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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1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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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肆、提案討論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業務報告(補充報告) 

一、教務處: 

1. 本處積極辦理華語輔導課程，希望透過華語課程和相關活動之舉辦可以給予外

籍生良好之照顧、協助其及早融入校園生活、強化學習能量及華語能力。  

二、學務處:  

1. 本學期將辦理外籍生座談，請各系所看到公告後要各班級的外籍生至少派一人

參加。 

2. 第 10 週進行 107 年路跑嘉年華，全校一和二年級同學務必全數參加，教職員同

仁也請共襄盛舉參與活動，計畫相關細節內容請參考附件。 

三、研發處:  

1. 校發會針對組織調整後的建議:積極進行課程調整、研討如何執行教育部院進系

出的新政策(「學位授予法修正案」，未來專科學校以上學生，可以「系進院出」

或「院進系出」，不限原入學的院、系、學位學程規定，並依其學術領域、修

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位)。 

2. 校發會針對中長程計畫建議: 建議整合獎補助款和高教深耕計畫之經費確實落

實使用在學生的教與學。 

四、學發處: 

1. 國內招生博覽會陸陸續續展開，請主管同仁踴躍參加。 

2. 近期許多的高中職夥伴學校辦理校慶活動，如有意參與者請不吝惜告知本處，

共同與會。 

陸、臨時動議 

(無) 

柒、主席結語 

一、經過昨天前往教育部和教育部朱司長會談後，107 學年度春季班國際生的名額核定

應該可在近期內會有結果。 

二、本校目前雖尚未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但還是要提高警覺並努力注意教學品保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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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三、如何進行網路行銷及學校形象提升，將列為校務工作的重點。 

捌、散會(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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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7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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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50202 
學費欠繳之催

繳執行。 
教務處 

1.教務處於 107年 11月 2日完成本(107-1)

學期學雜費催費作業。 

2.本學期辦理分期之同學，會於應繳款日前 2

天收到本組之提醒繳費之簡訊。 

1 B 

解

除

列

管 

107.11.07 

 107 學年

度催費方

式為繳款

前 2 日會

簡訊通

知。 

 本學期如

果學生未

能如期繳

費者將依

學校規定

程序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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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期四次行政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11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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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書面審查之審查意見，建議本辦法增訂

推派委員之連任資格，以符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二、 依據教育部107年6月25日臺教學(三)字第1070093957號函107年

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計畫，文內附件所列須修正

項目『學校所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增列有關性霸

凌之規定，並請明訂須聘任具性別平等意識之委員。』 

三、 本案業經107年10月25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法規委員會審

議通過。 

辦法 如下頁附件 

決議 1. 照案通過，依規定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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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台灣首府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3年 1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6月 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0月 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劃，落實並檢視

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

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規定，

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

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

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

教育事務。 

九、關於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以校長為當然

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

人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二分之ㄧ以上，並得聘具性

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

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具性別平等意

識意指曾參與性平事件調查經驗、曾擔

任性平委員、曾出席校內或校外相關性

平活動或講座等)。本會委員採任期

制，任期二年，惟學生代表任期一年，

委員連聘得連任。當屆委員期滿前，由

承辦人提出下屆之推薦名單，至少十八

人（不包含當然委員），簽請校長遴聘。

第二條  

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劃，落實並檢視

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

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

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

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

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

教育事務。 

九、關於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以校長為當然

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

人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二分之ㄧ以上，並得聘具性

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

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本會委員採任

期制，任期二年，惟學生代表任期一

年，委員連聘得連任。當屆委員期滿

前，由承辦人提出下屆之推薦名單，至

少十八人（不包含當然委員），簽請校

長遴聘。委員於任期中出缺或異動時，

當然委員由新任者續任，選任委員應由

推薦名單之人員遞補之，繼任委員之任

1. 增訂性霸凌

文字，以符

合現況。 

2. 增訂具性別

平等意識之

定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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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於任期中出缺或異動時，當然委員

由新任者續任，選任委員應由推薦名單

之人員遞補之，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 

 

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六條  
    本會負責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並依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通報。 

第六條  
    本會負責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並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

通報。 

增訂性霸凌文

字，以符合現

況。 

第七條  
    本會於調查及處理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事件需依照性別平等教
育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會於調查及處理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需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 

增訂性霸凌文

字，以符合現

況。 

第八條  
    本會於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
性霸凌事件有關申請人、檢舉人或被害
人申請調查及救濟需依照性別平等教

育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會於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有關申請人、檢舉人或被害人申請
調查及救濟需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 

增訂性霸凌文

字，以符合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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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法規原文） 
93年 1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6月 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以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   

格尊嚴，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之相關規定，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 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 

     劃，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 

        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九、關於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以校長為當然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及人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ㄧ

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

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本會委員採任期

制，任期二年，惟學生代表任期一年，委員連聘得連任。當屆委員期

滿前，由承辦人提出下屆之推薦名單，至少十八人（不包含當然委員），

簽請校長遴聘。委員於任期中出缺或異動時，當然委員由新任者續任，

選任委員應由推薦名單之人員遞補之，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 

第三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乙名，由校長聘任主任秘書擔任，得指派 一名適當

人員協助執行本會各項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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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會議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召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 

         之。 

第五條   本會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校園性騷擾或性騷擾之防   

治準則，訂定本校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 

第六條   本會負責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並依相關法 

律或法規規定通報。 

第七條   本會於調查及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需依照性別平 

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會於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關申請人、檢舉人 

或被害人申請調查及救濟需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會經費除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活動經費由學務處訓輔 

經費預算勻支外，其餘由學校經費統籌支出。 

第十條 本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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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法規全文） 
93年 1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6月 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以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   

格尊嚴，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之相關規定，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 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劃，落實並

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 

        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九、關於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以校長為當然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及人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ㄧ

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

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具性別平等意識

意指曾參與性平事件調查經驗、曾擔任性平委員、曾出席校內或校外

相關性平活動或講座等)。本會委員採任期制，任期二年，惟學生代

表任期一年，委員連聘得連任。當屆委員期滿前，由承辦人提出下屆

之推薦名單，至少十八人（不包含當然委員），簽請校長遴聘。委員

於任期中出缺或異動時，當然委員由新任者續任，選任委員應由推薦

名單之人員遞補之，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三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乙名，由校長聘任主任秘書擔任，得指派 一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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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協助執行本會各項相關業務。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會議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召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 

         之。 

第五條   本會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校園性騷擾或性騷擾之防   

治準則，訂定本校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 

第六條   本會負責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並依相關法 

律或法規規定通報。 

第七條   本會於調查及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需依照性別平 

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會於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有關申請人、檢舉人 

或被害人申請調查及救濟需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會經費除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活動經費由學務處訓輔 

經費預算勻支外，其餘由學校經費統籌支出。 

第十條 本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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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