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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09 月 05 日(星期三) 13 時 30 分 
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 代理校長 紀錄：周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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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附件一，頁 2。 

肆、提案討論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業務報告(補充報告) 
一、秘書處: 本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將於 9 月 13 日召開 
二、教務處: 各單位有關教學品質考核所需回復和填報資料，請本週繳回教務處。 
三、學務處:  

1. 體育室將搬到 TC116。 
2. 生活助學金隨著整體學生數的減少，可補助的學生數減少，經減少後之整體數

將平均由一些單位分擔。 
四、總務處: 請停招單位盤點所屬設備，如有多餘的設備請轉交總務處保管組。 
五、研發處: 校務評鑑的追蹤評鑑原定於 8 月召開會議，現擬調整至 10 月 15 日召開，     

        請單位在會議前繳交資料，企劃組預計於 10 月 30 日產生評鑑計畫初稿。 
六、學發處: 本年度的接機將由原國兩處處理，完成後再由生輔組接續輔導工作。 
七、圖資處: 本處同仁於今日前往蓮潭國際會館檢核維修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 
八、蓮潭國際會館: 於蓮潭會館上課的單位與同仁如有教室異動的情事，請與本校蓮潭 

              辦公室聯繫確認。 

陸、臨時動議 

(無) 

柒、主席結語 

一、請盡快評估悅讀咖啡館是否有合宜的經營方式。 

二、經過清點過後致毅樓具足夠的空間供旅館管理學院使用，因此未來致遠樓的教室將

轉移至致毅樓。 

三、停招系所所屬設備請總務處和所屬系所做一完整盤點，並請總務處和旅館學院確認

是否有適用的財產可轉移供旅館學院使用。 

四、請確認數位講桌、單槍和百葉窗等教室設備的完整性，並請確實整理與更新。 

五、請通識教育中心針對外籍生需求，研擬是否可以華語教學課程代替中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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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為本學年度外籍生遽增，請各系所務必協助做好外籍生的學習與生活輔導工作，

同時提升境外學生與本地學生之交流互動。 

捌、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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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7 年 9 月份行政會議列管案件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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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401 

通識教育邀請

知名人士來做

講座請提規畫

時程。 

通識中

心 

麻豆學推動最終是希望藉由本校各學系的專

業，結合地方的需求，以協助其發展。通識

中心過去一年邀請麻豆各領域在地達人擔任

講座，目的在增進本校師生對地方的認識，

階段性任務已完成，後續宜思考如何促進各

系的專業與地方做結合，故建議解除列管。 

1 B 

解

除

列

管 

2018.09.05 
回歸與專業結

合。 

107050202 
學費欠繳之催

繳執行。 教務處 

1.教務處註冊組會持續積極催款。 

2.催費之持續作法: 

(1) 尚有欠費之 106-2畢業班學生，需繳清

相關費用後才可領取學位證書。 

(2) 尚有欠費之非畢業班學生，若本學期未

繳清相關費用，則 107-1學期不得辦理

分期手續。 

1 B 

持

續

列

管 

  

107070401 
策略共識營主

題和分項議題

確認 
研發處 

本校已於 8月 20日(一)於高雄國際會館召開

校務發展與策略共識營，針對招生、教學、

學輔及校務等四大面向進行分組研討，日後

將針對各議題相關建議列出 KPI 指標，進行

追蹤管控，以達到策略共識營之成效。 

1 C 

解

除

列

管 

2018.09.05 

1.新訂:107學

年度校務發展

策略專案議題

KPI指標控管。 

2.每月 “學術

暨行政會議”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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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09月05日 
 

編號 第一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辦法」修正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106年度教育部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到校訪視座談會訪視意

見，訪視委員建議明定特推會委員人數，以利舉行會議，更有效

推動特教工作。 故提案調整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與

運作辦法」之委員會設置規定。 
二、 本案業經107年8月27日台灣首府大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

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法 如下頁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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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辦法」條文修

正對照表 
（請依下例註明法規訂定及修正沿革） 

 

 102年 8月 8 日行政會議通過 

     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法

規

會

後

修

正

版

本 

第三條 

本會委員共計九至十五人，由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及心理輔導諮商輔導組

組長為當然委員，身心障礙學生導

師或教師代表三人、身心障礙學生

代表兩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

一人 身心障礙學生導師或教師、身

心障礙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數名。

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連

聘得連任。 

前項導師、教師代表、身心障礙學

生及家長代表由學務長推薦，校長

聘任之。 

本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含)以上。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通識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學程）

主管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身心障礙學

生導師、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擔任，由

校長聘任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

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連聘得

連任。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

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校長解聘者，由校

長遴聘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修正條文內容 

原

提

案

版

本 

第三條 

本會委員共計十五人，由校長擔任

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通識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

心理輔導組組長為當然委員，身心

障礙學生導師或教師代表三人、身

心障礙學生代表兩人、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代表一人。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學務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連

聘得連任。 

前項導師、教師代表、身心障礙學

生及家長代表由學務長推薦，校長

聘任之。 

本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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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辦法(法規原文) 
 

102 年 8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學習、生活適應及支持服

務，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及「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招收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實施要點」之規定，成立「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為辦理學生學習及輔導工作，並落實各項支持性服務，本會任務如下： 
一、 審議特殊教育方案或年度工作計畫。 
二、 審議特殊教育經費編列、運用與執行情形。 
三、 審查特殊個案之個別化支持計畫、交通車或交通補助費及學期最低修課學分數

等事宜。 
四、 協調各處室、院、系(所)行政分工合作，並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 
五、 協調各系（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單招名額。 
六、 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及學校無障礙網頁。 
七、 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 
八、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會委員共計九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諮商輔導組組長為當然委員，身心障礙學生導師

或教師、身心障礙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數名。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前項導師、教師代表、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代表由學務長推薦，校長聘任之。 
本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含)以上。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相同意見始得決議。 
        本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其指派委員或由當然

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特殊教育專家、民間團體或相關學者出席指導，校

內相關行政人員、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等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五條 本會委員之開會及表決，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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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辦法 
(修正後法規條文) 

 
102 年 8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9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學習、生活適應及支持服

務，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及「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招收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實施要點」之規定，成立「台灣首府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為辦理學生學習及輔導工作，並落實各項支持性服務，本會任務如下： 
一、 審議特殊教育方案或年度工作計畫。 
二、 審議特殊教育經費編列、運用與執行情形。 
三、 審查特殊個案之個別化支持計畫、交通車或交通補助費及學期最低修課學分數

等事宜。 
四、 協調各處室、院、系(所)行政分工合作，並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 
五、 協調各系（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單招名額。 
六、 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及學校無障礙網頁。 
七、 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 
八、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通識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學程）主管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身心障礙學生導師、

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擔任，由校長聘任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校長解聘者，由校長遴聘

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相同意見始得決議。 
        本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其指派委員或由當然

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特殊教育專家、民間團體或相關學者出席指導，校

內相關行政人員、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等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五條 本會委員之開會及表決，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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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