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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行政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6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至 2 時 40 分 

地點：致宏樓第二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順聰                                            紀錄：郭名崇 

出(列)席人員：行政、學術一級主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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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提案討論： 

一、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審議案。(如附件 2，頁 5)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用印申請辦法」修正案。(如附件 3，頁 6)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補充報告、建議或需要其他單位配合事項： 

一、 本校自我校務評鑑雖然暫時告一段落，各位同仁仍然要把不足的部分和委員的建議

資料補上，尤其在系所的氣氛營造、修正告示牌資訊有誤的地方，請各系所主管多

加留意及改善。 

二、 招生工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各單位主管也紛紛派往夥伴學校參與活動，加強校際

聯繫，請同仁再加把勁把學生帶進學校，讓同學了解蛻變後的台首大，加強同仁士

氣，為招生工作做最後階段的衝刺。 

三、 學校正積極開發國際與兩岸活動，請主管、教師鼓勵同學參與，藉以接觸多元文化，

開發國際視野。 

四、 本校有少部分教師需要調整學生管理方式，學校雖有執行點名制度，巡堂時卻感受

不到學生出席率有顯著增加，請本校教師發揮應有的教師態度，調整同學出席狀況。 

五、 教師授課時應傳遞正確的學校政策，如果對學校推行命令有疑慮時，請循解決管道

處理，而非對同學轉達錯誤的指令，加深雙方誤會。 

陸、主席結語：(略)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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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首府大學 100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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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2501 

教師及學生 E-portfolio 系統和

課程地圖三項，為校務評鑑重要指

標，須在校務評鑑中積極呈現，請

教務處、學務處、及教專中心定訂

相關辦法來推動執行之業務。 

教務處 已排入下學期課程中 

1 

A 解除列管 1000608 
 

學務處 已協助辦理 A 解除列管 1000608 
 

教專中心 已協助辦理 A 解除列管 1000608 
 

100052502 

致遠樓整體規劃本週進入最後定

稿部分，請總務處持續追蹤。 總務處 

設計師於上週完成設計圖規劃及經費預

估，惟經費部分與原先設定有出入，仍需

要檢討後再議，待整體討論後再行報告。

1 B 持續列管 

  

100052503 

聯合辦公室空間規劃設計圖已完

成定稿，各學院如有空間安排的問

題，請盡快與總務長協調。 

總務處 

學術單位預定六月底開始進行搬遷，請於

時間確定後通知總務處以便配合系所移

動。 

1 B 持續列管 

  

100052504 

承接台南市政府乙案，請總務處再

行考量成本，待評估後再與台南市

政府協調。 

總務處 

市政府所提供之經費與本校估算值誤差

頗大，將再行與市政府溝通是否調高經費

預算。 

1 B 

再行溝通是

否有議價空

間。 

  

100052505 

本校公文的內容撰寫仍有進步空

間，請總務處安排教育訓練以改善

公文寫作用語。 

總務處 
預計於九月初安排本校人員的公文教育

訓練。 
1 B 

除行政人員

公文教育訓

練外，請主

任秘書協助

安排本校工

讀生的教育

訓練。 

  

100052506 

教師檢討專長作業追蹤 

教務處 

一、 99  學年度教師專長與授課課程之符

合度調查資料，預計於第 16週完成

可完成外審作業階段，等待外審作業

完成後即可進入校教評會審議。 
二、 配合本校專任教師第二專長認定辦

1 B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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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設立，教務處研擬「台灣首府大

學排課專長審查辦法草案」。 

100052507 

教學改善計畫追蹤 

教務處 

一、 教務處於05/25召開本學期第二次教

學精進會議，主題在以針對 100 學年

度各系所單位課程規劃作業內容進

行審視與討論。 

二、 教務處預計於第 16 週完成各系所課

程規劃修正後內容之檢視工作。 

1 B 

7 月份開始

進行各系所

100 學年度

課綱檢視，

請教務處安

排各系進行

報告。 

  

100052508 課程大綱檢討追蹤 教務處 

教務處於 05/26 召開全校教學大綱撰寫說

明會，並規劃二個階段請授課教師務必按

照規範完成課程設計與大綱之撰寫。 

1 B 

請追蹤本校

教師教材上

網程度，在

下學年度開

始前資料需

全部上線，

請教務處確

實執行。 

  

100052509 

教師評鑑辦法已完成定訂，請告知

所有教師及挑選願意接受試評之

教師人選，透過試辦方式與其他教

師達到互動的目的。 

教專中心 待回覆 1 C 

   

100052510 

電子表單中關於採購及差勤表單

二項功能，請電算中心何主任評估

採購預算及上線時程安排。 

電算中心 

差勤部分預計 7月上線，採購表單尚無時

程計劃，待與會計討論後再報告。 1 B 持續追蹤 

  

100052511 校務評鑑追蹤 研發處 

一、 6/3(五)舉辦校務自我評鑑實地訪

視，本校邀請之 15 位校外委員蒞校

指導，實地訪視過程順利。 

二、 後續將轉知校外委員意見予相關單

位供參，並依委員意見修正本校自評

報告，以利 8/31 上傳至高教評鑑中

心。 

1 B 

請於檢討會

議中，確實

討論委員建

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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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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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首府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 
100 年 6月 8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為強化資訊安全管理，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資訊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名，由副校長(含)以上主管、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館館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資

訊安全官所組成，任期一年，得連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以副校長(含)以上為召集人兼資訊安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為執行秘

書兼辦本委員會相關業務。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下得成立相關事務之工作小組，制定各項工作之施行辦法及細則等事宜。 

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 管理校園網路相關問題：採取適當措施以維護網路安全。 

二、 宣導網路使用之相關規範，引導網路使用人正確使用資訊資源、重視網路相關

法令及禮節。 

三、 維護有關網路相關之整體資訊安全任務，訂定資訊安全管理相關規範。 

四、 推動並落實各項資訊安全政策及工作。 
五、 辦理資安相關教育訓練。 
六、 其他有關資通安全及管理之協調處理。 

第六條 本委員會每年開會一次，由資訊安全長主持。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佈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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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台灣首府大學用印申請辦法 
100年1月19日行政會議通過 

100年6月8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蓋用校印或其他戳記有所依據，特制定本辦法規範。 

第二條 用印原則 

一、 印信蓋用時，對於已核判而需蓋用印信之文件，應載明其收 （發）文字號。 

二、 除已決行之公文外，凡須加蓋印信之文件，均應填寫用印申請單申請用印。 

三、 蓋用印信之種類及其申請使用時機如下：  

(一) 關防：證明書、保證書、學位證書、預算書、會計表單、人令、合約書等

使用。 

(二) 小官章：學位證書、對外行文等使用。  

(三) 校長簽字章：聘書、證明書、學位證書、對內對外行文使用。  

(四) 校長合約專用章：合約書等文件使用。 

(五) 投標專用小印信、校長投標專用章：投標文件使用。 

(六) 騎縫章：合約書粘連處使用。 

(七) 鋼印：學位證書、證明書。 

四、 用印申請單於新舊任文書組組長交接時，應隨同印信移交。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 契約或合約之用印申請：承辦人應填寫甲乙雙方全名、合約名稱、標的物或約

定內容、合約金額、訂立合約年月日等完整資料，方得申請用印。  

二、 以影本申請用印時，申請人應於用印緣由欄內載明用途（正本應由原申請單位

或證明單位查核），並加蓋「核與正本相符」之戳記及由申請單位校對人用印

後，填寫用印申請單，申請用印。  

三、 學生如需申請用印，應透過相關業務單位（如系所、學務處等）提出申請。  

四、 凡本校採購案需合約書用印者，申請人員(單位)應先將資料交由總務處事務組

審核後，經由事務組申請合約書用印。 

五、 本校研究計畫申請及簽約(如招標單、委託書、經費預算表、合約書等)，申請

人員(單位)應先將資料交由研發處審核後，由研發處提出用印申請。  

六、 申請有關證明書或聘書、保證書等之多人用印，應隨附人員名冊（含單位、人

名資料）存參。 

七、 如蓋用校印於表單特別位置時，應請於表單內以鉛筆框註，以便用印。  

第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佈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