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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 10 時 40 分 

地點：致宏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許光華校長                                                     紀錄：蔡宗達 

出(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無) 

貳、提案討論：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則」修正案。提案單位：教務處(附件一，頁 4) 

決議：暫時保留，待下次校務會議提案再審議。 

二、本校部份學術單位之班制裁撤案。提案單位：教務處。(附件二，頁 5)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校 107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規劃案。提案單位：教務處。(附件三，頁 7)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校教育與設計學院擬於 107 學度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申請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附件四，頁 8) 

決議：投票表決未通過。 

附帶決議：請黃耀儀主任與賴國文主任進一步審慎規劃課程內容，並找國兩處處長、

研發長與教務長一起討論，希望下次提出更好的計畫。 

五、本校旅館管理學院擬於 107 學度新設「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

案單位：教務處。(附件五，頁 9) 

決議：通過。 

附帶決議：請餐旅系對於計畫內容繼續修正以求完整。 

六、本校休閒產業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擬於 107 學度新設「國際企業管理暨人力資源培育學

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案單位：教務處。(附件六，頁 10) 

決議：表決未通過。 

附帶決議：請企管系充分研究討論後再提出。 

七、本校休閒產業學院休閒管理學系擬於 107 學度增設「碩士在職專班」申請案。提案單

位：教務處。(附件七，頁 11) 

決議：照案通過。 

八、本校擬申請 106 學年度教育部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案。提案單位：性平會。(附件八，

頁 12) 

決議：照案通過。 

參、各單位補充報告： 

一、校長： 

(一) 設立學位學程要考慮：1.媒體都會公告招生人數，若招得不好會很難看；2.國內

與海外招生要請學發處與國兩處針對招生把握度做討論；3.參酌校發會委員意

見。 

(二) 第四案，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未通過，可考慮以

學分學程來運作。 

(三) 我們校慶非常熱鬧，晚會節目辦得一級棒，很多人晚上還搶不到位置，非常感

謝學生會的幫忙，也要請學務處提出有功人員來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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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制定時，有時候需要由下而上，也需要由上而下，這過程可能需要來來回

回很多次才決定，我們組織如果能夠這樣做，就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學校。 

(五) 學校老師還有很多潛能未發揮，希望在校長、副校長們看不到的地方，大家能

發揮主動的精神把能力秀出來讓校長、副校長們知道。 

二、鄭副校長： 

思考新設「國際企業管理暨人力資源培育學士學位學程」之設立申請案時，要先釐

清是國際-企業管理或是國際企業-管理，在報部審核時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 

三、戴副校長： 

(一) 設立學位學程最主要還是要考量能否可招到學生為優先要務。 

(二) 新增學位學程報教育部不用送計畫書。 

四、研發處： 

(一) 校務發展委員會針對第四案之學士學位學程有以下建議：東亞與東南亞目標不

同，建議申請學程前先鎖定目標國家、申請學位學程容易受到總量管制影響，

建議先從學分學程開始實行。 

(二) 關於第五案設立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方面，因餐飲食品安全與餐旅

的課程規劃差異頗大，建議先審視目前學校師資、設備以及對未來招生市場需

求與投入的資源做數據分析再決定。 

五、國兩處： 

我們學校的印尼與馬來西亞學生最多，未來如果要安排學生畢業後去就業，我們在

印尼方面比較有著力的空間，建議第三語言希望以印尼語或馬來語為主等東南亞語

言為主。 

六、推廣處： 

(一) 設置研究所針對重點領域，要考慮師資結構是否能支撐，有關食品溯源開設碩

士班主要目的應該是奠定社會地位與學術地位或開拓人脈。 

(二) 食品溯源是旅館管理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現今我們並不做檢驗這一部分，也

沒有能力做這個部分。 

七、烘焙系黃主任： 

關於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是結合應外系的日語組與通識中心

韓語的師資能量與越南語而設立。選擇越南語是根據政府新南向政策中初步報導越

南台商希望其子女就讀設有越南語科系的學校，而目前只有虎科大與高雄大學有設

立越南語科系。 

八、應外系賴主任： 

關於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若要招 30 位學生沒有問題，但要

達到 40 位須加油。未來三年後，還有把握可招到 30 位。 

九、企管系陳主任： 

以休閒產業學院院長的構想來說，新設「國際企業管理暨人力資源培育學士學位學

程」，招生對象是是以台商子女為主。 

十、餐旅系李主任： 

(一) 有關新設「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我們課程安排在食品安全來說是

聚焦在旅館業的溯源與自主風險控管，並沒有牽扯到檢驗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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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為旅館學院畢業學生很多都想繼續研讀碩士班，另外還有一些畢業生在高中

職任教，他們是以技術專長去任職的，他們也都需要進修碩士班，所以我們在

招生這方面是很有把握的。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 

陸、散會：106 年 5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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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一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因應本校教務章則之修訂及建議修正之內容，擬提出修改學則部

分條文內容。 

二、 本案經106年4月26日所召開之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法規會

議審議通過，如經本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後續依規定程序提報教

育部。 

辦法 如附件A 

決議 暫時保留，待下次校務會議再審議。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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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首府大學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二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部份學術單位之班制裁撤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經查本校已停招之班制且已無學生（包含休學中）如下表。 

序號 單位名稱 班制 停招學年度 備註 

1 休閒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 已無學生 

2 
觀光事業管理學

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 已無學生 

3 
健康與美容事業

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3 已無學生 

4 
健康與美容事業

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3 已無學生 

5 財務金融學系 進修學士班 99 已無學生 

6 
商品開發與設計

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4 已無學生 

7 
數位娛樂與遊戲

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99 已無學生 

8 工業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 99 已無學生 

9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104 已無學生 

10 
資訊與多媒體設

計學系 
碩士班 105 已無學生 

11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06 已無學生 

12 

美術工藝文化創

意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 

日間學士班 106 已無學生 

二、 本案業經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教

務會議、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105學年度第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105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若經

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後續依規定程序提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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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決議 照案通過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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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三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107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規劃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各學制於 106 學年度前已核淮寄存名額數分別為：日間學制

學士班 905 名、進修學制學士班 617 名及二年制在職專班 110 名。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10 日所召開之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會議

審議及 106 年 5 月 11 日所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

會議審議決議，107 學年度各班制招生名額分別為碩士班：36 名、

日間學士班：695 名及進修學士班：149 名。 

三、本案若經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後續須於 5 月底前完成總量第

一階段報部作業。 

辦法  

決議 照案通過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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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台灣首府大學105學年度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四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有關本校教育與設計學院擬於107學度新設「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

學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因應政府「新南向政策」人才培育之需求，以及本校院發展之整

體考量，教育與設計學院將結合本校應用外語學系、休閒產業學

院及旅館管理學院現有之資源、設備及辦學經驗，新設「東亞語

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二、 檢附教育與設計學院「東亞語言暨旅遊發展學士學位學程」之計

畫書。 

三、 本案業經106年3月30日所召開之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106年4月11日所召開之105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論，本議案若經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後續依規定程

序提報教育部。 

辦法 如附件B 

決議 

未通過，請黃耀儀主任與賴國文主任進一步審慎規劃課程內容，要找

國兩處處長、研發長與教務長一起討論，希望下次提出更好的計畫，

先以校內學分學程方式運作。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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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五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有關本校旅館管理學院擬於107學度新設「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申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院主管

會議（106年3月9日召開）決議辦理。 

二、 本院擬申請設立「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希望能提供

對於餐飲食品安全領域有需求支應屆學生與在職人士或教師，一

個能實際進階專業領域的學習課程。 

三、 本班之設立緣由，為能充實學生本身的知能與內涵之外，且強化

系所內師生與業界人士的聯繫，並透過學術研討與產學研究合作

的方式，促進師生與業界的互動與交流，並提升旅館業餐旅食品

安全。 

四、 本班成立之宗旨，已培育餐飲業食品安全製作與風險管理專業素

養等人才為教學之首要目標，課程設計涵蓋落實餐飲食品安全的

自主管理教育及餐飲業食品安全的風險控管之知識與技能。 

五、 檢附旅館管理學院「餐飲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計畫書。 

六、 本案業經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106年4月

11日105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本議案若經議決通過

後，後續依規定程序提報教育部。 

辦法 如附件C 

決議 通過。附帶決議：請餐旅系對於計畫內容繼續精進。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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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6日 

 

編號 第六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有關本校休閒產業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擬於107學度新設「國際企業

管理暨人力資源培育學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臨時院

務會議（106年3月27日召開）決議辦理。 

二、 為了實踐政府推行之「新南向政策」，擴展及深化東協、南亞等重

點國家，讓台灣企業增加投資，加強與東南亞與南亞國家在人力

資源、產業、投資、教育、文化、觀光與農業的雙邊互動與合作，

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三、 本學位學程提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讓青年學子

擁有「經貿管理｣、「文化理解｣及「語言溝通｣等能力面向，加強

對東南亞各國的理解與認知，培育東南亞青年學子的專業及華語

能力，也提供國內青年學子赴東南亞地區深度歷練的機會。 

四、 檢附休閒產業學院「國際企業管理暨人力資源培育學士學位學程」

之計畫書。 

五、 本案業經106年3月30日所召開之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106年4月11日所召開之105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論，本議案若經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後續依規定程

序提報教育部。 

辦法 如附件D 

決議 未通過，此案先保留，請企管系充分研究討論後再提出。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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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七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有關本校休閒產業學院休閒管理學系擬於107學度增設「碩士在職

專班」申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考量休閒管理學系碩士班之生源結構與未來發展性，故申請設立

「休閒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藉以提供在職人士多一進修管

道。 

二、 檢附休閒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之計畫書。 

三、 本議案若經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後續依規定之行政程序辦

理並提報教育部。 

辦法 如附件E 

決議 照案通過。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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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台灣首府大學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委員會     提案日期：民國106年5月24日 

 

編號 第八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擬申請106學年度教育部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臺教學(三)字第1060041973號函，須於106年5月31日

（星期三）以前檢具相關資料函報教育部。 

二、 該計畫係依據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

辦計畫辦理（計畫目的在於研擬訂定方案計畫、規定及資源分配

時，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提升學校教育人員之性別平等意識，

落實性別平權及友善之校園環境）。 

三、 本案於106年5月3日所召開之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議

審議通過。若經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後續將依規定流程提

報教育部申請。 

四、 檢附本校申請計畫。 

辦法 如附件F 

決議 照案通過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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