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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02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陳響亮校長    紀錄：陳瑩達、葉明芬 

出(列)席人員：行政、學術一級主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本次是 102學年度第 1學期之行政會議，非常高興有深具法學涵養之人事室兼法務

處辜主任、教學用心又熱誠之工管所傅所長、業界經驗豐富的企管系陳主任等新夥

伴加入。 

二、非常感謝各系所主管、行政單位主管在寒假協助本校制定特色課程、擬定招生策略

及協助招生等各種事項，尤其是副校長、公關室、研發長、學發處長等各處室同仁

提供諸多意見更是不遺餘力。另外，更感謝各系所主任熬夜趕工之辛勞，使本校招

生簡章大幅更新，更能展現各系之特色課程並且更具吸引力。 

三、本學期將招生與評鑑納為兩大重點，本席期許行政團隊及系主任能帶領導師進行課

程改革、招生活動、學生輔導等活動之動員，也殷切期待站在第一線之導師能主動

積極的配合參與。另外，為使各項會議之決議落實，懇請一級主管確實執行外，更

要主動提出構想、策略、考核、追蹤、落實，並納入執行規劃。 

四、校慶是本校近期重大集會，由各處室一同籌備參與，系主任當日也會有變裝秀引導

學生入場。然而，各系所與相關單位須一同配合掌握學生動員人數並鼓勵學生參與，

此次動員正可作為教導學生生活基本教育之良機。期許大家共同努力，使當日與會

嘉賓能看到本校學生精神抖擻、積極進取之精神。 

五、最後一個議題較沉重與震撼，本校曾參與毛豆公主選拔、木棉花小姐選拔、親善大

使團成員等多位優秀同學有轉學之情形，所幸公關室與教官室努力慰留，將多位同

學留下。希望各系主任與導師應主動積極關切學生之生活難題，例如有學生持續未

到課，應啟動本校之輔導機制，設法協助學生完成學業。希望由院協助所屬系所每

個月定期召開導師會議，輔導每位導師順利完成班級經營。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確認通過。 

參、會議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一、研發處表示感謝已繳交自評報告書之系所，並已將其報告書送審，俟審查結果再行

決議是否進入下一階段。另，尚未繳交之四個系請盡快繳交。 

二、校長指示，本校即將面臨之評鑑應嚴正看待，請系主任及所屬教師共同協助，最慢

四月中旬調整完畢。而招生後隨即面臨評鑑問題，盼各系所主管屆時排除外務、避

免授課鐘點數過多，以應付評鑑。 

 

貳、業務報告： 

一、各單位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本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詳如附件 1(頁 4)。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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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修正案。(附

件 2，頁 5)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人事室提出各單位在下一次行政會議前有其他的「重大會議」，請簽送人事室、副校

長、校長簽定。 

決議：校長指示，這是一個頗合理的方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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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校慶活動，校長懇請國兩處、學發處協助補助，會後商議協調。 

(二) 校長指示有關工讀生服務品質的提升宜提供職前的教育訓練，請學務處辦理

「工讀生職前訓練」。 

(三) 校長指示研發處，未來產學案可由教補款預留一些當作老師申請時的配合款。 

(四) 校長指示有關「港澳聯招會有 97 位個人申請我們學校」，各系主任、老師需

要非常用心、用力的邀請、聯繫。並請國兩處提供聯繫的時程、溝通的範本或

SOP 等供各系聯繫時參考使用。 

(五) 校長指示，請推廣教育處有關與澎科大的合作聯盟請跟進。 

 

 

陸、主席結語：(略)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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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3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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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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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主管核章紙本及電子檔。目前尚未繳交

之單位：健康系、休資系、休管系、應外

系，惠請上述單位於 2 月 21 日前繳交。 

二、 幼教系；旅館學程，計於 2 月底

繳交修正之自評報告書。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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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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首府大學「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100 年 2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8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2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考

量下列原則： 

一、參酌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並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各項

規定。 

二、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特

色及考量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

配及使用效益。 

三、符合校內外專業評鑑單位之標準，

並因應評鑑結果。 

四、減招、停招、裁撤後學生受教權之

保障。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考

量下列原則： 

一、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二、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特

色。 

三、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之需

要。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之辦學成效及校內

外競爭力。 

五、減招、停招、裁撤後學生受教權之

保障。 

1.文字修訂。 

2.原條文規定不

明確，爰重新修

正教學單位進行

增設及調整時之

考量之事項。 

 

法

規

會

修

正

版

本 

第四條 

各學系(所)如因第三條各款原則

需整併或停招，由各學系主動或由

校長指定相關學院或單位會商予

以整併或停招。會商結果提送教務

處彙整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

議。 

 

各學系(所)自行透過系務會議決

議調整(分組、更名、整併、停招)

者，得敍明具體理由及教師學生相

關權益之因應計畫，提院務會議審

議後送交教務處依相關流程辦理。 

第四條  新增與調整案依下列方式提

出申請：  

一、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

議通過後，由院向教務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教務處提

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教務處提

案。  

四、院之調整案，由相關單位共同決議

向教務處提案。  

五、教務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

動提案。 

原條文之提案單

位不符合現況，

爰修正本條文。 

 

原

提

案

版

本 

第四條 

各學系(所)如因第三條各款原則

需整併或停招，由各學系主動或由

校長指定相關學院或單位會商予

以整併或停招。會商結果提送教務

處彙整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

議。 

 

各學系(所)自行透過系務會議決

議調整(分組、更名、整併、停招)

者，得敍明具體理由及教師學生相

關權益之因應計畫，提院務會議審

議後送交教務處彙整後，提報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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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本校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

案應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四條規

定提出申請。各案計畫應依教務處

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

實具體，並應書明畢業學生就業現

況、評鑑成績、師資、學生人數、

課程資料、招生名額分配、空間設

備、與經費需求等項目之來源或因

應措施。 

二、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

議決議，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

家學者針對提案先行評估審查。 

三、各項提案由教務處彙整後，依序經

本校總量審查會議、校務發展委員

會、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提報教育部審核。 

第五條  新增與調整案依下列流程辦

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四條規

定提出申請。各案計畫應依教務處

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

實具體，並應書明人力(包括教

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作人員之

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等

項目之來源或因應措施。 

 

二、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

議決議，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

家學者針對提案先行評估審查。 

三、各項提案由教務處召開校內總量審

查會議，依學校整體發展需求並經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送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核。 

配合「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第九

條規定修正計

畫書內容。 
 

第六條教學單位之增設調整及招生名

額依以下原則審查，若學系

(所)不符合下列條件者，應由

教務處召開總量審查會議檢

討調整該學系(所)招生名額

或學系(所)組織調整之可能

性。 

一、共同原則：院、系、所、學位學

程之調整首應考量對學校校務

發展及財務收支影響等因素，並

符合教育部師資質量及其他相

關規定。 

二、新生註冊率:最近一學年系(所)

新生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應

高於七成。 

三、留班率:最近一學年該系(所)新

生留班率應高於八成。 

 新增第六條，明

訂本校總量審

查會議審查之

原則。 
 

第七條 教育部於 9月核復本校招生總

量後，各教學單位招生名額若

需調整由行政會議決議。 

第六條 教育部於 9月核復本校招生總

量後，各教學單位招生名額若

需調整由行政會議決議。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減招、停招、裁撤之教學單位，

原聘之教師、研究人員、職員、

技術人員等之身份變動，依人

事相關法規辦理。 

第七條  減招、停招、裁撤之教學單

位，原聘之教師、研究人員、

職員、技術人員等之身份變

動，依人事相關法規辦理。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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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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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1.文字修訂。 

2.條次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