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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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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達 

(列)席人員：行政、學術主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按會議程序開始，進入第貳項。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確認通過。 

參、會議追蹤事項報告 

如附件一，頁 5。 

肆、提案討論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審議案。【提案單位：研發處

校務研究中心】 決議：緩議，該辦法之設置層級須再經過法規會討論後，再送行

政會議審議。。 

二、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審議案。【提案單位：教育與

設計學院】 決議：緩議，請先送法規會討論後，再送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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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個系能不能往前走，最重要的關鍵是在系主任身上。 

2. 校務評鑑委員對於佐證資料夾的準備有重要建議，別的學校準備起來都幾乎是一

整個房間，我們的資料夾必須要更加強化才對(列為管制事項)。 

3. 有關導師會議的開會時間要掌握在一個半小時內開完。 

4. 惠請學務處安排戴副在導師會議時進行「留生」相關議題的專題報告。 

5. 社團學分化還要運作一學期再來檢討，作為 106 學年修訂推動社團學分化的辦法

參考。 

6. 很多社團的期末成果展辦得很不錯，但是舉辦時間不一定要在晚上，因為有些學

生有工讀就不能來參加。 

7. 請戴副會同相關系所研討是否開設海青班。 

8. 請推廣處有關明年小人提計畫合作方向要找時間跟雲嘉南分署談，另外要辦理一

些外訓班，這部分請跟主秘討論一下。 

 

(二)鄭副校長： 

1. 教師的提升管理應該利用教務和研發來規範比較好，例如把留校老師集合起來討

論如何發展，但是這事目前沒有人做。 

2. 建議校務研究中心有關「學生自我能力分析調查」，應該要能追朔學生自己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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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才有用，單看班級的變化是沒有意義的。 

(三)戴副校長： 

1. 因應留生需要，未來將會用教師評鑑辦法指標去提醒老師注意留生的努力事項。 

2. 第二案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院長遴選辦法」審議案，等修改完備後再

提送會議審議。 

(四)秘書室： 

1. 1/17 將舉辦期末工作檢討會，接續有導師會議，這是重大會議，每單位僅能留守

一人。 

2. 1/18 舉辦招生精進會議，這也是重大會議，全員必須參加。 

(五)學務處： 

1. 上週有學生騎車太快，在新松子日本料理餐廳附近撞死一位老太太，要請各導師

加強宣導請學生注意行車安全。 

2. 圓夢助學金是在每年 10 月申請，將於下學期的註冊單扣繳，不會有現金發給學

生。 

3. 有關學生活動與展覽，學生們都很認真表現，惠請系主任轉達各老師來鼓勵，學

生很希望得到老師們的肯定支持。 

4. 本處研究過，今年校慶安排預計將訂在 3/28(二)最適合，同時也會將 3/27～3/31

當成校慶週。 

(六)總務處： 

1. 致毅樓後面的水泥地已經刨除，整地填土後將種植草皮，施工期間兩個側門將關

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 致宏樓前人行步道因為樹根盤據樹根突出，影響人行道的行走安全，目前已經移

除，重新整理後，之後要種植樹相優美的黃連木。 

3. 運動場周邊垂榕因為風災折損又樹根影響跑道，我們也全數移除改種其他樹種。 

4. 因為期末距年終時間緊迫，原本員工年終聚餐停辦改送年節禮盒。 

(七)研發處： 

1. 教務評鑑自評部分已經結束，行政會議會後進行檢討會議。 

2. 目前有通過的計畫有：科普計畫 1 件、一般型 14 件、探索型 8 件、 新進研究計

畫 2 件、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2 件，另外 106 年度科技部計畫總共申請 27 件。 

(八)校務研究中心： 

1. 自成立以來，總共完成 18 份研究分析報告。 

2. 請各位主任幫忙轉達老師們，要求學生上網填答「學生自我能力分析調查」。 

(九)國兩處： 

1. 廣西師範學院來校實習期間將於這星期五結束，結業典禮會提前，晚上會有晚宴

招待他們。2/9～2/10 會送他們去台北搭機回去。 

2. 海南軟件的凌莉老師今天已經離開台灣回海南去了。 

3. 下學期研修生目前可以掌握到的是海南外國語學院大概有 7位學生和兩位老師過

來。海南工商學院 3 位學生，三亞航旅 2 位學生、海南軟件 1 位學生、暨南大學

2 位學生，共 15 位學生和兩位老師。 

4. 海青班開設牽涉到專業，看有哪些學系有興趣來開設，這種不是取得學歷的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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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術訓練班。以往僑委會核定開班後還要自己去招生，招滿 40 人以上才有機

會開班。我們曾經申請過兩次，但是未達 40 人的條件，所以從來沒有開班的經

驗。而現在僑委會有些改變，只要 20 人以上就可以開班。補助的是以實際註冊

人數來補助。主要開辦的系所必須通過評鑑或評鑑二等以上，申請日期今年因為

配合農曆過年時間而改到 2/10 為止。課程安排方面，因為是訓練班的性質，課表

要求要有 70%以上實習時數為主。 

(十)學發處： 

會後召開招生委員會議，有兩件國際兩岸事務處的案子要進行審議。 

(十一)推廣處： 

1 月 19 日上下午各辦理一場政府產學計畫撰寫說明會，惠請各位主管回去傳達給各

位老師有空就來參加。 

(十二)會計室： 

惠請大家有屬於 105 年度(105/12/31)的帳，要在 1/6(五)前核銷。 

(十九)教發中心： 

會議資料作業誤植，補正資料如下： 

1. 工作報告： 

(1) 教師評鑑 

   目前已完成 104 學年度教師評鑑之校評初步檢核作業，並與人事室協調召開校教評

會議。 

(2) 教師專業成長 

A.本中心已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28 日完成辦理 3 場教學觀摩活動。 

B.本中心預計於 106 年 1 月 17 日(二)辦理 105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大學的

創能治理」，邀請到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吳英明校長進行經驗分享，惠請各位教

師踴躍參與。 

(3) 教學助理 

本心已完成辦理七場教學助理培訓課程(11/2 之「APP 製作」、11/4 之「TA 的 AT」、

11/18 之「TA 的時間管理-如何兼顧學業與工作」、11/23 之「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11/30 之「教學資源網使用技巧介紹」、12/2 之「Word 進階」、12/9 之「電

子書製作與應用」等七場)，並已完成相關核銷作業，以及發放培訓證書。 

2. 請求其他單位配合事項及建議：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大四同學已於 12/19 日(一)起施測，惠請系

所及授課教師提醒學生踴躍進入系統填寫調查表。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語 (無) 

捌、散會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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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6年 1月份行政會議列管案件開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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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0501 

106 年全國大專

校院校長會議執

行進度 

秘書室 

一、於 105 年 11 月 09 日召開「106 年全國

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之第五次工作會議」，各工

作小組針對小組時程管制表進行修正及報告。 

二、本校獲悉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總校長 

Dr. Timothy White 於此期間有訪臺安排，特請

教育部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協

助邀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總校長  Dr. 

Timothy White 可撥冗於 106 年 1 月 12 日

上午蒞臨「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並以「校務研究-國際協作-跨域整合-永續特色」

相關議題進行專題演講。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

組函覆因總校長行程無法配合，將無法參加 

106 年 1 月 12-13 日舉辦之「106 年度全國

大專院校長會議」。 

三、「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報名已

於 11 月 18 日截止,目前報名人數為 172 位,

臺灣觀光學院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回覆不參

加,臺北基督書院尚未報名。 

四、本校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函請各校院協

(進)會協助彙整「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

議」會議討論提案,目前已完成提案彙整,共計 

35 案,因提案討論涉教育部、科技部、內政部、

1 B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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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及衛福部權責提案，將與教育部確認後

函請上述單位回覆。 

五、於 11 月 23 日(星期三) 假教育部召開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協調會議」，

與會人員如下，教育部高教司李彥儀司長、教

育部高教司李惠敏科長、教育部陳淑芬助理、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李天任理事長、私立科技

大學校院協進會葛自祥理事長及專科學校教育

聯盟黃柏翔理事長蒞臨與會。本次會議針對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進行細部討論

(最新議程如附件)。 

六、請各小組於本次工作會議,針對管制時程進

行工作報告，並再次針對各小組預算部分進行

確認及精算。請各組組長針對各組任務若有疑

義，請提出並進行增修及進度報告。 

105100504 

學校的多元升等

做了一個學期研

究，後續多元升

等還是須列入升

等項目內，該如

何執行，辦法何

時出來。 

人事室、

教發中

心 

1.人事室已針對校內現有教師升等評審辦法於

12 月底完成全面檢討修正。 

2.持續再與教發中心進行討論，針對多元升等

指標融入修正後之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之中，

並預計於本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時提案討論。 

1 B 
持續

列管 

 提出管制

時程 

105100506 

通識教育邀請知

名人士來做講座

請提規畫時程。 

通識中心 

目前本學期已完成通識教育講座場次如下： 

1. 11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13:00-15:00 邀請龍

寶集團 柯在董事長擔任主講者，地點在圖

資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演講主題為態度決

定未來。 

1 B 

這學

期結

案，

下學

期持

10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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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00-12:00 邀請

本校前副校長 萬金生教授擔任主講者，地

點在致宏樓三樓第三會議室，演講主題為

我看我自己:教育生涯回顧與反思。 

3.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13:00-15:00 邀請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林玉茹

教授擔任主講者，地點在致勤樓一樓階梯

教室(TA107)，演講主題為由番社到漢庄-17

至 19 世紀麻豆街庄合成聚落的形成。 

4. 12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3:00-15:00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曾憲嫻副教授

擔任主講者，地點在致勤樓一樓階梯教室

(TA107)，演講主題為台南市的歷史街區形

成與振興。 

5. 12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13:00-15:00 邀請

廖盛芳(挑大師)地點在致勤樓一樓階梯教

室(TA107)。 

並陸續邀請知名人士。 

續列

管 

105110201 

清點各單位不再

使用之專業設

備，會請相關單

位鑑定可用性。 

總務處 

保管組清點帳冊資料如附件三。 

1 B 
持續

列管 

 請有興

趣、有需要

的老師實

地去看閒

置設備，寒

假中檢討

有需要就

給他們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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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202 

安排觀課活動，

以利增進教學效

果。 

教發中心 

1.教發中心分別於 12 月 23 日及 28 日共舉辦三

場教學觀摩課程(陸志忠老師之電腦課，龔靜

宜老師之實務操作課，黃月美老師之教室討

論課)，提供給全校教師觀摩學習以強化教師

教學之經驗交流。 

2.課務組持續進行抽查式觀課，對於教學異常

之教師將要求其限期改善並進行追蹤輔導。 

1 B 結案 1060104 

 

106010401 

參考其他學校做

法，豐富增加評

鑑資料夾數量之

準備。  

研發處  1 C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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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