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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第 73 次行政會議資料 

壹、 主席致詞(10 分鐘)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05 分鐘)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本校「傑出教師獎勵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6.27 業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人事室 

 

二 
本校「專案約聘教師實施要點」修 

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6.27 業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人事室 

 

三 
本校「環球科技大學職員與約聘僱 

人員兼課管理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6.06.16 業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人事室 

 

四 
 

本校「兼任教師聘約」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6.27 業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人事室 

 

五 
本校「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辦法」俢正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6.27 業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研發處 

 

六 
本校「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俢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6.06.27 業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研發處 

 

七 
本校「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訪視輔導經費支用要點」俢正案。 

照案通過。已於 106.06.27 業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研發處 

 

 

八 

本校「環球科技大學校史文物資料 

製作、徵集、典藏、運用、管理及 

維護作業要點(草案)」新訂案。 

修正後通過。已於 106.07.11 業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圖書資訊處 

決定： 
參、 工作報告(20 分鐘) 

 教務處 
 

1. 106 學年度新生註冊日期為 8 月 1 日（二）、8 月 12 日（六）、8 月 26 

日（六）， 為使新生註冊工作流暢，已於 7 月 11 日（二）召開新生註

冊業務工作協調會。註冊地點仍安排於藝術中心及學生聯誼廣場進行，

於藝術中心（1 樓）辦理 各系報到後，引導學生至學生聯誼廣場（B1）

完成各註冊流程。 

2. 技職再造計畫-「106 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依各控管單位提出修正

計畫書，並於 7 月 5 日送出完成備文及寄至計畫專辦。 

3. 完成 106 度上半年獎助教師申請推動實務教學（45 案）、編纂教材

（12 案）及教具（1 案）審查，經會議審查通過共計獎助 90,7500 元整。 

4. 教學增能計畫 C2-2-1 業師協同教學，本學期共計補助 26 門課程，執行

業師協同時數共計 3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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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6 學年度本校就業學程計畫共計通過 4 案，總經費新台幣 300 萬元

（補助款 240 萬、配合款 60 萬)。 

6. 106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本校已於 106 年 7 月 4 日召開推動說明會，會中決

議如下: （1）四大類各控管單位、權責單位、協辦單位依據時程完成；

（2）教務處已將相關表單表一至表四；（3）構想書 PPT 公版、四大類

關鍵 KPI 提供各相關單位；（4）大類撰寫負責人應展開撰寫方向共識

會議。 

  學務處 
 

1. 106 學年度學生宿舍運作情形(統計至 106 年 7 月 11 日) 

（1）宿舍床位分布狀況 
 

 思源樓 

A 棟 

思源樓 

B 棟 
國際書苑 

男舍 

國際書苑 

女舍 

 

總床數 

4 人房 107 215 280 340 942 

2 人房 20 20 - - 40 

1 人房 5 5 - - 10 

球隊數 92 - - - 92 

總計 224 240 280 340 1084 

備註：宿舍總床位 1212 床扣除 1 人房(10 間，40 床)、2 人房(22 間，88 床)，餘 1084 床。 

（2）舊生續住床位分布狀況表 
 

 
思源樓 

A 棟 

思源樓 

B 棟 
國際書苑 
男舍 

國際書苑 
女舍 

 

總床數 

可安排床位 

(A) 

 

224 
 

240 
 

280 
 

340 
 

1084 

4 人房 94 99 111 176 480 

2 人房 6 16 0 0 22 

1 人房 5 2 0 0 7 

球隊數 92(實 23)    92(實 23) 

舊生申請床位 

合計(B) 

 

197 
 

117 
 

111 
 

176 
 

601 

剩餘空床位 

(A)-(B) 

 

27 
 

123 
 

169 
 

164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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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宿舍可供新生申請床位分布狀況表 
 

  

思源樓 

A 棟 

 

思源樓 

B 棟 

 

國際書苑 
男舍 

 

國際書苑 
女舍 

 
總床數 

空床位總數 27 123 169 164 483 

4 人房 13 116 169 164 462 

2 人房 14 4 0 0 18 

1 人房 0 3 0 0 3 

新南向產學合 

作班保留床數 

  

105 
   

105 

國際新生保留 

床數 

     

可開放給本籍 
新生空床位 

 

27 
 

18 
 

169 
 

164 
 

378 

 

新生申請數 
4 人房-5 

2 人房-2 

4 人房-7 

1 人房-1 

 

42 
 

74 
 

131 

2. 106 學年度新生生活體驗營相關活動程序：（1）9 月 10 日，新生進住 

及親生座談會；（2）9 月 11 至 13 日新生生活體驗營。 

3.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單獨招生及甄試入學之新生，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

室將於暑假期間完成辦理新生資料轉銜及轉銜會議，敬請各系協助，

其他管道入學之身心障礙新生將於開學後持續辦理資料轉銜及轉銜會

議，相 關學生輔導資料將於整理完畢後轉知各班導師，並請各系共同

協助關懷身心障礙學生後續校園學習情形。 

4.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彙整各系（科）所 106 學年度各班班級導師名冊， 

請各系（科）所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提供各班班級導師名冊，以

利承辦單位彙整後進行導師名冊簽核，順利推動各項導師業務及學

生關懷。 

  總務處 
 

1. 營建工程   
 

 
項次 

 
名稱 

目前 

完成進度 

(106.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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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樓頂板灌漿完成。 

(2)室內牆面水泥沙漿粉刷。 

(3)二樓門窗框安裝。 

55.5% 106.12.31  

2. 防鳥設施架設：（1）於 106.03.15進行思源樓防鳥網施作前置作業工

程，首先進行 A、B棟宿舍 2樓及 5樓頂陽台間隙密封工程；（2）於

106.03.27進行防鳥網施作工程，目前進度如下：已完成：A、B、C棟



4 

 

宿舍、愛月樓、幼保大樓及務實樓防鳥網架設、幼保大樓須調整及加

強的部份，亦已完成、存誠樓北邊及南邊出口天花板之清洗及裝設避

免鴿子鑽入之網架、創意樓施工中、存誠樓及學人宿舍備料中、校園

各棟建築物屬開放性空間，大部份建築物防鳥設施陸續施作，請協助

加強宣導教室窗戶等空間，若有鳥禽出現，協助驅趕，以避免在該區

域棲息。 

3. 配合學校節約能源政策，敬請全校教職同仁及同學一起實踐隨手關燈、

關閉不必要電源、適度使用空調設備等環保節能好習慣。104  學年度及

105 學年度 8 月至隔年 5 月水電費用比較圖，詳如圖 1 及圖 2。 

圖 1    104 學年度及 105 學年度水費支出比較圖 

圖 2  104學年度及 105學年度電費費支出比較圖 

 

  研發處 

1. 105 學年度產學合作案（含科技部計畫）截至 106 年 7 月 6 日止，共計 86 

件，金額 17,147,001 元，各系所詳細統計資料（依金額排序）如下表所示： 
 

 
名次 

 
系科 

 
各系應達目標 

 
實際件數 

 
達成率 

金額統計 

(廠商配合) 

1 創設系 7 9 129% 1,262,37

0 2 生技系 8 9 113% 3,774,39

2 3 應外系 8 6 75% 1,200,00

0 



 

 

 
名次 

 
系科 

 
各系應達目標 

 
實際件數 

 
達成率 

金額統計 

(廠商配合) 

4 企管系 14 10 71% 1,650,00

0 5 幼保系 9 6 67% 2,542,23

9 6 廚藝系 7 4 57% 405,00

0 7 多動系 7 4 57% 1,910,00

0 8 行銷系 16 9 56% 1,224,00

0 9 資電系 12 6 50% 500,00

0 10 美造系 8 4 50% 695,00

0 11 通識教育中心 7 3 43% 333,00

0 12 觀餐系 20 6 30% 791,00

0 13 傳播系 7 2 29% 100,00

0 14 運保系 7 2 29% 200,00

0 15 財金系 7 2 29% 100,00

0 16 觀光系 9 2 22% 165,00

0 17 公管所 6 1 17% 95,00

0 18 視傳系 8 1 13% 200,00

0 總達成率  167 86 51% 17,147,00

1 註：105 學年度產學合作達成率目標值為 75%。 

2. 106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之「U-Start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一件申

請案-數位「印」記已於 6 月 15 日以郵寄方式寄出去。 

3. 創新發展中心與觀光學院合作推出中秋節送禮的「花月餅」已於 6 月 

22 日製作完成並分送各單位試吃，將訂於 8 月 10 日、9 月 14 日、9 月 

21 日 為出貨日。 

4. 預計 105 年第二學期三創教育會議將訂於 7 月 27 日召開，討論推動三

創教育之目前執行現況及 106-109 學年度預計執行項目。 

5. 教育部將於 106 學年度對各校進行學生校外實習評鑑，本校為第二階段

受評學校，預計於 107 年 3 月 19 日~107 年 6 月 8 日期間接受實地訪評。

一 日實地訪評項目包含：（1）學校辦理實習課程簡報。（2）實習課程

相關資料查閱。（3）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代表晤談。（4）實習機構實

地訪評（2 間）。 

6. 106 年進行 104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滿一年、102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

滿三年、100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滿五年調查，請轉知當年度畢業班級

導師協助追蹤。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暑假期間多數國際學生雖返回居住地，但仍有部分學生留在臺灣進行暑

期工讀及實習課程，請各系所關心國際學生暑期動向與安全，並提醒打

工的同學務必申領工作證及注意工作場域之安全。 

2.第 37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西馬招生宣傳團將於 7 月 22 日至 7 月 31

日進行，由劉懷幃老師代表前往招生。 

3.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已於 6 月 23 日公告於 FB 

社團國際學生專區 Go，敬請師長們協助轉知同學，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申請。 

4.本校 15 名學生將於 7 月 16 日至 7 月 22 日前往泰國姐妹校華僑崇聖大

學進行為期一週之暑期見習。本活動由本處華語文教學中心羅婷主任擔

任帶隊老師，並與華僑崇聖大學師生見面，討論未來華語教學課程，將

有助於雙方維持良好合作關係。 

5.教育部技職司已於 6 月 9 日正式來文通知本校「106 學年度新南向國際

產學合作專班」審查結果。本校依規定已於 6 月 23 日函覆審查委員意

見、修訂實習課程規劃、修正專班計畫書至新南向計畫辦公室。「新南

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執行情形如下： 

日期 會議名稱 決議 
 

106.02.23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第一次討論會議 

決議管理學院及生物技術系進行專班計畫案 
的撰寫。 

 
 
 

 

106.06.05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第二次討論會議 

1.  教育部技職司/提昇臺灣技職教育國際化 

工作小組於 5  月 17  日以電郵通知本校 

「106 學年度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 
審查結果，共核定 4 班 125 名。 

2.  針對生活輔導、住宿、收費及友善環境進 
行初步討論。 

 

 
 

106.06.13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協調會議( 與高鐵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1.  第一年授課課程以華語文、基礎課程及實 

作課程為主。 

2.  7 月中下旬完成招生面試，開課日期為 9 

月 4 日。 
 
 

106.06.26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協調會議( 與台灣新 

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考量成本效益問題，雙方決議不進行招收 106 

學年度「時尚造型設計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 
班」。 

 

 

 

 

 

 



 

6. 海外招生促進活動： 
 

日期 活動人員 活動國家/地區 活動內容 

 

7/5-7/12 

許淑敏董事長、陳盈霓國
際長、林泳瀠主任、 張原
賓副主任、陳昱丞 老師、
方宏凱組員 

2017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
教 育展(吉隆坡、永平) 

海外教育展 

7/11-7/20 國際處張清為組長 
2017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

教育展 

(詩巫、美里、古晉) 

海外教育展 

7/13-7/16 
許淑敏董事長、國際處 

陳盈霓國際長 
馬來西亞柔佛州 

環球科技大學暨 

台中市醫師音
樂協會感恩音

樂會 

7/10-/15 
(暫定) 

管理學院葉院長、葉姿
君老師、 游景新老師 

印尼東爪哇地區 招生面試活動 

7/22-7/31 視傳系劉懷幃老師 
前往西馬參加「2017 年
第 37期海外青年技術訓
練班招生 宣導團」 

招生活動 

8/1-/6 
(暫定) 

視傳系劉懷幃老師 馬來西亞 
(2-3 所策略聯盟高中) 

協同教學 

7. 106 學年度學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2017 年月 1 日上傳名額分配及缺

額流用順序。 

8. 2017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4 日辦理 2017 環球暑期海外見習「廈門創客營」。 

9. 辦理華語班期末考。 

10.7 月 16 日至 7 月 22 日帶領本校學生前往泰國華僑崇聖大學進行 2017 

年海外見習活動。 

11.與台灣師範大學討論 106 學年度教學實驗，提供系統設計建議。 

12.撰寫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學生華語文能力總結報告。 

  圖書資訊處 
 

1. 106 年度第二季各單位自我檢查結果如下（106.06.15~106.07.05），本

次計回收 198 份（行政單位 156 份、學術單位 42 份），並將自 106 年

7 月 10 日起至各位進行自我檢查結果抽查，請各單位同仁配合圖書資

訊處之查檢。 

106 年度第二季 資安自我檢查表 
一級 二級 繳交 備註 一級 二級 繳交 備註 

董事會  v  管理學院    

校長室  -   資訊與電子商務 
管理系 

v  

副校長室  v   企業管理系 v  

學術副校長室  v   財務金融系  未繳交 



 

秘書處  v   行銷管理系 v  

 秘書處公共事
務中 
心 

v   中小企業經營策 
略管理研究所 

同企 
管系 

 

 秘書處行政管
理組 

v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 

v  

 秘書處文書組 v  設計學院  v  

教務處  v   視覺傳達設計系 v  

 教務處註冊組 v   創意商品設計系 v  

 教務處課程發
展組 

v   多媒體動畫設計 
系 

v  

 教務處教學發
展中心 

v   創意公共傳播設 
計系 

v  

學生事務處  v   美容造型設計系  未繳交 
 學生事務處諮

商輔導中心 
v  健康學院    

 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 

v   幼兒保育系 v  

 學生事務處衛
生保健組 

v   生物技術系 v  

 學生事務處體
育室 

v   運動保健與防護 
系 

v  

 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組 

v   生物技術研究所 同生 
技系 

 

 學務處軍訓室 v  觀光學院    

 學務處軍訓室
校警隊 

v   觀光與生態旅遊 
系 

v  

總務處  v   應用外語系 v  

 總務處事務組 v   觀光與餐飲旅館 
系 

v  

 總務處保管組 v   餐飲廚藝系 v  

 總務處營繕組 v   環境資源管理研 
究所 

同生 
態系 

 

 總務處環境安
全衛生組 

-  通識教育 
中心 

 v  

 總務處出納組 v   通識教育中心特 
色教學組 

v  

人事室  v   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管理組 

v  

 人事室人事行
政組 

v  校務研究 
發展室 

 v  

 人事室人力發
展組 

v   校務研究發展室 
校務研究組 

v  

會計室  v   校務研究發展室 
校務發展與管
理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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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第二季 資安自我檢查表 
一級 二級 繳交 備註 一級 二級 繳交 備註 

 會計室歲計組 v  附設進修 
院校 

 v  

 會計室會計組 v   附設進修院校教 
務組 

v  

圖書資訊處  v   附設進修院校學 
生事務組 

v  

 圖書資訊處流
通管理組 

v   附設進修院校台 
北連絡中心 

-  

 圖書資訊處系
統開發組 

v  招生策進 
中心 

  未繳交 

 圖書資訊處推
廣行政組 

v  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 

 v  

 圖書資訊處資
訊安全維護組 

v   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兩岸事務組 

v  

終身教育處     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國際學生事
務 組 

v  

 終身教育處教
務組 

v   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國際合作交
流 組 

v  

 終身教育處學
務組 

v   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華語文教學
中 心 

v  

 終身教育處推
廣教育中心 

v  稽核室  v  

 終身教育處總
務組 

v  彰雲區策 
略聯盟計 
畫專案辦
公室 

 v  

研究發展處  v  職場英文 
專案辦公 
室 

  未繳交 

 研究發展處產
學合作中心 

v      

 研究發展處校
友服務中心 

v      

 研究發展處創
新發展中心 

v      

 研究發展處職
涯發展中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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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 106 年 7 月 5 日止，尚無系所提出專業教室資訊相關設備修繕申請，請
系所務必及早進行檢測以利本處安排相關維護作業，以免影響開學授課需

求。 
3.原公告 106 學年度公用電腦教室軟體需求申請，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截止 

僅資訊電商系（蔡老師）及企管系（王老師）提出安裝需求，餘系所皆

無提出授課需求，故本處於 106 學年度各公用教室將僅進行一般性軟體

安娤， 開學後將不再進行安裝作業，以免影響各教室之授課。若各系所

仍有特殊軟體需求，請於 106 年 7 月 20 日前提出。（請將 106 學年度授課

所需之軟 體名稱、版本、授權文件郵寄至 ccis@twu.edu.tw） 

  校務研究發展室 

1. 105-109 學年度各單位發展計畫（修訂版）繳交日期為 106 年 5 月 12 日

（五），截至 106 年 6 月 26 日（三）尚未繳交單位如後：行政單位：研

發處、通識中心、秘書處、終身教育處。教學單位：健康學院、設計學

院、觀光學院、企管系、資管系、公管所、視傳系、創設系、美造系、

多動系、觀光系、應外系。提醒尚未繳交單位須經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

繳交至校務研究發展室。 

2. 105-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行動方案季管考填報作業原定繳交期限為 

    106 年 5 月 31 日，請各控管單位儘快完成彙整工作，並依程序送交所屬

管考小組，截至 106 年 6 月 26 日僅健康學院、招生策進中心繳交。 

3. 106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儀器設備建置效益評估實地訪評已於 106 年 7 月 5 

  日辦理完畢。 

  終身教育處 

1. 106 學年度四技二專在職專班現場登記分發作業已於 7 月 8 日（六）辦

理完成，原計 138 位同學報名，現場共計 121 名學分發完成，分發率 

88%。為強化本校招生，敬請同仁們持續鼓勵有興趣加入回流教育之學

生或社會人士能踴躍報名，暑假期間本處仍安排有專人服務。 

2. 106 學年度終身教育處新生人數截至 106 年 7 月 14 日為止，目前為 136 

位同學完成註冊。 

3. 106 學年度終身教育處轉學考已於 106 年 7 月 15 日辦理完成，報名人

數 24 位，到考人數 20 名，到考率 83%。 

4. 106 年 5 月 24 日（三）辦理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終身教育處暨進修院校

導師暨期末操行評定會議。 

5. 為達到節能減碳，暑期全校路燈調整已於 6 月 26 調整完畢。 

6. 106 年第 3 梯次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士技能檢定保母人員單一級，於 6 

月 16 日及 17 日舉辦。第 1 梯次在校生技能檢定門市服務丙級，於 6 月 

23、24 舉辦。 

mailto:æ��æ¬�æ��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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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6 年第 1 梯次全國技能檢定門市服務丙級，於 6 月 25~27 舉辦。第 1 

梯次全國技能檢定門市服務乙級，於 6 月 28 舉辦。 

  進修院校 
 

1. 持續進行回流教育招生工作，第一階段協辦終身教育處四技二專在職專

班登記分發報到作業，已於 7 月 8 日（六）完成。 

2. 因應進修院校訪視工作，準備訪視報告、簡報及佐證資料夾，配合本校

作業時程辦理校內訪視。 

3. 配合各系科辦理台北專班畢業生資格審查，並協調畢業生離校程序相關

事宜。 

4. 辦理台北專班畢業典禮前置作業，預計舉辦日期為 8 月 3 日（四），各

項配合工作將分別與各單位協調。 

5. 預計 9 月 3 日（日）、9 月 4 日（一）兩天辦理台北專班 106 學年度新

生報到及註冊。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案。(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  明：  

一、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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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近一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不予核配獎勵經費百分之

三十；爰此為使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八十系（科）所教師能專心

致力於系務發展之推動，特增訂「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

理要點」第三點第三項。 

二、修正部份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一， 

P.14-16。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二：本校 106 年度上半年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案。(提案單位：人                  

        事室) 

說  明： 

一、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件，106 年度上半年可支用金額

為$92,599，本次申請案件共計 13 案，申請金額為$62,924，人事室

初審 金額為$57,016；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案複審通過金額為

$57,016，通過複審案件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 P.17;上半年未執行

完畢之金額計$35,583 流用至下半年獎助行政人員參加校外研習項次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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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行政人員國內進修 106 上半年可運用金額為$30,866，本次無申

請案，未執行之金額流用至下半年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經費內。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三：本校「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新訂案。（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之規定，設置「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本要點經 105 學年度第 11 次研究發處處處務會議（106.07.10）討論

通過。 

三、「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敬請

參閱會議資料如附件三，P.18。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四：本校「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新訂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原「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所依據之

教育部母法已於 105年 3月 23日公告廢止。 

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草案已於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106.01.04）

通過新訂案。  

三、「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作業要點」

已於 105 學年度第 8 次校教評會（106 年 5 月 18 日）修正後通過。 

四、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委員會會議決議將說

明二、三所述兩作業要點合併為新訂案， 

五、新訂之作業要點業經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委員會會議（106.06.20）通過，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 P.19-21。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五：本校「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修 

正案。(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106.05.18）

修訂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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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權責單位分工原則，研發處產學合作中心負責勞僱關係兼任助理

辦法修訂。  

三、本要點經 105學年度第 11 次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106.07.10)討論

通過。 

四、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五 P.22-30。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案由六：本校「環球科技大學畢業生流向追蹤實施要點」俢正案。（提案單位： 

研發處） 

說 明：  
一、配合教育部，新增畢業五年後流向調查。 

二、本要點經 105 學年度第 11 次研究發處處處務會議（106.07.10）討論

通過。 

三、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敬請參閱會議資料如附件六 P.31-32。 

擬  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伍、 臨時動議(5 分鐘)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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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凡教師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申 

請校外兼課： 

(一)申請留職停薪及在職進 

修期間之教師。 

(二)近兩年教師評鑑成績中 

有未通過者。 

(三)近一 學年度 所屬系(科)

所，其新 生註冊率未 達百分之 八
十者。  

三、凡教師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申 

請校外兼課： 

(一)申請留職停薪及在職進 

修期間之教師。 

(二)近兩年教師評鑑成績中 

有未通過者。 

增訂第三點 

第三項 

四、本校專任教師在校外兼課， 

應於本校排課前填繕「專任 

教師校外兼課報核表」，經 所

屬系(科)所、中心主任（兼行

政工作教師並須經行政單位主

管）、學院及人事室簽核後，

陳請校長核定，至遲應於每學

期開學前完成報核程序。專任

教師校外兼課不符第二點及第

三點規定，除事先 經校長專

簽核定者外，簽核單位得逕行

退件；；其已專簽核定者，自

本要點生效日起須重新報核。 

四、本校專任教師在校外兼課，應 

於本校排課前填繕「專任 教

師校外兼課報核表」，經所屬

系(科)所、中心主任（兼行政

工作教師並須經行政單位主

管）、學院及人事室簽核後，

陳請校長核定，至遲應於每學

期開學前完成報核程序。專任

教師校外兼課不符第二點規

定，除事先經校長專簽核定者

外，簽核單位得逕行 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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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修正後) 

第 1 次行政會議(89.12)訂定 

第 16 次行政會議(94.05)修正 

第 30 次行政會議(96.09)修正 

第 53 次行政會議(99.06)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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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次行政會議(101.06)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38 次行政會議(103.04)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 43 次行政會議(103.09)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次行政會議(106.**)修正 

 

一、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在校服務期間校外兼課事宜，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

兼課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專任教師應以本校授課為優先，校外兼課每週至多以一門課(三小時以內)為限，惟講師

不得校外兼課，及新聘助理教授三年內不得校外兼課。 

三、凡教師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申請校外兼課： 

(一)申請留職停薪及在職進修期間之教師。 

(二)近兩年教師評鑑成績中有未通過者。 

(三)近一學年度所屬系(科)所，其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 

四、本校專任教師在校外兼課，應於本校排課前填繕「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報核表」，經所屬

系(科)所、中心主任（兼行政工作教師並須經行政單位主管）、學院及人事室簽核後，

陳請校長核定，至遲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完成報核程序。 

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具本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情事者，應事先經校長專簽核定；其已

專簽核定者，自本要點生效日起須重新報核。 

五、本校專任教師未於開學前完成兼課報核者，扣教師評鑑總成績三分；未於學期中完成報

核程序者，視為私自在校外兼課，應扣減其該學年度教師評鑑總成績二十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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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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報核表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教職員工代號  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所屬系科  

職    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進修中教師  是    否 
前學年度 

評鑑成績 □通過       □未通過 

兼任行政  是    否 行政職稱  

兼課期間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校外兼課 

兼課機關名稱 

（學校及科系所名稱

請務必填寫清楚） 

課程名稱 兼課時間 兼課時數小

計 

兼課時數 

合計 

1.  日間 

夜間 

假日 

每週： 

小時 

每週： 

小時 

2.  日間 

夜間 

假日 

每週： 

小時 

申 請 人 簽 章  
行 政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系(科) 所 /中心主

任 簽 章 
 

學 院 院 長 

簽 章 
 

人 事 室 審 核 

 

簽 章 

符合 1 門課 3 小時為限 

非講師或新聘助理教授(3 年內) 

最近一學年度教師評鑑成績通過  

非申請留職停薪或在職進修期間 

所屬系(科)所，其新生註冊率達(含)

百分之八十以上者 

未符合左列

任一規定

者，已附校

長核定專簽 

主任秘

書 

 

 

行政/學術 

副校長   

  校長 

核示 

 

備註 
1.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 

2.於排課前完成報核程序，至遲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完成報核程序。 

 106.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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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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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行
政人員
進修研
習經費
運用審
議委員
會複審
金額 

行政

會議

決審

金額 

備註 

1 03.17 洪雪容 圖資處 
CONCERT 2017年度研

習暨座談會 
570  570  570  

  

2 03.28 林慧文 總務處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106年度北區論壇 
1,927  1,927  1,927  

  

3 04.27 謝東倫 圖資處 OA期刊是救贖或陷阱 570  570  570    

4 04.21 莊耿賢 圖資處 
105年校務行政 e化

交流服務系列研討會 
2,260  2,260  2,260  

  

5 
05.09-
05.10 

張心華 秘書處 
文書及檔案管理主管

研習 
2,706  2,706  2,706  

  

6 05.26 詹慧純 圖資處 

「虛擬化節能、全快

閃儲存陣列、跨校選

課系統、校園無線網

路、Open Data推廣

與經驗」研討會 

1,660  1,660  1,660  

  

7 06.01 陳俊鵬 學務處 
教育部 106年藥物濫

用個案研討會 
1,454  1,454  1,454  

  

8 
06.01-
06.02 

賴淑珍 秘書處 檔案管理研習班 1,540  1,540  1,540    

9 06.01 莊耿賢 圖資處 

106年度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附錄使用標籤集簡介

課程 

2,165  2,165  2,165  

  

10 06.22 林慧文 總務處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106年度中區論壇 
626  626  626  

  

11 06.30 陳永超 校發室 
品質保證論壇-大學

怎麼「辦」? 
2,454  2,454  2,454  

  

12 

07.03-
07.05 
07.10-
07.12 

賴國銓 圖資處 
CEH駭客技術專家認

證 
25,908  20,000  20,000  

 每案

最高

20,0

00 

13 

07.20-
07.22 
07.26-
07.29 

賴貞妃 學務處 

106年度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護理人員培訓

課程 

19,084  19,084  19,084  

  

       小計 62,924  57,016  5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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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環球科技大學第 73次行政會議(106. 07)訂定 

 

一、本校為配合國家相關政策促進與事業單位交流合作，使教學研究與事業單位發展相結合，

達成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兼顧之教育目標，並拓展國際專班學生實習及就業機會，依據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校外實

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建立完善學習輔導制度。 

二、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研議推動本校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實習輔導業務發展事項。 

(二)審議本校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實習相關辦法、表件、契約文件。 

(三)研議本校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合作機構資格與糾紛處理機制。 

(四)審議本校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實習經費運用事項。 

(五)審議本校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實習機構評鑑事項。 

(六)研議其他與本校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校外實習輔導事宜。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校長兼任主任委員、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開設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之學院院長及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職涯發展中心主任兼任執行秘書，負責聯絡及執行本會會議決議事項。本委員會開

會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學生家長、業界代表及法律專家出席。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委員不得由他人代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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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草案】 

環球科技大學第 73次行政會議(106.07)訂定 
 
一、本校為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 

施辦法」訂定「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之專任教師、專案約聘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

師 且有任教各系(所)專業必修或專業選修科目者。 

三、前點所列人員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應以連續或累計方式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

領 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其形式及期間

規定如次：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包括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深度實務研習 

  或深耕服務，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習期間計算。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須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 

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並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 
四、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深度實務研習： 

1.教育部經費補助：由本校專任教師以同校（3~5 人）或跨校（20~30 人） 共同組成研

究團 隊，赴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國內為期 4 週（每週採 5 日計），國

外為期 3~4週。申請作業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2.本校以「獎助改善師資經費」補助：由本校專任教師 3~5 人共同組成研究團隊，赴合

作機構或產業進行一個月期以上或相當日數之實地服務或研究。申請期限為每年 6 月

底前。 

3.研習期間：以每年寒、暑假期間為原則，特殊產業得視需要於學期中實施。 

4.申請深度實務研習者，本校專任教師皆可提出。 

5.辦理原則 

(1)教師應於研習結束二週內繳交於研習期間所完成之「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至合作機構 

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具體成果報告」及「環球科技大學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

學合作計畫具體成果聲明書」(附件)，並核銷補助費用。 

  (2)由本校以「獎助改善師資經費」補助之深度實務研習，每案應與研習機構簽定至少      

2萬元之企業回饋金契約。 

(二)深耕服務：係指由本校甄選專任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以帶職帶薪方式進行為期

半年全時之實地服務或研究。 

1.申請深耕服務之教師必須於本校任職滿 2 年以上；前一次之教師評鑑成績為通過；審 

查深耕服務教師申請時，應考量下列條件： 

(1)教師實務經驗 (2)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 (3)教師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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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原則 

(1)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帶職帶薪，如因教學所需得要求教師返校義務教授一門課。教

師深耕期間採計升等年資。 

(2)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得免受當學年度教師評鑑，但須由教師提出在企業服務及

在 校各項績效報告，依本校教師評鑑程序辦理。 

(3)由本校以「獎助改善師資經費」補助之深耕服務教師應與實地服務機構簽訂產學

合作計畫案金額合計至少 30 萬元(含)以上，且至少 15萬元之企業回饋金契約；

產學合作內容須與教師授課或專業相關，並須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

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4)教師應於深耕服務結束二週內繳交「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 服務或研究具體

成 果報告」及「環球科技大學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具體成果聲明

書」， 並核銷補助費用。 

(5)參與教師應於深耕服務期滿一個月前申請歸建；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放棄服務者， 

應先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次一學期返校服務。 

(6)深耕服務教師於服務期間應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如教師在服務期間發生違

法 失職情事者，應自行負責，並依相關規定辦理；經判決有罪確定者本校得予以

停聘、 解聘或不續聘。 

(7)教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計畫者，除應簽請校長核定外，仍應完成本款所規定之義務。 

(8)教師深耕服務期間，本校得支給全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不再補助教師其他

費用。 

(9)甄選方式：於申請公告期間，申請教師經系（所）、院教評會審議通過排序後，由

研 究發展處彙整後，陳報校長核定參加人員。 

3. 計畫申請：教師申請深耕服務時應檢附與合作機構之產學合作合約書與計畫書。合約

書依本校產學合作合約書辦理；計畫書內容： 

(1)計畫摘要(重點條列摘述計畫內容)。  

(2)系所現況分析(本年度現有專任教師人數及具業界經驗之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3)合作機構簡介：主要營業範圍、產學合作現況與需求、參與研習活動之動機。  

(4)研習或服務內容：目標與任務、詳細日程表、專業領域、期間、方式、人員名額、 

   地點。 

(5)計畫實施後之影響及效益評估：應包含預期對教學之助益、對研究之助益、可創

造之產學合作績效。 

(6)經費需求：需載明申請本校以「獎助改善師資經費」補助之相關 經費及企業回饋金。 

(三)獲教育部補助之深度實務研習計畫或深耕服務，教育部補助款項之核撥、結案報告 

及其管考，悉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四)研習或研究期間，保留教師職務、支付薪給(包括本薪（年功薪）、加給及 獎金)、給 

予公假，並事先簽訂契約書，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

費用等條件。 

(五)本校因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派專任教師、專案約聘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

或專業及技術教師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研習或研究，其辦理方

式不受本要點第四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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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如需學期中於授課之餘赴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深度實務研習，每週得最高

申請 八小時之公假；寒、暑假期間之公假時數，則不受每週八小 時之限制。 

(七)教師赴合作機構之人數，每系（所）每學期連同核准半年以上之進修、講學、研

究、出國考察、借調、留職停薪及休假研究等人數不得超過該系（所）教師人

數百分之二十；系、所合一者，應合併計算。 

五、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須符合下列相關

規 定： 

(一)六年間簽訂產學合作計畫案金額合計至少 30  萬元(含)以上，且合作內容須與

教師授 課或專業相關，並須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 展有貢獻之

具體成果。  

(二)共同(協同)主持人係以產學合作計畫案金額乘以基數計算，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案

人數限制依本校「環球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績效計分標準」辦理。 

(三)具體成果之佐證須繳交：「環球科技大學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具

體成果聲明書」(如附件)。 

六、教師以六年為一週期，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其起迄期

間 計算方式如下： 

(一)104 年 11 月 20 日前任職之教師起算日為 104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母法公告日)，

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二)新聘之教師，自到職日起，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三)週期內如有留職停薪或停聘者，則視留職停薪或停聘期間，相對順延之。  

(四)週期內如有停止教授各系(所)專業必修或專業選修科目者，應主動告知業務承辦

人員，始得相對順延。 

七、本校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屆期未依本要點之規定赴產業完成研習或研究者，

當學年度之教師評鑑不予通過。 

八、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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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

障處理要點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

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配合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獎助生權

益保障指導原則」

(106.05.18)修訂 

一、 環球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

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

助理之勞動權益，特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及勞動

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

則】)，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

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一、 環球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

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

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特依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

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

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及勞

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

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

導原則】)，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學

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刪除學習型相關條

文 

刪除「勞動型」用

詞 

 

二、 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理與本

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對價報酬之

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其認

定原則依指導原則辦理。如屬承攬

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則另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理，分

為「學習型」與「勞動型」學生兼

任助理兩類： 

(一) 「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

校學生依處理原則第四點，擔任屬

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

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教

學助理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

係之活動者，其認定原則依處理原

則辦理。 

(二) 「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

校學生依處理原則第六點，與本校

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對價報酬之工

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其認定

原則依指導原則辦理。如屬承攬或

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則另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師

等)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應以書面

文件確認雙方關係(「學習型」或

「勞動型」)，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

義務。 

刪除學習型相關條

文 

刪除「勞動型」用

詞 

 

刪除 三、 「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從事課程

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

的之範疇如下： 

(一) 課程學習：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

業之條件。 

2.前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 

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 

刪除學習型相關條

文 

刪除「勞動型」用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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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

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

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

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

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 服務學習：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

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

項輔助性服務，包括依志願服務法

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

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

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本校學生從事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

學習為主要目的之活動，其校內審

查程序及作業規範由統籌管理單位

或權責單位另訂之。 

 

刪除 四、 「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於從事課

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之學習活

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該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與前點

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並於授課

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

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 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

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

習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

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

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

之。 

(三) 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課程學習不

得要求學生從事學習活動以外之勞

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四)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

行為。 

(五) 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

領獎助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學習

津貼或補助。 

(六) 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本校應予其權

益保障或相關保險。另針對有危險

性之學習活動，教師應落實其安全

保障。 

(七)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

作權之歸屬，應依下列原則事先協

議之： 

1.著作權歸屬： 

(1)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 

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之教授僅 

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 

刪除學習型相關條

文 

刪除「勞動型」用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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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

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報

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

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 

(2)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授不僅為

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

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

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

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

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

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

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

學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同意後，

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

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學生自身為發明

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

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

權，得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向專利專

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

之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

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

發明人。 

 

三、 學生兼任助理應於到職前一日(不包

括例休假日，如遇例休假日應提前

申請)完成本校兼任助理進用申請

程序，並簽訂勞動契約，始得進用

就任。 

     前項勞動契約內容應明定約用期

間、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內

容、工資、契約終止、權利義務及

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五、「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應於到職前

一日(不包括例休假日，如遇例休假

日應提前申請)完成本校兼任助理進

用申請程序，並簽訂勞動契約，始

得進用就任。 

    前項勞動契約內容應明定約用期

間、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內

容、工資、契約終止、權利義務及

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四、 學生兼任助理如非本國籍學生（即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

區學生等），應於申請進用時檢附

工作許可證，始得申請進用。 

 

六、「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如非本國籍

學生（即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或大陸地區學生等），應於申請進

用時檢附工作許可證，始得申請進

用。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五、 學生兼任助理工資應由用人單位或

計畫主持人依相關規定與兼任助理

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基本工資。 

七、「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工資應由用

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相關規定與

兼任助理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基本工資。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六、學生兼任助理工作酬勞 之給付，依

雙方約定時間核發。 

    如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

原因者，應事先簽請學校同意代墊

款項。 

學生兼任助理工資之給付，應依勞 

八、「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酬勞之

給付，依雙方約定時間核發。 

    如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

原因者，應事先簽請學校同意代墊

款項。 

「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工資之給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25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動基準法規定，每月定期發給，不

得延遲發放，亦不得預扣工資作為

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如有違法或不

當之情事，列入違規紀錄提送懲

處。 

    付，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每月定

期發給，不得延遲發放，亦不得預

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如

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列入違規紀

錄提送懲處。 

 

七、學生兼任助理之工作時間、工作場

所、工作內容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依業務或計畫需要，與兼任

助理雙方議定之，並載明於勞動契

約。 

    因工作需要，用人單位、計畫主持

人或學生兼任助理應事先指派或申

請加班，並應檢附核定之約用助理

人員加班指派申請單，始得延長工

作時間(加班)，並得申請擇日補休

或加班加給。如未依規定完成核定

程序者，不得視為加班，亦不得申

請擇日補休或加班加給。加班規定

須依勞動基準法辦理。 

 

九、「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之工作時

間、工作場所、工作內容等由用人

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業務或計畫需

要，與兼任助理雙方議定之，並載

明於勞動契約。 

    因工作需要，用人單位、計畫主持

人或「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應事

先指派或申請加班，並應檢附核定

之約用助理人員加班指派申請單，

始得延長工作時間(加班)，並得申

請擇日補休或加班加給。如未依規

定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加

班，亦不得申請擇日補休或加班加

給。加班規定須依勞動基準法辦

理。 

    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正常工作時

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

超過 40小時；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

得超過 4小時，一個月不得超過四

十六小時；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

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每七日中至

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簡化條文 

八、學生兼任助理之例休假、請假、特

別休假等應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請

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如有請假或調移工作時間之

情事，應事先完成請假或調班手

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

頭報告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或

委請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十、「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之例休假、

請假、特別休假等應依據勞動基準

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如有請假或調移工作時間

之情事，應事先完成請假或調班手

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

頭報告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或

委請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九、學生兼任助理之出勤、加班及請休

假應實際親自簽到退或記載，並由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勞動基準

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負責管理監督，

且出勤紀錄表應逐日記載其出勤情

形至分鐘及其請休假類別。 

    前項出勤紀錄表應保存至少五年。 

十一、「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之出勤、

加班及請休假應實際親自簽到退或

記載，並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依勞動基準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負責

管理監督，且出勤紀錄表應逐日記

載其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其請休假類

別。 

    前項出勤紀錄表應保存至少五年。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十、學生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用人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

關研究成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

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 

十二、「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協助或參

與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

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

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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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著作財產權，亦即本校享有著作權法第

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重製、改

作、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等專有權

利，著作人格權仍屬學生所有。 

(二) 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

本校。 

著作財產權，亦即本校享有著作權法第

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重製、改

作、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等專有權

利，著作人格權仍屬學生所有。 

(二) 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

本校。 

 

十一、學生兼任助理之監督、 考核、管

理或獎懲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自行辦理。 

十三、「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之監督、

考核、管理或獎懲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

持人自行辦理。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十二、學生兼任助理到職就任時，本校

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

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就

業保險法」等規定，辦理其加保

(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手續，其

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亦應辦理

其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手

續。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費及自提

之勞工退休金，應由本校按月自工

資中代為扣繳。 

十四、「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到職就任

時，本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

「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

條例」、「就業保險法」等規定，辦

理其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手續，其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

亦應辦理其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

退休金手續。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費及自提

之勞工退休金，應由本校按月自工

資中代為扣繳。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十三、學生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

先行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

預告期間提出約用助理人員辭職申

請書，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核

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完成離校

手續。 

     未依預告期間提出約用助理人員辭

職申請書逕行離職者，本校得於其

離職證明書註記違約記錄，另致本

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

償。 

十五、「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如擬於契

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約用助理人

員辭職申請書，經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

完成離校手續。 

    未依預告期間提出約用助理人員辭

職申請書逕行離職者，本校得於其

離職證明書註記違約記錄，另致本

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

償。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十四、學生兼任助理或本校之一方，於

約用期間，如有勞動基準法及本校

相關規定所訂終止契約情事者，得

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或本校之

一方，於約用期間，如有勞動基準

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及本校相關規定所訂終止契約情事

者，得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

理。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簡化條文 

十五、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與學生兼

任助理於約用期間應遵守下列規

範： 

十七、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與「勞動

型」學生兼任助理於約用期間應遵

守下列規範：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十六、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進用或管

理學生兼任助理時，如有違反規定

或不當之情事，進而衍生之費用或

罰則，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自行負責。本校亦將違規不當事項

列入個人紀錄，作為日後升等、獎

勵或計畫申請之參考。 

十八、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進用或管

理學生兼任助理時，如有違反規定

或不當之情事，進而衍生之費用或

罰則，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自行負責。本校亦將違規不當事項

列入個人紀錄，作為日後升等、獎

勵或計畫申請之參考。 

刪除「勞動型」用

詞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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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七、為增進校內和諧及落實學生權益

保障，本校設置「學生兼任助理勞

動權益保障爭議處理小組」(以下

簡稱處理小組)，負責處理下列爭

議事項： 

(一)學生兼任助理對於本校之學習或勞

動之條件或措施或處置，認為有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

時。 

(二)其他學生兼任助理相關爭議。 

十九、為增進校內和諧及落實學生權益

保障，本校設置「學生兼任助理學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爭議處理小組」

(以下簡稱處理小組)，負責處理下

列爭議事項： 

(一) 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型」或「勞動

型」認定之爭議。 

(二) 學生兼任助理對於本校之學習或勞

動之條件或措施或處置，認為有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

時。 

(三) 其他學生兼任助理相關爭議。 

刪除「勞動型」用

詞 

刪除學習型相關規

定 

條次變更 

十八、處理小組置委員九到十三人，由

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代

表、學生事務處代表、教務處代

表、研究發展處代表、學生所屬學

院代表、學生代表及專家學者或律

師組成，並由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召集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代

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由

召集人增聘二至四人為委員，或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 

 

二十、 處理小組置委員九到十三人，由

副校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代表、

學生事務處代表、教務處代表、研

究發展處代表、學生所屬學院代

表、學生代表及專家學者或律師組

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召集

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代理人。必

要時，得視案情需要，由召集人增

聘二至四人為委員，或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 

條次變更 

說明”行政”副校長 

十九~二十二 二十一~二十四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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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修正後) 

環球科技大學第 55 次行政會議(104.10)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 73次行政會議(106.**)訂定 

一、環球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之勞動權益，

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及勞

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理：與本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對價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

從屬關係者，其認定原則依指導原則辦理。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則另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學生兼任助理應於到職前一日(不包括例休假日，如遇例休假日應提前申請)完成本校兼

任助理進用申請程序，並簽訂勞動契約，始得進用就任。前項勞動契約內容應明定約用

期間、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工資、契約終止、權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

事項。 

四、學生兼任助理如非本國籍學生（即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等），應於申

請進用時檢附工作許可證，始得申請進用。 

五、學生兼任助理工資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相關規定與兼任助理雙方議定之，但不

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基本工資。 

六、學生兼任助理工作酬勞之給付，依雙方約定時間核發。如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

殊原因者，應事先簽請學校同意代墊款項。學生兼任助理工資之給付，應依勞動基準法

規定，每月定期發給，不得延遲發放，亦不得預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如有違

法或不當之情事，列入違規紀錄提送懲處。 

七、學生兼任助理之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內容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業務或計

畫 需要，與兼任助理雙方議定之，並載明於勞動契約。因工作需要，用人單位、計畫

主持人或學生兼任助理應事先指派或申請加班，並應檢附核定之約用助理人員加班指

派申請單，始得延長工作時間(加班)，並得申請擇日補休或加班加給。如未依規定完

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加班，亦不得申請擇日補休或加班加給。加班規定須依勞動

基準法辦理。 

八、學生兼任助理之例休假、請假、特別休假等應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

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項人員如有請假或調移工作時間之情事，應事先完成

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頭報告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或委請

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九、學生兼任助理之出勤、加班及請休假應實際親自簽到退或記載，並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

持人依勞動基準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負責管理監督，且出勤紀錄表應逐日記載其出勤情

形至分鐘及其請休假類別。前項出勤紀錄表應保存至少五年。 

十、學生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著作財產權，亦

即本校享有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重製、改作、公開播送及 公開傳輸

等專有權利，著作人格權仍屬學生所有。 



29 

 

(二)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校。  

十一、學生兼任助理之監督、考核、管理或獎懲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  

十二、學生兼任助理到職就任時，本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

休金條例」、「就業保險法」等規定，辦理其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手續，其契約

期滿或中途離職時，亦應辦理其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手續。前項人員應自行負

擔之保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應由本校按月自工資中代為扣繳。 

十三、學生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約用

助理人員辭職申請書，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完成離校手

續。未依預告期間提出約用助理人員辭職申請書逕行離職者，本校得於其離職證明書註

記違約記錄，另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四、學生兼任助理或本校之一方，於約用期間，如有勞動基準法及本校相關規定所訂終止

契約情事者，得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與學生兼任助理於約用期間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兼任助理應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違者議處。  

(二)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三)兼任助理應接受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之指揮監督。  

(四)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如因業務或計畫需要，得調整兼任助理之工作內容、工作時間、

工作場所等工作事項，但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 

(五)兼任助理於工作時間內，非經用人單位獲計畫主持人同意，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兼任助理於約用期間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專業倫理道德，確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及本校相關管理規定。 

(七)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進用兼任助理時，應遵守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法

令 規定，不得有就業歧視。 

十六、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進用或管理學生兼任助理時，如有違反規定或不當之情事，進 

而衍生之費用或罰則，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本校亦將違規不當事項列

入個人紀錄，作為日後升等、獎勵或計畫申請之參考。 

十七、為增進校內和諧及落實學生權益保障，本校設置「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爭議處

理小組」(以下簡稱處理小組)，負責處理下列爭議事項： 

(一)學生兼任助理對於本校之勞動條件或措施或處置，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時。 

(二)其他學生兼任助理相關爭議。本校用人單位、計畫主持人或學生兼任助理對於雙方

關係或該條件、措施、處置有所爭議時，應於該爭議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十日內以

書面向處理小組提出申訴。學生提出申訴前，應由所屬系所(院)、用人單位、計畫

主持人或其他校內勞動主管單位等先行協調處理，並提出書面說明。對於申訴處理

結果，雙方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 

十八、處理小組置委員九到十三人，由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人事主任、學務長、教務長、

研發長、學生所屬學院院長、學生代表及專家學者或律師組成，並由行政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召集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代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由召集人增聘二至

四人為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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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處理小組應於收到爭議之申訴案件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召開會議，除有不受理或中止評

議之情形外，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裁決或評議結果報告。 

二十、處理小組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裁決或評 

議。本校應於作成前項裁決或評議結果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及用人單位或 

計畫主持人。 

二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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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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環球科技大學畢業生流向追蹤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校成立「畢業生流向追蹤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負責審議調查問卷內容、

調查作業計畫、調查報告之評估

與建議。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

行政副校長兼主任委員、教務

長、學務長、研發長、全民教育

處處長和進修院校主任為當然委

員；職涯發展中心主任兼任執行

秘書，餘由研究發展處提報推薦

名單，由校長選任之。 

二、本校成立「畢業生流向追蹤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負責審議調查問卷內容、

調查作業計畫、調查報告之評估

與建議。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七

人，副校長(兼主任委員)、研發

長(兼總幹事)、學務長、教務

長、終身教育處處長和進修院校

主任為當然委員，餘由研發處職

涯發展中心提報推薦名單，由校

長選任之。 

說明”行政”副

校長 

組織調整 

三、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開會時應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有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同意，委員不得由

他人代理。 

三、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二次

會議，每次會議開議時，必須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會，

必須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可決議。 

因畢業生流向

調查每年只進

行一次，故調

整為每學年至

少召開一次。 

四、畢業生流向追蹤時程: 

(一)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5

月起進行應屆畢業生升學、

就業調查。 

(二)畢業一年、三年、五年後流

向調查：每年8月起進行畢業

生畢業一年、三年、五年後

流向調查，並進行分析報

告，召開課程教學相關回饋

會議。 

(三)由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和各

系(科)所共同依實際需求進

行調查。 

 

四、畢業生流向追蹤時程: 

(一)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5

月起進行應屆畢業生升學、

就業調查。 

(二)畢業一年/三年後流向調查：

每年8月起進行畢業生畢業一

年/三年後流向調查，並進行

分析報告，召開課程教學相

關回饋會議。 

(三)由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和各

系(科)所共同依實際需求進

行調查。 

配合教育部，

新增畢業五年

後流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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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畢業生流向追蹤實施要點(修正後) 
環球科技大學第3次行政會議(99.11)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第21次行政會議(101.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33次行政會議(102.11)修正 

環球科技大學第56次行政會議(10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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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次行政會議(106.07)修正 

一、本校為提升「學用合一」和「學以致用」的技職培育人才目標，進行畢業生流向追蹤調

查，了解產業需求、畢業生流向和辦學策略之參考，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畢業生流向

追蹤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成立「畢業生流向追蹤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審議調查問卷內

容、調查作業計畫、調查報告之評估與建議。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行政副校長兼主任

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全民教育處處長和進修院校主任為當然委員；職涯發

展中心主任兼任執行秘書，餘由研究發展處提報推薦名單，由校長選任之。 

三、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委員不得由他人代理。 

四、畢業生流向追蹤時程: 

(一)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5月起進行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調查。 

(二)畢業一年、三年、五年後流向調查：每年8月起進行畢業生畢業一年、三年、五年後

流向調查，並進行分析報告，召開課程教學相關回饋會議。 

(三)由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和各系(科)所共同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查。 

五、畢業生流向追蹤範圍: 

(一)畢業生背景資料：畢業級別、系(科)所、性別、社團經驗、證照張數。 

(二)畢業生流向資料：就業、升學、服役、待業。 

(三)畢業生對職場應用所學滿意度。 

(四)畢業生對職涯自我管理滿意度。 

六、畢業生流向追蹤實施流程如下： 

(一)教務處註冊組協助由系統匯出學生基本資料。 

(二)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製作完成「畢業流向追蹤調查表」，召開系(科)所說明會，

說明執行時程、資料追蹤回報方式、須完成之目標。 

(三)畢業班導師協助進行該班畢業後流向追蹤調查作業。 

(四)系(科)所進行畢業流向追蹤調查結果的質、量化分析統計。 

(五)系(科)所繳交畢業流向追蹤調查質、量化分析統計結果至各學院。 

(六)系(科)所針對分析統計結果，規劃對應方案。 

(七)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彙整並公佈各系(科)所畢業流向追蹤調查分析統計結果，

及各系(科)所規劃對應方案，於下一學年執行。 

七、畢業生流向調查報告經審議核定後，應提供各學院和系(科)所，作為管考畢業生流向重

要指標，並進行後續追蹤，以提升本校學生就業競爭力。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