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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首府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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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國兩處、學務處、教務處、軍訓室及各系所的配合，學校在這兩個禮拜以來，

舉辦許多熱鬧歡樂的活動，使新的一年校園氣氛活絡，校務蒸蒸日上。昨日校務發

展委員會校外委員周燦德委員提出「務實、特色、永續」等概念為修改本校中長程

計畫之具體作法。其中提到應依「ERRC」分別為 Eliminate, Reduce, Rise, Create

之概念編撰中程計畫書之撰寫方向，請各系(所)針對這四項方向作為系所永續經營、

撰寫系所評鑑計畫書的主軸。新的一年，請各學術主管、系主任、所長、院長加強

思考如何將系(所)的特色呈現於評鑑中，並於元月 24 日前完成繳交系所自評計畫

書。 

二、今年本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共 49件，校長期許各位學術主管努力提出申請，

目前國科會 103 年先導型、開發型（第 2 期）及應用型（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自 103 年元月 3 日受理申請，校長鼓勵各系主任至少提出一項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案。 

三、本周四金牌麥克風製作單位到校錄影，歡迎各系主管鼓勵學生踴躍參與。 

四、董事會為感謝全體教職員之辛勞，將於元月二十日中午 12:30舉辦尾牙餐會，餐會

地點於學生餐廳，歡迎本校同仁邀請鄰近高中職伙伴學校貴賓一同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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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財產管理辦法」修正案。(p.4)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算辦法」修正案。(p.11) 

決議：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學務處提案 

主  旨：擬本校 14週年校慶運動會日期更改，提請  討論。 

 說  明：原經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14週年校慶運動會日期為 3月 26日(三)，惟當

日與大專籃球聯賽全國比賽賽程撞期，且體育室因籃球隊男、女生一般組

需派兩名教師帶隊參加大專籃球聯賽，屆時恐無法支援校慶運動會體育競

賽裁判，故擬提更改本校 14週年校慶運動會日期至 3月 25日(二)。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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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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育部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請教務處將修

正內容轉知本校教師周知。 

(二)有關各教學單位之開課課程，如 1月 13日(一)中午 12時前，該門課程開課教

師未填寫課程大綱，請各系主任更換其授課教師，並請教務處將未填寫課程大

綱之教師轉知各系主任。 

(三)請各系主任、教師加強注意學生學習狀況，以減少轉學情形發生。 

(四)有關 101學年度教師評鑑，請各級教評會確實落實審查機制。 

二、教專中心補充報告： 

(一)教專中心 101學年度教師評鑑佐證資料清單更新如下。 

1、 佐證資料清單:參、輔導與服務成績表參一(一)2做修正公告(P10)。 

參、輔導與服務成績表 

一、基本門檻 提供單位 
具證

內容 

申請

單位 

佐證資料

編碼 
備註 

（一）輔導(協助查核或具證單位：學務處及系所中心等) ※此部份二擇一列入計分 

1.  

確實執行依職務規定應擔任之導

師/社團輔導老師/專案輔導老師等

職務，並經評分及格者(若經學生異

議而更替視為未執行)。  

導 師 / 專

案輔導由

心輔組提

供 

擔任

名單

以及

未確

實執

行名

單 

教專

中心 

參-一

-(一)-1 

參-一

-(一)-2 

-- 
社團由課

指組提供 

2.  

確實執行依系所修業規定之學生

實習、畢業專題、就業輔導、證照

考試或升學輔導等工作(需經教學

單位認可，並附有具體佐證資料)。 

各系所中

心 

2、研究成績表 

以台灣首府大學申請計畫案:主持人、子計畫持人 100%、共同及協同主持人

50%。請老師、系所教評會、各院教評會、校教評會依上述比例給分。 

3、請系所教評會結束後，將老師原始檔案資料及會議紀綠送院教評會審評(備註:

會議紀綠請送一份到教專中心備查)。 

4、請院教評會結束後，將老師原始檔案資料及會議紀綠請於 103 年 1月 29日前

送回教專中心會整，送校教評審評。 

 

陸、主席結語：(略)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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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首府大學 102 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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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自我評鑑報告

第二次溝通協調會議，已於 12 月 24

日~1 月 8 日至各受評單位進行完畢，

煩請各單位於會議後一周內將會議

紀錄上簽並會辦研發處企劃組。請各

受評單位依委員意見及會議討論修

正報告書，並於 103 年 1 月 24 日前

繳交主管核章紙本及電子檔。 

1 B 

有關自我評鑑計

畫書，請各學術

主管注意系(所)

師資專長是否符

合系(所)特色，

並盡力與教師溝

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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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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財產管理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93年4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9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6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1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3 年 1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財產「最低使用年限」，依行政院「財

物標準分類」，估計其在正常使用情形

下之最低使用年限，但非「使用年限」

一到即可申請報廢；財產報廢在下列情

況時始可填寫「財產報廢申請單」提出

申請：  

１、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且確實無法

使用。  

２、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尚可使用，

唯因科技進步，為教學或研究之必

需而進行汰舊換新，並經逐級簽請

校長核准定案後。  

３、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生災害致不

存在，經簽請校長議處核准定案

後。  

４、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但因教學之

需使用頻繁致損壞無法使用，維修

費用又不經濟且經逐級簽請校長

核准定案後。  

５、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數，雖可使

用但因老舊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第二十五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為至少應使用

年數，但非「使用年限」一到即可申請

報廢；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填寫

「財產報廢申請單」提出申請： 

 

 

１、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且確實無法

使用。 

２、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雖尚可使

用，唯因科技進步，為教學或研究

之必需而進行汰舊換新，並經逐級

簽請校長核准定案後。 

３、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生災害致不

存在，經簽請校長議處核准定案

後。 

４、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但因教學之

需使用頻繁致損壞無法使用，維修

費用又不經濟且經逐級簽請校長

核准定案後。 

５、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數，雖可使

用但因老舊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加註最低使用年

限之定義。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施行。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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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算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03 年 1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專任教師、行政職員兼課及兼任教師授

課時數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計算之。 

一、 專任（含約聘僱）行政職員正常上

班時間（或執行公務期間）不可兼

課，但特殊原因者則須事先簽請校

長核准；非屬上班時間兼課，依程

序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始可

授課，每週以 2 門課（4~6小時）

為限，超授部分不計鐘點。 

二、 兼任教師日間、進修學士班及二技

每週兼課分別以 2 門課（4~6 小

時）為限，且以至少排定 4小時

為原則，並以參加公保者為優先聘

任對象。但兼任全為通識中心課程

者以 8小時為限及兼任課程含假

日課程 2 門者以 11小時為限。 

第二條 

專任教師、行政職員兼課及兼任教師授

課時數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計算之。 

專任（含約聘僱）行政職員正常上班時

間（或執行公務期間）不可兼課，非屬

上班時間兼課，須經單位主管同意後，

依程序送各級教評會審議，經決議通過

者始可授課，每週以 2 門課（4~6 小

時）為限。 

兼任教師日間及進修部每週兼課分別

以 2 門課（4~6 小時）為限，且以至

少排定 4 小時為原則，並以參加公保

者為優先聘任對象。 

文字修正及兼

任教師授課限

制。 

第三條 

各系所專任教師之授課時數應優先滿

足所屬系所教學之需求，並依據本校專

任教師聘約之規定施行: 

一、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

授 8 小時；副教授 9 小時；助理教

授 10 小時；講師 12 小時。 

二、 專任教師兼任本校行政職務者，其

扣減鐘點之計算，依本校相關規定

酌減時數分列如下： 

(一) 校長、副校長之基本授課時

數為 0小時。 

(二) 教、學、總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進修部暨人事

室主任：減授 6小時。 

(三) 其餘一級主管、各學系（所、

學程）主任（所長）、組長、

秘書等二級主管：減授 4 小

時。 

(四) 其他兼任行政工作或有指定

任務者，得簽請校長核定

後，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三、 專任教師正常學制授課時數依下

列規定處理： 

(一) 專任教師在外校兼課須符合

第三條 

各系所專任教師之授課時數應優先滿

足所屬系所教學之需求，並依據本校專

任教師聘約之規定施行: 

一、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

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

授十小時；講師十二小時。 

二、 專任教師兼任本校行政職務者，其

扣減鐘點之計算，依本校相關規定

酌減時數分列如下： 

(一) 校長、副校長之基本授課時

數為 0小時。 

(二) 教、學、總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進修部暨人事

室主任：減授 6小時。 

(三) 其餘一級主管、各學系（所、

學程）主任（所長）、組長、

秘書等二級主管：減授 4 小

時。 

(四) 其他兼任行政工作或有指定

任務者，得簽請校長核定

後，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三、 專任教師正常學制授課時數依下

列規定處理： 

(一) 專任教師日間及進修部每週

刪除進修部暨四

個字 

 

專任教師兼任本

校行政職務之減

授鐘點修正。 

 

專任教師在外校

兼課條件。 

 

專任教師超鐘點

修正。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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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定並事先經校長同

意，且每週不得超過 4小時。 

(二) 專任教師日間及進修部每週

校內、外授（兼）課合計超

支鐘點數，以不超過 4 小時

為限，超過規定之鐘點數部

分，不支鐘點費；但因特殊

原因，簽准核可者不在此

限，本校超授鐘點以專任教

師為優先。 

(三) 專任教師合乎規定之校內超

鐘點數，可於下一學期扣抵

並繳回不足之鐘點數；不足

鐘點數亦可於下一學期補足

為限（連續兩學期合併計

算）；本校基本授課時數不足

者，得以進修學士班鐘點補

足，併計後仍不足者，依其

鐘點費標準扣減薪資，惟教

師若未達基本授課鐘點且情

形嚴重者依「台灣首府大學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處理辦

法」辦理。 

校內、外授（兼）課合計超

支鐘點數，以不超過 4 小時

為限，超過規定之鐘點數部

分，不支鐘點費；但因特殊

原因，簽准核可者不在此

限，本校超授鐘點以專任教

師為優先。 

(二) 專任教師合乎規定之超鐘

點，可於下學期扣抵不足鐘

點；不足鐘點數亦可於下學

期補足（連續兩學期合併計

算）；本校基本授課時數不足

者，得以進修部鐘點補足，

併計後仍不足者，依其鐘點

費標準扣減薪資，惟教師若

未達基本授課鐘點且情形嚴

重者依「台灣首府大學專任

教師授課時數處理辦法」辦

理。 

第四條 

專任教師超鐘點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每

學期實際授課發給 18週；授課未滿 18

週者將依實際上課週次核計，但如因未

能成班者則不核發鐘點費。 

第四條 

專任教師超鐘點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每

學期實際授課發給 18週；課程未滿 18

週者將依實際上課週次核計，但如因未

能成班者則不核發鐘點費。 

 

第七條 

專、兼任教師正常學制授課鐘點費支給

標準，如本校教師正常學制鐘點費支給

標準表。 

推廣教育處辦理之推廣教育或學分班

等課程，其授課時數及鐘點費等標準另

訂之。 

第七條 

專、兼任教師正常學制授課鐘點費支給

標準，如本校教師正常學制鐘點費支給

標準表。 

推廣教育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或學分

班等課程，其授課時數及鐘點費等標準

另訂之。 

 

 

本校教師正常學制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類別 
支給數額(單位：新台幣/元)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二技專班 

教授 795 830 

副教授 685 710 

助理教授 630 665 

講師 575 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