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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13 時 30 分 
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許光華校長                                                   紀錄：蘇于涵 
出(列)席人員：行政、學術主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無)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確認通過 

參、會議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無追蹤列管事項。 

肆、提案討論 
一、本校「專任教師校內轉任申請要點(草案)」審議案，提請 討論。(附件一，頁 4) 

決議：修正後通過 

二、本校「105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審議案，提請 討論。(附件二，頁 5)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三、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附件三，頁 7) 
決議：修正後通過。 

伍、業務報告 
一、 各單位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 各單位補充報告： 

(一) 校長： 
有關團體保險部分，請人事室就去年研擬之相關資料及內容，以及今年所提供

之保險內容，於會後再做深入討論及說明。 
(二) 萬副校長： 

去年推動的碩士班「4+1 制度」僅一人通過申請，今年請各系主任多加協助推

動，鼓勵應屆畢業生申請。 
(三) 教務處： 

本校之學院組織調整，自 105 學年度(105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調整為「教育與設

計學院」、「休閒產業學院」、「旅館管理學院」。 
(四) 學務處 

1. 本處將持續推動校園整潔及登革熱防治運動，於每週五下午三時進行廣播宣

導，請各位同仁務必隨時整理及維護環境清潔，以維持校園整潔。 
2. 105 學年度導師時間之上課時間，請各系所根據系上預計之排課時間，挑選

合適時間後回覆本處。 
3.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105 年 6 月 18 日舉行，預計參加畢業典禮之畢業生

總數共 857 人，目前畢業服租借數為 800 件。請各系所協助督促學生，如尚

未租借畢業服者，儘快向總務處聯繫租借。 
4. 根據近期新聞報導，有大學因宿舍管理不周致學生絕食抗議事件。本校宿舍

設有完善的請假制度，並有舍監加強宿舍管理，定能有效防止類似事件之發

生。 
(五) 研發處 

1. 本處已排定於 105 年 6 月 22 日參加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成果展，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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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報參展。此外，當日會簽定「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聯盟」合

作備忘錄，煩請校長出席。 
2. 科技部 105 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已於 5 月 26 日公布核定結果，本校共計

52 件申請案，通過件數為 16 件。 
(1) 萬副校長： 

A. 建議各系主任協助聯絡通過大專生計畫之同學家長，道賀誌喜。 
B. 請各系主任寫信告知通過大專生計畫同學之高中職畢業學校校長，同學

至本校就讀後表現優異。 
(2) 校長裁示： 

A. 請研發長協助了解是否能有合適經費，補助今年度有參與但未獲通過之

案件，持續精進後繼續參與明年度之大專生計畫。 
B. 同意萬副校長之建議。 

(六) 國兩處 
1. 下學期之港澳僑生及外籍生，預估約有 30人報到入學。其中有外籍生 7人

及學校自招僑生8人共15人確定報到入學；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共計56人，

預估約有 15人報到入學。（因有一人分發至美術工藝學程，本校 105 學年度

報部並未停招，如該生來報到，需先掛名後再輔導轉系）。 

2. 下學期之大陸來台相關： 

(1) 研修生約 40人，其中 10人為公費研修生、30 人為自費研修生。 

A. 目前已確定人數為 30人。 

(A) 廣西師範學院：大學部 2人、研究生 2人，均為幼教系。 

(B) 廣西科技師範學院：2人(休閒系、休資系/資多系) 。 

(C) 玉林師範學院：2人(幼教系/休閒系) 。 

(D) 西北師大：1人(休閒所研究生) 。 

(E) 海南工商職業學院：2人(烘焙系、觀光系)。 

(F) 河西學院：1人(應外系)。 

B. 其他預估為 10人：廣西河池學院(預計 2人)、海南軟件職業學院(目前

有十餘人提出申請)、瓊台師範學院(預計 2人)、海南職業技術學院(尚

未確定人數)。 

(2) 來台實習：廣西科技師範學院 11人，來台 5 週。 

(3) 教師來台：約 3人(廣西科師、廣西師院、玉林師院各一人) 

(4) 學生營隊 

A. 來台夏令營：因政策因素暫緩舉辦 

B. 西北師範大學營隊：目前已確定有 5位學生報名，再次與學生確認後

即可辦理手續。 

(5) 廣西師範大學營隊：辦理冬令營 

(6) 湖北省台辦舉辦微電影競賽：已請資多系協助參賽。 

3. 本校印尼學生黃美嬡於今年畢業，並已獲儒億科技聘用，將返回印尼雅加達

任職。公司以台籍幹部待遇聘用，並提供印尼當地交通住宿。 

4. 其他協助事項： 

請幼教系協助提供下學期之開課課程及課程地圖，以便提供大陸各校參考。 

(七) 學發處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邀請函已於本週寄出給貴賓及夥伴學校，並於下週確認出

席名單後，報告校長知悉。 
(八) 人事室 

有關教師評鑑之承辦單位，本室就十多所大專校院調查後，承辦單位皆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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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大專校院對升等未通過之相關規範，除少數學校規定須在一學年後使得提

出外，大部分皆未有此規定。 
校長裁示：請人事室將統計資料彙整後呈三位副校長，並擇日就此議題開會討

論。 
(九) 通識教育中心 

有關社團學分化之實施辦法，目前已在行政程序處理中。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語 (無) 

捌、散會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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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專任教師校內轉任學術單位申請要點 
  

105 年 05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6 月 01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組織調整及教學需要，提升現有師資人力之

彈性運用，特依本校「教學單位縮編及退場處理辦法」第五條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專任

教師校內轉任申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學系（所、學程）得視教學及特色發展需要，公告所需師資條件，並接受本校現職

專任教師轉任之申請。 

前項公告之師資，須包含有缺額、適當授課科目及足夠授課時數等評估資料。 

三、 申請轉任其他學系（所、學程）任職之現職專任教師，應以符合底下條件者優先考慮： 

(一) 申請教師之專長符應擬申請轉任學系（所、學程）教學及特色發展之需求（包括

學位證書、學術研究、專長證照或實務經驗等）。 

(二) 任職本校滿一年以上，且無不良教學紀錄。 

(三) 對擬轉任學系（所、學程）之發展具有高度認同感，且可以充分配合相關行政事

務（包括招生、推廣及活動等）之推動。 

四、 申請轉任之教師，依校內公告時限內提出「專任教師校內轉任申請書」，並經本校教師

安置委員會審查通過及相關規定行政程序後，始可轉任。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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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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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灣首府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 
 

100年02月23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06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認真且積極從事教學工作，提升教學

品質與教學創新，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將針對教學成績優異或教學卓越表現之教師

進行獎勵，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參與遴選教師需符合以下條件： 

一、在本校任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於遴選年度近一年有任教事實者。 

二、品德優良、教學態度認真並熱心輔導學生學業及生活者。 

三、具有優秀教學成果，或於教材與教學方法力求精進者。 

第三條  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及遴選程序如下： 

一、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為初選單位，得就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體

育室)推薦之候選人，經院(中心、室)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遴選出至多2位候選人，

送教學績優教師獎勵遴選委員會進行複選。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之

候選人推薦方式如下： 

(一)各系所得就符合資格之教師，檢具推薦表及教學優秀之相關佐證資料向各

學院推薦至多 1 位候選人。 

(二)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得就符合資格之教師，檢具推薦表及教學優秀之相

關佐證資料推薦至多 1 位候選人。 

二、教學績優教師獎勵遴選委員會就初選單位推薦之候選人，逐案以投票同意方式

進行複選，每位候選人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獲選。獲選人數

若超過獎勵名額時，以較高票者當選，不足名額者得從缺。 

第四條  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勵每學年遴選一次，由副校長、教務長、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各學院院長與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共同組成「教學績

優教師獎勵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複選作業，並由副校長擔任主

席或指定成員擔任之。 

本委員會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會。 

第五條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名額每學年至多5名，遴選結果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獲選教學績優之教師可獲贈獎牌座與獎金，獎金額度得視當年度預算酌予調整，並

於適當場所接受公開表揚。 

第六條  教學績優教師評選業務由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推動及承辦，各教

學單位於每年9月至10月辦理推薦及初選作業，並於10月底前將相關資料送交本中心，

本中心應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 

第七條  獲獎教師應參與教學發展相關之觀摩與研討活動，並應於公佈獲獎後當學年度下學

期，撰寫教學心得分享文章一篇及錄影一節課授課內容，並均置於本中心網頁供同

仁觀摩，以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第八條 獲選教學績優之教師，若事後發現或經檢舉其資格不符，且經查證屬實或有違規定

者，除追回獎金、獎牌外，並報請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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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