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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68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1月11日(星期三)上午09時00分 

地    點：存誠樓MA508會議室 

出席人員：林三立副校長、吳俊彥副校長、王佩文主秘、吳豐帥教務長、胥嘉芳

學務長、林信州總務長、陳昱丞研發長、陳盈霓國際長、許淑婷圖資

長、曾常豪處長、吳朝森主任(莊雨璇秘書代理)、林維新主任、鍾錦

文主任、張李曉娟主任、吳清豐主任、劉政龍副學務長、林慧文副總

務長、詹慧純副圖資長(莊耿賢組長代理)、葉燉烟院長、林明芳院長(江

俊賢主任代理)、許慧珍院長(吳世卿主任代理)、蔡長鈞院長、劉懷幃

秘書、林益民主任、張宏榮主任(吳俊賢副主任代理)、劉文良主任(劉

昇雯副主任代理)、黃江川主任、黃于恬所長、蔡志英主任、江俊賢

主任、黃明正主任、林泳瀠主任、陳冠中主任、吳世卿主任、丁一倫

主任、李建宏主任、蔡佳芳主任、陳昶旭主任(翁泰坤先生代理)、陳

建宏主任 

請假人員：曾惠珠副教務長、劉禧賢主任、韋明淑主任 

主    席：陳益興校長                 紀錄：彭英欽老師 

 

壹、 主席致詞 

這次行政會議是今(106)年第一次行政會議，感謝過去一年來大家同心協力為

校務打拼努力，利用今天這個機會，把學校行政運作重要的幾個原則，跟各位請

益，請大家多指教。學校行政運作，應該把握下列 10個原則： 

1.價值共識原則：學校行政團隊應建立價值共識，無論是組織成員的認知、

規範準據、整合力量、行為動力，都是重要的依據。建立價值共識，是學

校行政運作非常重要的原則。 

2.人性需求原則：學校應讓組織成員有安定感、幸福感。 

3.法治保障原則：法治規章對於行政運作具有規範性，可避免衝突。 

4.公共利益原則：如學校評鑑與招生工作是屬於公共利益的面向，任何一位

同仁都要全心全意、積極參與。 

5.多元參與原則：任何決策與制度，事前要尊重利害關係人意見表達，事中

要多元參與，事後要密切互動、相互支援。 

6.環境適應原則：系所與行政單位對內外部環境要兼顧關照，任何一個組織

機構與內外部環境是互相依存、互相適應、互為導進的。 

7.漸進發展原則：自由之下也要有秩序，對於任何措施不要冒進，也不要過

度消極，本著學校最大利益目標漸進發展，時機要恰如其時。沒有及時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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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行動，就是不符合漸進發展原則。 

8.專業組織原則：融合眾智是最上位智慧。主管之所以為主管，最主要是時

間節奏感抓得很穩、很適切。專業組織原則也涉及到制度、人才、成員的

專業、倫理的信守。 

9.系統秩序原則：行政、學術系統是一個整合性、有機性的系統秩序，該分

工要分工、該統合要統合。需要有縱向階層化秩序及橫向相互統合，才能

減少制度的脫節、減少單位彼此的不協調與人力的重疊。 

10.持續調適原則：若短期無法達到理想目標，可以循序漸進設定目標，本原

則與漸進發展原則有相輔相成，前後呼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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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

施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6.01.09經校長核

定後實施。 
研發處 

二 
「環球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註冊率及在

學率作業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1.12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招生策進中

心 

三 
「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

置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1.12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 

四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6.01.09經校長核

定後實施。 
圖書資訊處 

五 
「環球科技大學檔案管理辦法」修正

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6.01.09經校長核

定後實施。 
秘書處 

六 
「環球科技大學整合媒體行銷提升辦

學形象作業要點(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1.10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秘書處 

七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休退學預警暨輔

導作業要點(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1.12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學生事務處 

八 
105年度下半年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 105年度技能提昇案。 
照案通過。依決審金額核發。 人事室 

決定：修正後洽悉。 

參、 工作報告(20分鐘) 

 教務處 

1. 本學期成績連續三分之二不及格退學作業的時間緊迫，為利各系預先了解

哪些學生可能有連續 2/3 的狀況，註冊組已於 105/12/30(五)將 104-2 學期

成績達 2/3學分不及格名單供各系參考；請轉知導師關懷學生，如需進行

補救作業(如修改成績或辦理休學等…)，請於 106/1/24(二)前完成。 

2. 技職再造計畫-「105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四業師協同教學本學

期補助 36門課，業師協同時數共計 455小時，105下學期申請補助 42門

課，業師協同時數 491 小時，聘任業師履歷表需於 106/2/20(一)前繳交至

課程組，經審查通過後得以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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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5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已於105/12/18(三)結束，已開設通識課程231門，

專業課程 582 門，未達開課共 46 門，依本校課程管理辦法規定，有開課

必要請於 106/1/20(五)前專案簽准。 

4.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已於 105/11/28(一)起開放至

106/1/20(五)止，進行教師教學反應調查，敬請各系提醒學生至系統進行

填答。 

院別 系別 填答率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73.57% 

財務金融系 71.72% 

行銷管理系 85.38%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83.39%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22.06%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44.66%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71.08% 

美容造型設計系 64.32% 

時尚造型設計(海青班) 8.91%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70.17% 

多媒體整合設計(海青班) 28.66% 

創意商品設計系 66.78% 

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 62.86% 

觀光學院 

應用外語系 53.29%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76.91% 

餐飲廚藝系 61.05% 

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68.97% 

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56.85% 

生物技術系 68.1%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79.86%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72.86% 

軍訓室 軍訓室 70.2% 

5. 106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申請，各校以三門課程提出申請，申請期限

為 106/1/16(一)前，本校共有鍾世和、曾雅秀、郭木炎三位老師進行課程

規劃撰寫，行政資源由教學發展中心協助撰寫。 

 學務處 

1. 配合 2017 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童軍大露營實施期程，宿舍住宿規劃如

下： 

(1) 106 年 1 月 16 日辦理學生寒假離宿事宜，另寒假留宿學生統一安置於

國際書苑二、三樓；學生離宿前均須完成寢室清潔檢查。 

(2) 106年 1月 17日協助大露營工作人員進駐事宜。 

(3) 106年 1月 17至 20日大露營工作人員進駐，本校提供國際書苑 119間

(476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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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年 1月 21至 25日思源樓A棟(43間)、B棟(76間)浴廁合計 119間，

提供本次參與大露營同學 2652 人盥洗(盥洗時間每日：17時至 24時)。 

(5) 106年 1月 17至 25日期間，生輔組及舍輔老師均隨時支援相關庶務行

政事宜。 

2. 行政院環保署訂定「106年國家清潔週」，本校配合相關工作如下： 

(1) 訂於 1 月 23 日(一)下午 14 時至 16 時舉辦全校各處室所屬環境區域大

掃除。 

(2) 各系與行政單位加強教室內外、辦公室周圍、樓梯及陽台之清潔維護。 

(3) 研究室老師或各系勿將大型垃圾或書籍棄置於大樓各樓層垃圾桶，請

自行拿至資源回收場。 

(4) 若需借用掃具請至生輔組借用，或洽承辦人鍾庭娟小姐，分機 2375。 

3. 105學年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相關作業期程： 

(1) 學雜費減免資料收件日期：自 106年 1 月 9日至 106年 2月 24日(五)

止。校外實習之學生，可掛號郵寄至生輔組辦理。 

(2) 辦理就學貸款之同學，請先上台銀服務網址：https://sloan.bot.com.tw

登錄資料並列印台銀對保單至台銀完成對保。台灣銀行對保日期為 106

年 1月 15日至 2月 24日(五)止，請於期限內辦妥對保手續。 

(3) 請老師關心須辦理減免及貸款的同學，避免因逾期致權益受損。 

4. 諮商輔導中心於 106 年 1 月 11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辦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暨導師會議」，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結合衛生保

健組性教育業務辦理主題為「性教育宣導」，敬邀主任導師及各班級導師

出席參加。 

5. 請各班導師主動關懷班級學生學習、日常生活及心理狀況，並可於線上系

統適時轉介諮商輔導中心共同協助同學，另務請各班導師將相關輔導情形

登錄於導師輔導管理系統，以利諮商與就業輔導中心後續進行相關資料檢

核。 

6. 請各班導師於知悉總務處出納組彙整未完成繳費學生名冊後，應主動關心

與晤談學生，瞭解其困境及提供相關協助，相關協助如下： 

(1) 如學生就讀意願降低時，請導師適時關心其學習狀況及所遭遇困難，

並可轉介相關單位提供諮詢，以防止學生辦理休學或退學。 

(2) 學生遭遇經濟困難，無法一次繳清學雜費，可協助學生辦理分期繳交

學雜費，協助完成學業。 

(3) 學生如家境困難，無法物單學雜費，導師可協助申請校外補助或申請

校內學生發展基金，協助其繼續完成學業。 

7. 寒假期間請各系所將寒假期間學生參加 2日(含)以上戶外活動情形，至軍

訓室登錄校外戶外活動，以利本校掌握師生戶外活動行程。 

8. 目前校園安全狀況良好，無管制個案。 

 總務處 

1. 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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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目前完成進度 

(105.12.16) 

預估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1 
「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興建工程-

一樓地板鋼筋模板施工及水電配管 
18.5% 106.12.31  

2. 虎尾農工借用本校空間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童軍大露營」，於

106.01.17工作人員開始陸陸續續進駐，其活動期程至 106.01.25止，期間

若有任何問題，可洽學務處或總務處。 

3. 學期即將結束，請各系所於寒假前提送需維修之儀器設備明細，總務處將

於寒假期間進行修繕。 

4. 辦理研習或參訪活動請務必注意下列事情： 

(1)知會校警隊，並給予一份活動計畫書，若遇有來賓詢問，其方可正確

告知活動訊息。 

(2)若參與活動為校外人士居多，請務必安排專人交通及會場指引，或製

作指引告示牌。 

(3)請於活動前，自行檢視活動行經路線的環境整潔。 

(4)請於活動後，整理會場內外環境清潔及場地復原。 

 研發處 

1. 105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科技部計畫)截至 105.12.31 止，共計 27 件，金

額達 6,754,639元，各系所詳細統計資料(依金額排序)如下表所示： 

名次 系所 達成率 件數 金額 名次 系所 達成率 件數 金額 

1 生技系 63% 5 2,850,000 10 資電系 17% 2 200,000 

2 企管系 21% 3 1,050,000 11 多動系 29% 2 150,000 

3 視傳系 38% 3 593,400 12 觀光系 11% 1 65,000 

4 觀餐系 5% 1 481,000 13 財金系 0% 0 0 

5 創設系 29% 2 310,000 14 公管所 0% 0 0 

6 行銷系 19% 3 300,000 15 傳播系 0% 0 0 

7 幼保系 33% 3 272,239 16 應外系 0% 0 0 

8 美造系 13% 1 250,000 17 廚藝系 0% 0 0 

9 通識中心 14% 1 233,000 18 運保系 0% 0 0 

總達成率 16.2% 

註：105學年度產學合作達成率目標值為 75%。 

2. 106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本校共申請12件，

科技部預計將於 106年 7月底前公告核定結果。 

3. 為因應「105 學年度教師研究績效考核」，敬請各教師提早將資料登錄至

本校「校務資訊系統-評鑑與填報系統」。 

4. 依鈞長核示 105學年度三創教育推動委員會委員為校長、林三立副校長、

吳俊彥副校長、吳豐帥教務長、胥嘉芳學務長、陳昱丞研發長、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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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燉烟院長、設計學院林明芳院長與通識中心陳建宏主任。預定於 1 月

17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一次三創教育推動委員會。 

5. 協助安排 TVBS世界翻轉中節目於 12 月 28 日到校進行“愛在環球 幸福

莊園”專題錄製，感謝各單位全力協助。預定將於 1 月 15 日（星期日）

晚上八點於 TVBS新聞台播出，歡迎大家準時收看! 

6. 105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經費已經 105.12.06 實習輔導委員會核定通過，

請各教學單位儘快執行(辦理實習前說明、實習分發、實習訪視、實習成

果發表…等)，並依規定辦理核銷。另，煩請參與校外實習訪視的老師多

加注意實習生校外生活安全。 

7.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及「環球科技大學學

生校外實習工作規範」，實習系所應於每學年度完成實習成果報告；目前

僅有視傳系、美造系、財金系繳交，請尚未繳交之系所儘快繳交，以做為

未來評鑑佐證資料之用。 

8. 規劃並辦理完成三場「產業傑出經理人校友」之就業講座：第一場：105

年 11 月 23 日邀請休閒事業管理系(93 年畢業) 張凱程 校友(城市商旅台

北南東館客房協理)。第二場：105 年 12 月 5 日邀請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

理研究所(102 年畢業)蔡春美校友(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經理）。第三

場：105年 12月 7日邀請生物技術系碩士班(105年畢業)廖薏琇校友(瑞春

醬油有限公司品管課長)。等 3 位校友蒞校進行就業講座，分享校友的求

職就業及職場倫理等產業經驗，藉以提升學弟妹的就業信心，並促進學弟

妹與校友間的聯誼互動。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擬於 106年 1月 18日下午 13:30召開「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 

2. 第 36期海青班一招共錄取 65名(時尚造型設計科 36名、數位媒體設計科

29名)。二招共錄取 12名(時尚造型設計科 5名、數位媒體設計科 7 名)。 

3. 2017年春季入學境外學生(含第 36期海青班)相關工作期程如下表所示： 

項目 時間 說明 相關單位 

1 1/19 

1.提供 2017 年春季境外新生基本資料至註冊組及圖資處，

進行編班及編列學號等事宜。 

2.提供境外新生相關資料(含抵校時間、住宿名單)至生輔組

以進行安排床位、匯入宿舍費用以及後續入住等事宜。 

3.派車單送至總務處，以利協助安排採買事宜。 

註冊組、生輔組 

圖資處 

2 2/13 

境外新生資料(含中五生及補強學分等身分別資料、在台手

機號碼、抵台時間、宿舍等資料)電郵給境外生所屬之各系

主任及系秘，請協助轉發所屬導師，輔導境外新生。 

國學組 

3 2/14-15 境外新生統一接機時間  

4 2/15-16 境外學生採買生活日用品 事務組 

5 2/17 

2017春季境外新生(含校園導覽及註冊)歡迎式暨座談會 

時間：8:30 – 17:00 

地點：國際會議廳(暫定) 

國際處、相關行

政及新生系所主

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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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說明 相關單位 

6 2/20-2/28 第 36期海青班學生統一接機時間  

7 2/21-2/28 第 36期海青班學生採買生活日用品 事務組 

8 3/1 第 36期海青班開訓典禮暨座談會 

國際處、相關行

政及新生系所主

管人員 

4. 寒假期間即將來臨，多數國際學生雖返回居住地，但仍有部分國際生選擇

留在臺灣，且目前已開始尋找寒假工讀機會，請各位師長們關心國際學生

寒假動向，並請同學遵守各項法令。 

5. 105學年度春季班第一次至第三次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會議已辦理完畢，共

通過 58 名外國學生(馬來西亞籍 57 名及印尼籍 1 名)之入學申請。105 學

年度春季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科系分布一覽表如下表。 

學院/系別 

105學年度(2017春季班) 

外籍生 

春一審(11.21 召開) 春二審(12.15召開) 秋三審(1.4 召開) 
小計 

Form 5 Form 6 
插班 

入學 
Form 5 Form 6 

插班 

入學 
Form 5 Form 6 

插班 

入學 

觀光 觀餐系  2  1      3 

健康 幼保系      2    2 

設計 

視傳系   16   9 1  2 28 

美造系 1 1 12   3   4 21 

多動系     1   2  3 

創商系      1    1 

小計 32 17 9 58 

合計 58 

6. 本處 105-2海外出差暨招生活動時程表詳如下表。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05-2海外出差暨招生活動時程表 

月份 日期 地點 出差人/接待人員 活動名稱 事由/性質 宣講對象 

三月 

10-17 台灣 

國際處同仁、應

外系芳賀俊成老

師 

日本財團法人小山台基

金會短期遊學活動 

來台大學

體驗營 
- 

13-19 馬來西亞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懷幃老師 

2017 年台灣寶島教育

展 

教育展招

生宣講 

馬來西亞

當地學生 

25-4.1 馬來西亞 
國際合作交流組

張清為組長 

2017 STUDY IN 

TAIWAN馬來西亞臺灣

高等教育升學博覽會 

教育展招

生宣講 

馬來西亞

當地學生 

四月 中下旬 大陸 國際處同仁 
四川、江蘇及山東等地

區 

招生宣講、

拜會活動 

大陸 

當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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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地點 出差人/接待人員 活動名稱 事由/性質 宣講對象 

六月 中下旬 

香港 國際處同仁 
辦理香港新生入學輔導

會及拜會香港當地師長 

新生入學

輔導會、拜

會活動 

香港師生 

馬來西亞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懷幃老師、國

際合作交流組張

清為組長 

第 37 期海外青年技術

訓練班巡迴宣講 

海青班招

生宣講 

馬來西亞

當地學生 

七月 

中旬 馬來西亞 
國際處同仁、相

關科系授課教師 

設計學院體驗課程協同

教學 

協同教學

招生宣講 

馬來西亞

當地學生 

下旬 馬來西亞 國際處同仁 
2017 年馬來西亞台灣

高等教育展 

教育展招

生宣講 

馬來西亞

當地學生 

7. 國際處訂於 106 年 1 月 11 日(三)下午 2:00-4:00 召開「系所國際化推動小

組工作說明會暨 106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說明會」，會中敬邀四學院院長、

各系所主任、系所國際化推動小組成員討論系所國際化推動小組之工作說

明。 

8. 105 學年度春季班大陸短期研修生入學審查會議已辦理完畢，共通過 26

名分別來自成都職業技術學院(11 位)、江蘇建築職業技術學院(3 位)、鎮

江高等專科學校(2位)、六盤水師範學院(3位)、海南省海南經貿職業技術

學院(5位)及聊城職業技術學院(2人)等校之申請。國際處 105學年度春季

大陸短期研修生申請入學科系分布一覽表如下表。 

學院/系別 
成都職業

技術學院 

江蘇建築

職業技術

學院 

鎮江高等

專科學校 

六盤水師

範學院 

海南經貿

職業技術

學院 

聊城職業

技術學院 
小計 

管理

學院 

企管系 2    3  5 

行銷系 2 1   1  4 

資訊電商系 1     1 2 

設計

學院 

視傳系  2     2 

多動系      1 1 

觀光

學院 

觀餐系   1    1 

觀光系 3      3 

應外系 3  1  1  5 

健康

學院 
幼保系    3   3 

小計 11 3 2 3 5 2 26 

合計 26 

9. 寧夏大學中衛校區楊振東主任等 12 人由海峽兩岸教育交流促進協會路蕙

鴻秘書長陪同將於 2017年 1月 19日(四)蒞校參訪。 

10. 研擬本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學術合作處理要點以及教職員申請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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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兩岸)從事合作交流作業流程。 

11. 研擬我校與「海峽兩岸教育交流促進會」進行兩岸現代化職業教育策略

聯盟合作。 

12. 辦理國際學生華語文輔導課程。 

13. 辦理校內華語師資培訓教學實務工作坊。 

14.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展開華語文教學學術研究。 

15. 華語班期末考及華語文能力後測準備。 

 圖書資訊處 

1. 本校個人資料委外管理程序書(ISMS-P2-006)及個人資料委外廠商安全管

理自評表(ISMS-04-072)，業經 105 學年度第一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暨

指導委員會」，已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審議通過，並於 105 年 12 月 29 日

簽請校長核定施行，請各單位進行相關委外資料作業時，務必確實遵守相

關作業要求，以落實並確保本校師生同仁及相關利害人士 (家長及校外人

士等) 之權利義務；本校個人資料保護作業相關管理程序請隨時上網查閱

http://olis.twu.edu.tw/pims_regulation.php。 

2. 本校新建置之【學生實習輔導系統】第一階段業已開發完成，並於 106

年 01月 06日完成教育訓練之開設與說明，本系統預定於 105學年度第二

學期(106 年 02 月 01 日)正式上線，各系所請配合系上之校外實習規範與

作業，及早上線熟悉系統作業及資料登入等操作，以利開學後輔導學生進

行系統填報等作業之執行 http://intern.twu.edu.tw/。 

 校務研究發展室 

1.依「105學年度自我評鑑工作項目進度暨時程規劃表」之規定，校務研究

組已統籌進行四份自我評鑑普查問卷，其普查問卷主題為「105學年度全

校教師滿意度調查分析問卷」、「105 學年度全校學生滿意度調查分析問

卷」、「105 學年度全校職員滿意度調查分析問卷」和「105 學年度新生問

卷調查表」等，分別對全校教師、學生、職員及新生進行問卷普查，以協

助相關單位進行自我改善作業。自 105/12/05 至 105/12/14 止，除教師和

職員的填答率在七成以上之外，學生類(學生與新生)問卷填答情況皆低於

三成。本次問卷實施期間與校內自評準備時間重疊且緊迫，亦造成學生填

答率過低的原因之一。本次問卷填答期限原排定至 106/01/06(五)止。 

2.據目前(至 106/01/04止)初步資料顯示，105新生問卷未填答率達 62%(1010

人/1626人)，全校學生問卷未填答率達 73% (4813人/6546人)。針對上述

初步未填答率統計情形，校務研究組研擬以下兩點措施因應之： 

(1) 本問卷填答期限再順延至下學期 106/03/19(週日)止，為加退選結束後

第三個週日，以期能在校外自評前完成分析報告製作。期間內，協請

各教學單位再次安排所屬學生至電腦教室統一進行問卷填答，以便呈

現更完整滿意度普查資料供校外自評自我改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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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使問卷普查結果能有意義地協助各單位作為自我改善之依據，校務

研究組研擬比照「教師教學評量」填答率規定，於學生類普查問卷中，

教學單位所屬學生問卷填答率達 70%以上者，校務研究組才提供該教

學單位該類問卷普查結果分析報告，供其作為自我改善之參考依據。 

 終身教育處 

1.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轉系科組作業，已於1月 3日完成轉系科組會議審定；

本學期由日間部轉入學生共計 10 位，本處學制互轉學生計 3 位；無轉出

至日間部學生。 

2. 106學年度四技二專在職專班單獨招生委員會、二技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

會第一次委員(成立)會議預計於 1月 17日舉行。 

3. 105 學年第 1 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已完成報部核銷。105 學年第 2 學期各

類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至二月底結束。 

 進修院校 

1. 辦理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在校生學分數調查作業，辦理期限 12/20-12/30。 

2. 辦理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評量調查作業，辦理期限 12/20-01/15。 

3. 辦理 105上學期學生獎勵及操行成績總冊。 

4. 辦理 105上期末學生操行評定會議，辦理日期元月 4日下午 3：30分於終

身教育處MA201會議室。 

5. 辦理新住民專班與校長有約活動，辦理日期 105年 12月 24日中午於廚藝

大樓三樓，參加人數總計 58名。 

 秘書處 

1. 本校「重大校務追蹤管考作業」追蹤管考一覽表詳如附表，本校列管之重大校

務追蹤管考事項分成校長交辦事項、公文簽辦(面談)追蹤、校級會議決議等事

項，從 105 年 10 月追蹤管考至今，列管事項總共 74 件，現持續列管追蹤事項

尚有 14 件。 

校長補充強調事項： 

1.國家清潔週請安排校長參與工作，中軸的石板路有凹凸鬆動的，請總務處

安排人員提前整理，由校長陪同大家一起來做。 

2.水電節省有很好的成效，請總務處下次會議起提報節水省電簡要報告。 

3.實習業務相關辦法、經費分配都應及時處理，不應延緩執行期程，然後再

來要求執行單位依期程儘快執行。務必有節奏性的執行，擇定完成日期，

做好目標管理與時間管理。 

4.寒假留校不回家的學生，因適逢農曆春節，請系所主任提供關切之具體作

法。 

5.與大陸地區的學術合作，應先有整套之課程規劃，於當地先做好基礎教學，

到台灣以後再給予精緻教學，回到當地有合成效果，請完成此四個步驟之

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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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終身教育處下次工作報告重點，為因應評鑑，凡設有進修學制之系所，請

就其佐證資料報告執行情形。 

7.通識教育學分應檢討酌減，增列職場實用英語課程之規劃，從教材、課程、

必選修等方面進行討論，由日間部開始檢討實施。 

8.台中教學中心之建置規劃，請過年前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各項營運規劃。 

決定：請各相關處室應有節奏性進行各項工作與規劃，採取目標管理，兼顧效

率與效益。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案。(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 為提升推薦程序的嚴謹性、增進傑出校友遴選獎項分類的明確度、維持

傑出校友品質及符合現況，擬修正法規相關要點。 

二、 本案業經研究發展處 105學年度第 3次處務會議(105.12.20)決議通過。 

三、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p.10~11。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通過後之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如附件一，p.12~13，請

研究發展處將修正後條文及附表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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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凡本校之校友(含畢業、肄業及結

業)，符合下列事蹟之一者，其傑

出表現足為後學之楷模者，皆具

被推薦之資格。 

(一)學術與技藝類：從事學術研究

或技藝能表現，有卓越成就者。 

(二)產業菁英類：自行創業或擔任

重要職務，有優異成就者。 

(三)社會服務類：從事各類社會服

務工作或擔任公職，有傑出表

現或貢獻者。 

(四)特殊貢獻類：對本校校務發展

或宣揚校譽，有重大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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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暨產業研發類 

(二)藝能類 

(三)士農工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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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第二點及第三

點合併敘述，依

105年度傑出校

友評審委員會委

員建議，進行推

薦資格之分類修

正及增列補述說

明。 

三、以下略以 四、以下略以 條次變更。 

四、推薦方式：由下列方式之一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推薦候選人： 

(一)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或教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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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薦方式：由下列方式之一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推薦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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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推薦程序

的嚴謹性，規劃

修正為一級單位

統籌所屬二級單

位意見討論後進

行推薦。 

五、以下略以 六、以下略以 條次變更。 

六、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副

校長、各學院院長、終身教育處

處長及進修院校校務主任為當然

委員，研究發展長擔任執行秘

書，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教

師五位、校友代表一位及社會賢

達人士二位擔任之。委員任期二

年，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七、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研

究發展處研發長、終身教育處處

長及進修院校校務主任為當然委

員，校友服務中心主任擔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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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當然委員、

遴選委員之人數

及其任期。 

七、本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開，遴

選本校傑出校友；當年度傑出校

友名額以不逾八名為原則。 

八、本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開，得

遴選每類至多三位傑出校友。 

為維持傑出校友

品質，進行增列

規範每年度總名

額數量。 

八、以下略以 九、以下略以 條次變更。 

九、傑出校友遴選須經評審委員會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

可開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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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出席及決議

比例之修正，以

修正要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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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表揚方式：於校慶公開場合表揚，

並頒發「傑出校友」獎座及證書，

其傑出事蹟於校慶期間公開展示

並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刊物廣為宣

揚。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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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表揚之場合

及展示方式。 

十一、凡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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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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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現況，進

行文字修正。 

十二~十三 以下略以 十三~十四 以下略以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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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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第 49次行政會議(104.03)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57次行政會議(104.12)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66次行政會議(105.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68次行政會議(10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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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事蹟之一者，其傑出表現足為後學之楷模

者，皆具被推薦之資格。 

(一)學術與技藝類：從事學術研究或技藝能表現，有卓越成就者。 

(二)產業菁英類：自行創業或擔任重要職務，有優異成就者。 

(三)社會服務類：從事各類社會服務工作或擔任公職，有傑出表現或貢獻者。 

(四)特殊貢獻類：對本校校務發展或宣揚校譽，有重大貢獻者。 

三、學校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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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研究發展處校友服務中心彙辦。 

四、推薦方式：由下列方式之一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推薦候選人： 

(一)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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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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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副校長、各學院院長、終身教育處處長及進修院校校務主任

為當然委員，研究發展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教師五位、校友代表一

位及社會賢達人士二位擔任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七、本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開，遴選本校傑出校友；當年度傑出校友名額以不逾八名為原則。 

八、本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視情況召開臨時會議。 

九、傑出校友遴選須經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可開會，出席委員四分之

三(含)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十、表揚方式：於校慶公開場合表揚，並頒發「傑出校友」獎座及證書，其傑出事蹟於校慶期

間公開展示並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刊物廣為宣揚。 

十一、凡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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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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5學年度重大校務追蹤管考一覽表 

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名稱 
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預計完成

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A002 A.校長交辦 成立全民教育處 

終身教育處、進修院校組織資源整

合、健全機制乙案。請於 105.09.10

前進行第一次研商會議。 

行政單位 
終身教育

處 
  

1.已於 105.09.08 進行第一次研商會

議。 

2.已於 105.10.14 進行第二次研商會

議，將於本次主管會報說明執行情

形。 

3.於 11/2主管會議中提案討論，決議

繼續審慎規劃，定期研商，並且一個

月回報一次-每月月初。 

4.持續研擬。 

5.請吳副校長指定專人主辦，並確認

負責人且告知校長，每月定期開會。 

6.於 1/11第 68 次行政會議中，將全

民進修學院改名為全民教育處。 

2016/8/1 持續辦理 持續追蹤 

A004 A.校長交辦 

各系進行 SWOT 分

析，從招生、課程教

學、輔導、實習、就

業等五項切入。 

本案為求周延，深入研議，將採兩

階段辦理，預計於本(105)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 

第一階段：由林副校長、相關學院

院長、主任秘書、教務長或相關主

管與各系所進行專業會談。 

第二階段：由校長、副校長、主任

秘書、院長、教務長、相關主管與

系所主管進行綜合研決會議。 

學術單位 
林學術副

校長 

各學院、

系所 

1.各系所已於 105.08.30 完成準備簡

報資料。 

2.9/9前完成第一階段。 

3.9/26整理完成第一階段報告陳送校

長。 

4.林副校長審閱。 

5.第二階段簡報至 12/28 止，視傳

(12/20)、行銷(12/27)、企管(12/27)、

創設(01/05)、傳播(01/05)全部完成報

告。 

6.已完成者由各系自行簽請校長核

定。 

7.於 1/11第 68次行政會議解除列管。 

2016/8/1 持續辦理 解除列管 

A011-

3 
A.校長交辦 

各校外教學中心建置

現況 

校外教學中心業務現況擇期另案報

告。(含地址、學員數、收支情形以

及契約書副本) 

行政單位 

終身教育

處、附設進

修院校 

  

1.已於座談會(8/8)當日提及校外教

學中心現況。 

2.已於 105.11.29 奉核之 105學年度

開班成本分析中說明台北教學中心

及花蓮教學中心現況。 

3.吳副校長於 12/19主持專案會議討

論其成本分析(含學員數、收支情

形)。 

4.已於 12/28將資料呈報校長核定。 

2016/8/3 持續辦理 持續追蹤 



16 

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名稱 
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預計完成

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A016 A.校長交辦 
豐田工業區與本校合

辦產學專班 

本校陳聰明顧問媒合，校長召集，

研發長協處。 
行政單位 研發處 

終身教育

處、進修

院校 

1.已於 9/30參加豐田工業區廠商協

進會會員大會，進行產學專班簡報說

明，並已向豐田工業區發出產學專班

調查表。 

2.已請豐田工業區服務中心及廠商

協進會協助回收產學專班調查表。 

3.11/16 與陳聰明校長聯繫，陳聰明

校長表示將再聯絡西螺的食材處理

廠商，是否有意願提供產學合作班之

人員需求。 

4.11/21 吳副校長召集研發長、國際

長、各院院長、資管系主任、觀餐系

主任、生技系主任，召開第一次產學

合作班協調會，討論產學合作專班後

續辦理工作。初步協調豐田工業區產

學專班由管理學院規劃後續開班相

關課程。 

5.11/28 林恒昌主任去電陳聰明校

長，陳校長表示近期工作較忙，大約

要 12 月中旬才有空討論後續相關事

項。將於 12 月中旬與陳聰明校長及

管理學院相關師長，會同相關廠商討

論開班相關細節。 

6.12/9(五)上午 8：30 與陳聰明校長

討論豐田工業產學合作專班事宜。 

7.12 月 22日與產學合作班合作廠商

於豐田工業區服務中心討論開班內

容，由林揮獅主任主持，會中針對廠

商所提問題進行說明，並協調生物技

術系與管理學院有關開課事宜。同時

針對廠商特殊專業需求進行調查彙

整(研發處) 

8.修訂「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班招

生架構圖(草案)，增加執行期程與業

管單位。 

2016/9/1 持續辦理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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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名稱 
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預計完成

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B004 B.會議決議 
產業學院及就業學程

計畫申請 

產業學院與就業學程是學生學習的

最後一哩路很重要的政策，請就精

緻改善來研商改進。 

行政單位 教務處   

1.已著手研擬規劃，並與主管討論相

關做法與修改，完成後即專簽簽核。 

2.送簽奉核中(11/02 送至林副)審查

中。 

3.11/7 已奉核，並訂 11/15與校長面

商，因校長公務在身無法進行面商，

需再另擇日期。 

4.經 105/11/22 校長決議，每系提出

一案申請，業管單位於申請前(學期

結束前)辦理申請說明會。 

5.已於 12月 5日以會辦單方式進行

各系意願調查及承辦教師之作業，共

有 10 個系參與就業學程申請，9 個

系參與產業學院申請。並已通知 106

年 2月 14日辦理計畫撰寫說明會。 

2016/9/30 2017/2/24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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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名稱 
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預計完成

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B025 B.會議決議 
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

正案 

請程主秘擔任召集人，約集相關權

責單位，尤其以終身教育處為主，

會同會計室、稽核室派員參加，逐

一檢核內部稽核報告書建議事項是

否已改善，提送主管會報說明。 

行政單位 
推廣教育

中心 
  

1.「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環球科技大學推廣教育推動

委員會設置辦法」，已提送 10月 12

日第 65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並

已於 11月 2 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一

次推廣教育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

104學年度推廣教育辦理成果、105

學年度開班計畫二個提案。 

2.11月3日由稽核室張李主任逐一檢

核內部稽核報告書建議事項是否已

經改善完成，經查核前次二樣本資料

檔，發現部分研習日期誤植已補正；

建議將推廣教育相關法規及注意事

項建置於網頁公告周知部份已公

告；建議修正內控手冊開班作業規範

（草案），增列推廣教育推動委員會

會議審議開班計畫書、控制重點、依

據及相關文件部份已修正。 

3.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於 12/8召開第 1

次研商會議，經會議討論後並彙整各

主管意見，進行相關條文修正，並於

12/28 召開第 2次研商會議，預計於

1/17召開第 3 次研商會議。 

4.於 1/11第 68 次行政會議中，將名

稱改為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 

2016/9/6 持續辦理 持續追蹤 

B028 B.會議決議 
產學合作促進措施相

關作為 

請研發處列出與本校有產學合作的

廠商名單，安排本人、副校長、院

長、系所長等拜訪產業界，以彰雲

地區為第一優先拜訪區域 

行政單位 研發處   

1.已完成彙整廠商名單。 

2.預計於 12月中旬舉辦產學策略聯

盟合作簽約儀式，會後將與相關企業

代表暨斗六工業區、雲科工業區、豐

田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及服務中心

主任餐敘，並討論後續合作事宜。 

3.為強化企業拜訪之成效，擬尋求校

外人士之推薦拜訪，以建立未來產學

合作之良好基礎。 

4.為配合校內其他工作進行，將於下

學期初 2 月 24 日舉辦產學聯盟推動

2016/9/6 2017/3/1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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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名稱 
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預計完成

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顧問會議。 

5.於 1/11第 68 次行政會議中，將名

稱改為產學合作促進措施相關作為。 

C003 C.公文簽辦 
整發儀器設備效益評

估 

每學期進行效益評估，並簽報執行

情形 
行政單位 

校務研究

發展室 

各採購單

位 

1.依據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儀器設備

建置效益評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

點，整體發展經費儀器設備使用效益

評估每年 5至 7 月間辦理。 

2.本(105)年效益評估作業已於105年

6 月 21日至 28 日完成，並簽陳校長

於 105年 9月 27日奉核。 

3.明(106)年效益評估作業預定於 106

年 6月辦理。 

2016/9/29 2017/9/30 持續追蹤 

C008 C.公文簽辦 全英語授課 

1.請依教務長意見，提出前次全英

語授課教學成果報告，並進行檢討

即提出推動改善建議； 

2.請由教務處規劃，於本學期期中

考後學期結束前，辦理全英語教學

觀摩，藉以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與

全英語授課； 

3.建議本學期結束後，請提出"經典

音樂劇賞析"全英語教學成果報

告，據以做為年度考核依據； 

4.請教務處研擬全英語課程審查機

制及作業流程，俾確立經費使用成

效，及落實績效考核制度； 

5.請上專簽後再解除列管。 

行政單位 
通識教育

中心 
教務處 

1.已於 10月 20 日通知廖婉君老師，

相關後續日程再行協商(通識教育中

心)。 

2.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課程，依據

「排課作業實施要點」教師授課相關

配置原則中提及應於開課前以系所

為單位提出申請，目前採專案簽核通

過為依據，教師應備課程之教學計

畫、教材、師生互動紀錄、評量記錄、

作業報告等資料，於課程結束後至少

保存五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

鑑或接受訪視等之參考(教務處)。 

3.將與授課老師協調教學觀摩時間

後公告(教務處)。 

4.盡快規劃及著手全英語課程審查

機制及作業流程(教務處)。 

5.廖婉君老師預計於 106/1/5(四)七、

八節『人文藝術應用領域』課程進行

教學觀摩。 

6.教學觀摩已於 1月 5日下午第 7-8

節假創意樓 DC102 教室完成教學觀

摩活動。 

2016/10/17 2017/1/13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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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名稱 
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預計完成

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C009 C.公文簽辦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稽核建議事項第 2次

追蹤報告 

部份改善事項，請持續追蹤，尤其

「學生校外實習施行細則」未完成

訂定之系宜請限期完成，另

AUDT-D-2015-C012，2 案請儘速補

正。 

行政單位 稽核室   

1.校內共 14系訂有「學生校外實習

施行細則」，財金系、視傳系及生技

系實習施行細則已於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輔導委員會(104.12.15)修正通

過；其他 11 系修正案經 105 學年度

第 1學期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議(105.12.6)決議退回再議，承辦單位

擬全面盤點後再行提案。 

2.AUDT-D-2015-C012 計畫主持人已

補交委託書，改善完成。 

2016/10/25 2017/1/31 持續追蹤 

C013 C.公文簽辦 

105學年第 1學期第 1

次學雜費延繳管理專

責小組會議紀錄 

1.除分期繳納外，有無協助學貸？ 

2.導師的角色為何？ 

3.另簽惠告。 

行政單位 會計室 
三部教務

單位 

1.105/12/14 已上簽呈，105/12/15 校

長批示:請學務處同仁(有關導師職務

督導)與翁組長 106年 1月 3日一談。 

2.已將「協助辦理分期繳納及協助申

請學生發展基金」等提醒事項列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導師會議資

料，並加註工作提醒事項於導師工作

手冊，另修正本校「日間部學生休退

學輔導作業檢核表」加註相關提醒事

項。 

3.於 1/11第 68次行政會議解除列管。 

2016/12/8 2017/1/31 解除列管 

C014 C.公文簽辦 

加強資安政策執行與

落實重要資料安全備

份，並請各直轄市及

縣市教育網路中心轉

知所屬連線單位 

1.重要系統，請重新檢核系統備份

之有效性，做好定時與異地備援機

制，以因應資安事件發生時所需。 

2.公告提醒各單位重要資料進行備

份與善用雲端儲存，並加強資安觀

念，不任意下載不明來歷軟體。 

3.每季查核將執行情形於行政會議

報告。 

行政單位 圖資處   

1.目前校內各重要系統均放置於圖

資處資訊機房(MA308-1)，皆有排程

自動備份與異地備援(圖書館

L502)，亦於 2016/12/12 通過教育部

資安驗證(每年都需覆驗)，足以因應

資安事件及相關法令法規之要求。 

2.業已於首頁公告提醒各單位，並提

供雲端儲存申請方式與協助，各單位

之行政作業重要資料若有備份疑

慮，將協助進行 Google G Suite 教育

雲備份教學。 

3.此乃基礎業務運作與資安規範要

求，每天持續運作，若有疑慮可隨時

備查，建議無須每季查核或報告，以

提昇行政作業之效。 

2016/12/19 持續辦理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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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列管事項 裁示或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類別 

執行單位

名稱(主辦)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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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列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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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業務單位

建議 

C015 C.公文簽辦 

創意商品設計系 105

學年度第三次系招生

工作會議 

依 105 年 12 月 22日招生檢討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 
學術單位 

創意商品

設計系 
  1.於 1/11第 68次行政會議解除列管。 2016/12/23 持續辦理 解除列管 

C016 C.公文簽辦 

修正 105 學年第 1學

期進修院校學分學雜

費等收費明細表 

1.學生流向確切陳明。 

2.學生流向掌握期程應自入學以迄

畢業為止亦請一一敘明。 

3.前有無類似案例，亦請清查明確。 

4.請以 106元月底為完成期限。 

行政單位 會計室 進修院校 

1.持續請進修院校儘速提出說明(會

計室)。 

2.辦理中，擬於 1月 25 日呈報(進修

院校)。 

2016/12/30 2017/1/31 持續追蹤 

A024 A.校長交辦 
台中教學中心營運規

劃專案小組 
於 1/25 前成立專案小組 行政單位 

終身教育

處 

進修院

校、稽核

室、秘書

處、總務

處、人事

室、會計

室及相關

系所單位 

1.於 1/11第 68 次行政會議，校長新

交辦事項。 
2017/1/11 2017/6/30 持續追蹤 

A025 A.校長交辦 
職場實用英語教學推

動  
行政單位 教務處 

通識教育

中心 

1.於 1/11第 68 次行政會議，校長新

交辦事項。 
2017/1/11 持續辦理 持續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