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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7次行政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7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至 3 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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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學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修正案。(附件 2，頁 4)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重點培訓助學金實施辦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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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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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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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體未完成規劃前擬先規劃整修國際

會議廳，兼做演藝廳使用，及餐旅系實習

客房。 

1 B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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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已陸續再搬遷。 1 A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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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第二次公告招標已由南台科大承包。 1 A 解除列管 

  

100052506 教師檢討專長作業追蹤 教務處 

為同時配合本校協助專任教師強化第二

專長認定與教學專長符合需求，教務處研

擬自100學年度起啟動排課專長審查機制

作業(透過系所及學院課程委員會進行審

議)。 

1 B 持續追蹤 

  

100052507 教學改善計畫追蹤 教務處 

一、 於7月26日~7月28日進行全校各系所

單位之100學年度課程規劃整體檢視

簡報。 
二、 為落實本校推動「國際化」、「特色

化」與「產業化」等方向之教學需求，

教務處內部除一方面檢討目前執行

問題之外，更希望於暑假期間積極規

劃出一套未來推動方案與作法。 

1 B 持續追蹤 

  

100052508 課程大綱檢討追蹤 教務處 

一、 教務處已於7月初完成全校100學年

開課課程大綱輸入情況之第一階段

檢視工作，並進行紀錄。 

二、 第二階段之課程大綱輸入工作預計

要求所有任課教師於8月24日前完

1 B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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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三、 8月25日~9月2日由各系所及學院之

課程委員會完成審查100學年度第一

學期所有開課課程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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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電算中心系統正式上線後，規劃各院

長、系主任進行試評。 
1 B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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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差勤表單持續追踪人事系統進度，希

望能趕上新學習開始同步上線。 

二、 會計請購表單部份已於14日請廠商

到校簡報，確認系統功能，與會計室

再討論購買上線的可行性。 

1 B 持續追蹤 

  

100052511 校務評鑑追蹤 研發處 

一、 每兩週定期召開乙次聯席會議，定期

追蹤決議事項，並做成紀錄。 

二、 佐證資料匣已發回各單位進行內部

檢核，7月25日(星期一)各單位完成

檢核後，由佐證資料檢核團隊進行外

部檢核。 

三、 每兩週定期追蹤「為通過校務評鑑之

定期追蹤事項」。 
四、 定期追蹤委員意見之執行情形。 

1 B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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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首府大學「學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90年 10 月 22 日行政會議通過 

92 年 10 月 22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24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6 月 1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5 月 15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8 月 1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7月 20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三條 

種類及給獎條件︰ 
一、班級優秀學生獎學金︰ 
（一）所修習之課程均需及格。 
（二）修習之學分下限︰ 
1、一般生(日間部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一學年至第三學年上學期不得少於

十六學分（含）；第三學年下學期至第

四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 8 學分（含）。

2、進修教育學士班︰6 學分以上。 
3、休退學及已畢業之學生不核發。 
（三）學期學業平均分數為該班排名成

績前三名且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 
（四）操行成績需為甲等(八十分以

上)。 
（五）如有不符條件時得依序遞補之。

（六）若成績同分則以操行高低排序名

次，若成績及操行皆同分則增額錄取。

(轉學生不予受獎，依名次遞補。) 
（七）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請註冊

組提供學生學業成績、操行成績及各班

級人數，確認學生是否休退學，並由學

生事務處統籌辦理。 
（八）在職專班學生不適用本實施要

點。 
二、身心障礙學生獎學金︰ 
（一）本校已註冊並領有殘障手冊之學

生。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

上，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 
（三）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至心輔

組申請，再由心輔組彙整送交課外活

動組辦理。（逾期不予受理） 
三、為校爭光獎學金︰代表學校參加校

外體育性或其他項競賽，獲得名次為校

第三條 
種類及給獎條件︰ 
一、班級優秀學生獎學金︰ 
（一）所修習之課程均需及格。 
（二）修習之學分下限︰ 
1、一般生(日間部繳交全額學雜費)︰
四年級學生 8 學分、其他各年級學生

16 學分以上 

2、進修教育學士班︰6 學分以上。 
3、休退學及已畢業之學生不核發。 
（三）學期學業平均分數為該班排名成

績前三名且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 
（四）操行成績需為甲等(八十分以

上)。 
（五）如有不符條件時得依序遞補之。 
（六）若成績同分則以操行高低排序名

次，若成績及操行皆同分則增額錄取。

(轉學生不予受獎，依名次遞補。) 
（七）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請註冊

組提供學生學業成績、操行成績及各班

級人數，確認學生是否休退學，並由學

生事務處統籌辦理。 
（八）在職專班學生不適用本實施要

點。 
二、身心障礙學生助學金︰ 
（一）本校已註冊並領有殘障手冊之學

生。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

上，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 
（三）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至心輔

組申請，再由心輔組彙整送交課外活

動組辦理。（逾期不予受理） 
三、為校爭光獎學金︰代表學校參加

校外體育性或其他項競賽，獲得名次

為校爭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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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光者。 
四、特殊貢獻獎學金：各項活動表現優

異，對學校有特殊貢獻，經校長核定

者。 

四、特殊貢獻獎學金：各項活動表現優

異，對學校有特殊貢獻，經校長核定者 

第四條 

獎勵金額︰ 

一、班級優秀學生獎學金︰ 

(一) 日間部一般生繳交全額學雜費︰

每班級前三名依序為 4000、2000、1000

元。 

(二) 進修部繳交學分費︰每班級前三

名依序為 2000、1000、500 元。 

(三) 以班級人數頒發獎學金，一至十

五人擇一名頒發獎學金，獎金比照班級

第一名頒發；十六至三十人擇二名頒發

獎學金，獎金比照班級前二名頒發；三

十一人以上獎金比照班級前三名頒發。

(四) 同時申請校內多項獎學金之同

學，以應繳交之學雜費為最高補助金

額。（惟各類獎助學金申請之學生，如

未完成本校各項費用繳交，即喪失獎助

資格。 ） 

(五) 獎學金金額得按學校預算彈性調

整之。 

二、升學研究所輔導金︰請各系編列年

度經費輔導學生升學之用。 

三、身心障礙學生獎學金︰名額不限

制，每學期每名同學發予獎學金 6000

元。 

四、為校爭光獎學金︰獎學金數額如一

覽表︰ (表格最下方)               

五、特殊貢獻獎學金︰以個案專簽辦

理。 

第四條 

獎勵金額︰ 

一、班級優秀學生獎學金︰ 

(一) 日間部一般生繳交全額學雜費︰

每班級前三名依序為 4000、2000、1000

元。 

(二) 進修部繳交學分費︰每班級前三

名依序為 2000、1000、500 元。 

(三) 以班級人數頒發獎學金，一至十

五人擇一名頒發獎學金，獎金比照班級

第一名頒發；十六至三十人擇二名頒發

獎學金，獎金比照班級前二名頒發；三

十一人以上獎金比照班級前三名頒發。 

(四) 同時申請校內多項獎學金之同

學，以應繳交之學雜費為最高補助金

額。（惟各類獎助學金申請之學生，如

未完成本校各項費用繳交，即喪失獎助

資格。 ） 

(五) 獎學金金額得按學校預算彈性調

整之。 

二、升學研究所輔導金︰請各系編列年

度經費輔導學生升學之用。 

三、身心障礙學生助學金︰名額不限

制，每學期每名同學發予助學金 6000

元。 

四、為校爭光獎學金︰獎學金數額如一

覽表︰(表格最下方)                

五、特殊貢獻獎學金︰以個案專簽辦

理。 

 

 

 

 

 

 

 

 

 

 

 

 

 

 

 

 

 

 

 

 

 

 

 

 

 

 

 

 

 

 

文字修正 

第五條 

審查程序︰ 
日間部：由課外活動組先行初審後由學

務長複審，確定得獎名單後公告。 

進修部：由學務組、課外活動組初審後

由學務長確認，並確定得獎名單後公

告。 

第五條 

審查程序︰ 
由課外活動組先行初審後呈交學務長

複審，確定得獎名單後公告。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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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重點培訓助學金實施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98年 11 月 11 日行政會議通過 

99 年 8 月 1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2月 23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7 月 2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四條 
學生之義務 
一、 凡經審核通過休閒產業助學之學

生，就學期間必須接受本校之培

訓、配合本校之重要活動、代表

本校參與才藝表演和競賽，並配

合招生宣傳工作，其工作項目由

學務處與招生中心共同制定。 

二、 就讀四年期間，如轉學他校、退

學，需無條件繳回已領之助學

金。休學者則須先行繳回所領之

全部助學金，於復學後再發還。

三、 其他相關義務在契約書中訂定。

四、 符合第二條第五項資格者，其義

務由審查委員會決議。 

第四條 
學生之義務 
一、 凡經審核通過休閒產業助學之學

生，就學期間必須接受本校之培

訓、配合本校之重要活動、代表

本校參與才藝表演和競賽，並配

合招生宣傳工作，其工作項目由

學務處與招生中心共同制定。 

二、 就讀四年期間，如轉學他校、退

學，需無條件繳回已領之助學

金。休學者則須先行繳回所領之

全部助學金，於復學後再發還。 

三、 其他相關義務在契約書中訂定。 

四、 符合第二條第六項資格者，其義

務由審查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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