學校簡

報 

校長 存誠樓MA508 

1. 介紹訪視成員及學校相關業務

負責人、承辦人 

2. 本校簡扼針對內部控制制度執

行情形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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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活動項目 主持人 地點 訪視內容 

10:00-12:00 資料訪查 訪視委員 存誠樓MA508 
抽查檢閱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執

行相關資料 

12:00-13:00 午餐時間 存誠樓MA505  

13:00-14:00 晤談 訪視委員 

存誠樓 

MA506、MA508 

MB502、MB503 

1. 與內部稽核人員晤談 

2. 與單位主管及教職員晤談 

※以校長及一、二級教學或行政

主管為主，並包含至少 1位董事

會代表 

14:00-15:30 
委員交換

意見 
訪視委員 存誠樓MA508 

1. 訪視委員進行溝通討論並交換

訪視意見 

2. 撰寫訪視結果報告 

15:30-16:00 綜合座談 召集人 存誠樓MA508 
委員提出訪視結果並與進行意

見交換 

16:00- 賦歸  

 

 校長交辦事項執行情形檢核表，敬請參閱工作報告附件一，p.10。 

 環球科技大學校務工作創新暨改善提案： 

7月份創新提案 15件，改善提案 21件，合計 36件，將另案簽核校長核

示。其中： 

均未提出者 
學務處、人事室、稽核室、終身教育處、進修院校、休閒學院、

財金系、觀光系、應外系、幼保系、通識教育中心 

僅未提創新方案 
總務處、研發處、圖書館、公共事務中心、文創學院、資管系、

行銷系、公管所/電商系、美造系、體育教學研究中心 

僅未提改善方案 教務處、會計室、視傳系、多動系 

 

校長總結： 

1.7/25與 7/28兩天要辦理 102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除一、二級主

管參加外，還有一些教師代表及職員代表，分組共同討論學校亟需革新的事

項，並討論出具體可行的方案，來追求與提升學校辦學的品質。 

2.學校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特色，做好我們的品質，讓環球再次提升。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103 年度上半年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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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第 1 次獎

助行政人員經費運用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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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經費執行情形 

支用項目 

金額 

備註 
年度預算 

上半年可 

運用金額 
申請金額 

人事室 

初審金額 
未執行金額 

研習 $212,623 $106,311 $65,629 $65,629 $40,682 未執行完

畢金額項

目間，可互

相流用。 

進修 $106,312 $53,156 $57,907 $50,000 $3,156 

合計 $318,935 $159,467 $123,536 $115,629 $43,838 

二、 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件，103 年度上半年可運用金額為

$106,311，本次申請案件共計 27案，申請金額為$65,629，人事室初審

金額為$65,629；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複審通過之案件金額為

$65,629，敬請參閱會議資料討論事項附件一，p.6~7。未執行完畢之

金額$40,682，流用至下半年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項目內。 

三、 獎助行政人員國內外進修 103 年度上半年可運用金額為$53,156，本次

申請案共計 1案，申請金額共計$57,907，人事室初審金額為$50,000；

奬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案經複審通過案件之金額為$50,000，敬請參閱

會議資料討論事項附件二，p.7。未執行完畢之金額$3,156，流用至下

半年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項目內。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決審金額如會議記錄附件一、附件二，p.8-9。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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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 

編

號 

活動 

日期 
姓名 單位 獎助事實摘要 

申請金

額 

人事室

初審金

額 

委員會

複審金

額 

行政會

議決審

金額 

備註 

1 03.14 謝東倫 圖書館 
圖書館統計運用及問

題討論研習會 
1,068  1,068  1,068  1,068   

2 03.17 陳映如 學務處 

教育部 103 年度大專

校院推動校園愛滋病

防治工作人員研習會 

920  920  920  920   

3 04.03 王淑君 稽核室 

103年度推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訪視

輔導計畫 

2,244  2,244  2,244  2,244   

4 04.03 張李曉娟 稽核室 

103年度推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訪視

輔導計畫 

2,244  2,244  2,244  2,244   

5 04.23 謝東倫 圖書館 
數位資源檢索利用及

相關授權 
670  670  670  670   

6 04.24 薛慧婷 資訊中心 
校園學術雲端行動應

用趨勢研討會 
556  556  556  556   

7 04.25 丁啟恆 總務處 

教育部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及申報系統操作

說明會 

556  556  556  556   

8 04.28 丁啟恆 總務處 
校園複合型災害實驗

室安全避難疏散演練 
556  556  556  556   

9 05.14 黃文賓 資訊中心 
阻擋 APT 威脅確保機

密資訊安全研討會 
556  556  556  556   

10 05.15 詹慧純 資訊中心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

理規範與相關研討會 
556  556  556  556   

11 
05.15- 

05.16 
謝東倫 圖書館 

102學年度全國大專

校院圖書館聯席會議 
3,890  3,890  3,890  3,890   

12 
05.15- 

05.16 
許淑婷 圖書館 

102學年度全國大專

校院圖書館聯席會議 
3,290  3,290  3,290  3,290   

13 
05.15- 

05.16 
張李曉娟 稽核室 

採購監辦作業實務暨

審計抽查缺失解析 
9,718  9,718  9,718  9,718   

14 
05.16- 

05.17 
羅婷 國際處 

2014對外華語人才培

育國際研討會 
2,188  2,188  2,188  2,188   

15 05.20 莊耿賢 資訊中心 

資安趨勢分析及個案

分享暨集中式管理

LOG分析系統研討會 

882  882  882  882   

16 05.20 陳映如 學務處 
學生權益與申訴研討

會 
619  619  619  619   

17 05.21 謝東倫 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的轉型與

蛻變 
806  806  806  806   

18 05.22 陳亮智 圖書館 
暸解您的研究者：開創

圖書館新價值研討會 
556  556  556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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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 

日期 
姓名 單位 獎助事實摘要 

申請金

額 

人事室

初審金

額 

委員會

複審金

額 

行政會

議決審

金額 

備註 

19 05.28 陳駿林 學務處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

院學務與輔導創新研

討會 

1,114  1,114  1,114  1,114   

20 05.28 鄒淑慧 學務處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

院學務與輔導創新研

討會 

1,114  1,114  1,114  1,114   

21 06.09 王淑君 稽核室 

103年度推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經驗

交流研討會 

846  846  846  846   

22 06.09 張李曉娟 稽核室 

103年度推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經驗

交流研討會 

846  846  846  846   

23 06.09 鍾雅儷 秘書處 

103年度推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經驗

交流研討會 

846  846  846  846   

24 06.09 林三立 秘書處 

103年度推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經驗

交流研討會 

846  846  846  846   

25 06.12 陳映如 學務處 

校園行為偏差行為評

估介入與輔導處遇專

業研習 

726  726  726  726   

26 

05.30- 

05.31 

06.13- 

06.15 

莊耿賢 資訊中心 

台灣思科網路學會

102學年大專與高中

種子教師北區培訓系

列課程 

13,358  13,358  13,358  13,358   

27 

05.30- 

05.31 

06.13- 

06.15 

賴國銓 資訊中心 

台灣思科網路學會

102學年大專與高中

種子教師北區培訓系

列課程 

14,058  14,058  14,058  14,058   

    小計 65,629  65,629  65,629  65,629   

 

(附件二) 

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 

編

號 
姓名 單位 

獎助事實摘要 

(進修學校系所) 

申請金

額 

人事室

初審金

額 

委員會

複審金

額 

行政會

議決審

金額 

備註 

1 賴國銓 資訊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管系碩

士班在職專班 
57,907 50,000 50,000 50,000  

  
 

小計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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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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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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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案於 102.09.30 規劃完成，並依 102.10.31、

102.11.06、102.12.10及 102.12.26等四次簽呈指示

修正。 

2.103.02.21 再次簽請校長核定；並依 103.03.07 副

校長建議針對菁英就業能力認證部分再作補強。 

3.04/09 修正完成，04/14 副校長再度建議將認證制

度與 EP 與 UCAN系統結合。 

D-Day作戰計畫 
 

102.09.30 22 21 1 人事室(1) 增 訂 薪 資 管 理 辦 法 ， … 。
(D-DAY-24) 

已於 102.09.27、102.10.16 簽請校長核示，並依

102.10.22 校長批示辦理中。 

102.10.16 7 6 1 終身教育處

(1) 

推廣教育利潤中心制度規劃

(D-DAY-50) 

已於 103.02.10 簽請校長核定中。 

102.10.31 18 17 1 教務處(1) 1.盤點各系核心證照（符合教育部

整 體 發 展 經 費 績 效 指 標 ）

（D-DAY-90） 

1.10/31 上簽，校長批示各系乙級以上核心證照以

不超過三種為原則，並確實配合課程授課，請各單

位重擬後再簽。 

2.02/26 與主管討論後，已請各系再提供核心證照

資料，目前彙整中；本案預定與 TPOZ-O-2013-0080

併案送簽。 

3.06/09 完成各系資料彙整，簽請校長核定中。 

備註：敬請各單位依期限完成簽核，並以簽呈影本辦理結案，謝謝!                                    統計截止日期：103.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