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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首府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2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至 3時 40分 

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陳響亮校長                                            紀錄：詹琬渝 

出(列)席人員：行政、學術一級主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感謝總務處用心規劃聖誕燈飾、布置，使校園內充滿聖誕節的歡樂氣氛，在此也祝

賀大家聖誕節快樂。 

二、今日參加國兩處辦理之境外生師生座談會，學生提出許多問題，感謝總務長親自回

應，有關學生生活機能改善事項，校長期許各單位應提出最快最迅速且實質性的改

善措施，以提供學生最好的學習生活品質。 

三、國科會計畫致截止收件日期尚有一周，希望各位教師百忙抽空提出計畫案申請，也

是為各位教師之學術生涯、學門領域，建立深厚學術基礎，留下具影響力的著作。 

四、有關少子化委員會請秘書長陳研發長宗韓及總幹事蔡院長易縉一同研擬議題並召

開會議討論。 

五、請各單位辦理校內重要活動及講座，請先與校長說明活動時間及活動內容，如校長

無法出席，校長亦將協請校內一級長官代表出席。 

 

貳、業務報告： 

一、本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詳如附件 1(頁 4) 

二、各單位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參、提案討論： 

 

肆、臨時動議： 

一、公關室提案 

主  旨：當前，年輕人上網、玩手機的機率比看報紙及電視高，而網路行銷是時下

對年輕人最佳的宣傳方式，為增進招生效益及形象提升，特訂定本網路行

銷實施要點，請相關單配合辦理。 

說  明： 

一、任務分工： 

(一)專頁管理單位－校長室、電算中心、研發處就業輔導組、學發處、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公關室 

(二)核檢單位－公關室、研發處就業輔導組 

二、行銷宣傳方式 

(一)入口網站宣傳：YAHOO奇摩網、酷哥 Google、Hinet入口網等。 

(1)付費方式，由公關室及學發處，視招生或提升形象的需求，做

付費式的廣告；配合入口網站的新聞需求，目前公關室已與

東森電子報(ETTODAY)、悠遊台南新聞網及壹凸新聞網，做置

入式的新聞報導，由公關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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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費方式，各單位、系所配合新聞議題，舉辦活動，再由公關

室寫成新聞稿方式，配合行銷。 

(二)免付費交流網站：facebook、line等，由粉絲專頁管理單位，組

成台首大專區，推派一負責人，定期將新訊息貼在網站上；(1)

課外活動組可貼學生活動訊息。(2)公關室則可貼相關的新聞訊息。

(3)學發處則可貼招生訊息，及做 Q&A的交流。(4)就業輔導組刊

登職缺徵才資訊。 

(三)其他網站宣傳：各校高中職網站連結與交流，由電算中心、學發處

及課外活動組密切注意可供連結及交流網站(如 PPT等)，適時加

入連結。 

決議：照案通過。 

二、學務處提案 

主  旨：台視「金牌麥克風」節目到校錄影，各單位配合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台視「金牌麥克風」節目，將於 103年 1月 9日到台灣首府大學，

圖資大樓六樓羽球館進行錄影，各單位配合事項，請於 1月 8日

止完成。 

(二)相關單位及配合事項，如附件一、二所示(頁 5)。 

(三)本校參賽選手名單如附件三(頁 7)，相關流程如附件四(頁 8)，請

各單位參考，因當日可錄製學校或各系所介紹(表演節目)，如需

請電視台錄製，請事先告知學務處課外組。 

(四)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與課外活動組聯絡，本組將儘快提供協助。 

決議：1. 照案通過。 

      2. 有關金牌麥克風開場表演，請三院院長各提一項本校特色表演節目(約一 

         分鐘)，經討論後再決議。 

 

伍、補充報告、建議或需要其他單位配合事項： 

一、校長補充報告： 

(一)有關參訪東方設計學院後，校舍建築和校園景觀融合各系特色之相關規劃及舉

辦研討會等事項，請各負責規畫之主持人開會研擬方案。 

(二)請各系主任麻煩轉告導師，學生如提出休學(轉學)申請單，請務必了解學生休

學(轉學)問題，並加強慰留。 

(三)有關境外生提出班上台灣同學似有不友善之舉動，請國兩處協助擬稿發於全校

同學，呼籲同學們以友善、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境外生，以建立本校友善

校園之學習環境。 

二、國兩處補充報告： 

(一)台灣首府大學國際日暨歡送大陸研修生活動 

1、擬於 104 年 1 月 8 日舉辦國際日暨歡送大陸研修生活動，除本校師生外，

並邀請鄰近高中職學校參與。 

2、國際日活動時間為下午 3:30-4:30，地點為咖啡廳前廣場；晚上 6:30 為大

陸研修生來台學習心得發表，地點為國兩處旁「境外生自學中心」。歡迎各

位教師蒞臨參加。 

三、教專中心補充報告： 

(一)101學年度教師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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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學年度教師評鑑已啟動。 

2、教師自評資料彙整與作業期程:102 年 12 月 23 日~103 年 1 月 17 日須完成

系評，103年 1月 29日前須完成院評，請各系所主管告知系上全體教師。 

3、教專中心於 12 月 25 日(三)及 12 月 26 日(四)下午 16:30 舉行「教師評鑑

說明會」，系上如有第一次參加教師評鑑之教師，請各系所主管轉知系上全

體教師參加。 

 

陸、主席結語：(略)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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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首府大學 102 年 12月份行政會議指示事項暨繼續列管案件辦理情形表 

編號 決議及指示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指示

層級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解除列

管日期 
備註 

102091107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前置作業時

程進度報告。 

研發處 

一、 各受評單位新修指標的自評報告

初稿皆已完成，規劃於 12 月 18 日

~1月3日至各受評單位進行第二次

校內書面初審溝通協調會議，以利

後續複審事宜。 

1 B 

1.請研發處將評鑑中

心新聞稿資料分送於

各系(所)主任參閱。 

2.請系主任帶領系上

全體教師配合完成自

評報告書撰寫。 

  

ⓞ指示層級：1-校長  2-副校長  3-主任秘書 

ⓞ處理等級：A-已執行完成  B-辦理中  C-尚未辦理  D-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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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需求 單位、地點 配合單位 

羽球館椅子 700張 總務處、體育室(協助) 

藝人休息室 圖資 706 餐旅系 

選手休息室 國際會議廳 事務組 

冷氣卡 24小時，9張(含 8、9 日 2天) 學生會 

藝人休息室椅子 15張 餐旅系 

藝人休息室桌子 3張 學生會 

評審用椅子 3張 公關室 

校長 致詞 3分鐘 校長 

美女觀眾 20人 學生會+親善 

1/9中餐 100份(95葷,5素) 學務處 

1/9晚餐 135份(130葷,5素) 友松娛樂 

1/9宵夜 110份(105葷,5素) 學務處 

水 8箱 生輔組 

停車位 12個 生輔組 

延長線 數條 課外組 

觀眾、加油團 700人 全校師生(選手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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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單位 配合事項 

校長室 校長致詞 3分鐘 

總務處 

羽球館椅子 700張 

選手休息室(國際會議廳) 

體育室 協助總務處椅子安排 

學務處 

1/9中餐、宵夜訂購 

水(8箱)、停車位(12格) 

延長線(數條) 

課外組統籌 

公關室 

評審用椅子(3張)、海報 

集訓 10位參賽選手 

校園錄影拍攝 

學發處 協助宣傳鄰近之高中職校 

餐旅系 

藝人休息室(圖資 706) 

藝人休息室椅子(15張) 

各學系、進修部 開場表演節目、師生觀眾、加油團(看板) 

學生會 冷氣卡、美女觀眾、現場導引 

親善大使團 美女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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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系級 姓名 

餐旅系進修部四 戴晏青 

餐旅系二 陳怡潔 

餐旅系一 許哲維 

餐旅系一 吳俊傑 

幼教系四 李映築 

幼教系三 洪愷德 

休閒管理系三 陳柏憲 

休資系二 蔡旻晏 

觀光系三 林暐凱 

應用外語系三 馮聖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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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金牌麥克風 全國校園徵選 錄影時間表 ★★★ 

第三十八站 台南 台灣首府大學  

主持人：蔡昌憲(暫定)   評審：品冠(暫定)、黃子佼(暫定)、蕭閎仁(暫定) 

 

 

01/ 08(三) 

硬體進場 

12:00 輝影 Truss+LED、黑地毯進場 

15:00 旭麗燈光進場 

17:00 硬體測試 

01/ 09(四) 

硬體進場 

彩排 

錄影 

09:00 聯立音響、旭麗燈光、鴻州發電機、評審底台進場 

07:00 

(1)友松人員     二館門口出發 

(2)梳化妝 

(3)台視工程班 (導播 AD 燈光 音控 攝影) 

(4)外聘-攝影單機 

07:30 台視門口載工程人員與機具 

11:30 

(1)友松工作人員到、進道具＆整理休息室布景輸出搭設 

(2)台視攝影 OB 車組、CRANE 手臂進場 

(3)拍 VCR 的參賽者到 

(4)舞台搭台、評審桌底台搭建、攝影高台搭建 

12:30 
(1)友松工作人員與學生會開錄前會 

(2)校園美女 

13:00 
(1)所有參賽者到 

(2)樂隊老師到場 

14:00 
(1)總彩排 

(2)主持人到 (暫定)  大 OPEN - VCR 拍攝 

15:30 觀眾、親友團排隊 

16:00 評審到達、觀眾進場 

17:00 

~ 

17:30 

正式錄影 (會依現場觀眾入場情況做錄影開錄時間微調) 

21:30 錄影結束  撤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