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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2學年度第 6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至上午 10時 40分 

地點：本校致宏樓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郭添財主任委員 

紀錄：王淑英 

出（列）席人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提案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p.2）。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與建議（略） 

參、提案討論： 

一、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修正案。(p.3) 

決議：修正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一、鑒於各單位法規發布程序執行效不彰，故擬由秘書室統一上簽發布各次行政會議、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之法案，提請 討論。 

        主席核示：請秘書室簽陳校長裁示本案，如奉可後，請秘書室統一辦理發布程序。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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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6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3年01月24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一案（由秘書室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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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修

正案。 

說明 為落實審查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與調整機制，爰修正本辦法。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

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huying@tsu.edu.tw)彙整陳核。 

承辦單位簽章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行 

 

排入本學期第 6 次法規會議審議。 

□ 修正後再陳核。 

 

□ 排入本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 

□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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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100 年 2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8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考

量下列原則： 

一、參酌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並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各項

規定。 

二、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特

色及考量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

配及使用效益。 

三、符合校內外專業評鑑單位之標準，

並因應評鑑結果。 

四、減招、停招、裁撤後學生受教權之

保障。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考

量下列原則： 

一、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二、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特

色。 

三、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之需

要。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之辦學成效及校內

外競爭力。 

五、減招、停招、裁撤後學生受教權之

保障。 

1.文字修訂。 

2.原條文規定不

明確，爰重新修

正教學單位進行

增設及調整時之

考量之事項。 

 

法

規

會

修

正

版

本 

第四條 

各學系(所)如因第三條各款原則

需整併或停招，由各學系主動或由

校長指定相關學院或單位會商予

以整併或停招。會商結果提送教務

處彙整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

議。 

 

各學系(所)自行透過系務會議決

議調整(分組、更名、整併、停招)

者，得敍明具體理由及教師學生相

關權益之因應計畫，提院務會議審

議後送交教務處依相關流程辦理。 

第四條  新增與調整案依下列方式提

出申請：  

一、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

議通過後，由院向教務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教務處提

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教務處提

案。  

四、院之調整案，由相關單位共同決議

向教務處提案。  

五、教務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

動提案。 

原條文之提案單

位不符合現況，

爰修正本條文。 

 

原

提

案

版

本 

第四條 

各學系(所)如因第三條各款原則

需整併或停招，由各學系主動或由

校長指定相關學院或單位會商予

以整併或停招。會商結果提送教務

處彙整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

議。 

 

各學系(所)自行透過系務會議決

議調整(分組、更名、整併、停招)

者，得敍明具體理由及教師學生相

關權益之因應計畫，提院務會議審

議後送交教務處彙整後，提報校務

發展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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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校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

案應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四條規

定提出申請。各案計畫應依教務處

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

實具體，並應書明畢業學生就業現

況、評鑑成績、師資、學生人數、

課程資料、招生名額分配、空間設

備、與經費需求等項目之來源或因

應措施。 

二、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

議決議，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

家學者針對提案先行評估審查。 

三、各項提案由教務處彙整後，依序經

本校總量審查會議、校務發展委員

會、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提報教育部審核。 

第五條  新增與調整案依下列流程辦

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四條規

定提出申請。各案計畫應依教務處

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

實具體，並應書明人力(包括教

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作人員之

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等

項目之來源或因應措施。 

 

二、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

議決議，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

家學者針對提案先行評估審查。 

三、各項提案由教務處召開校內總量審

查會議，依學校整體發展需求並經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送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核。 

配合「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第九

條規定修正計

畫書內容。 
 

第六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調整及招生

名額依以下原則審查，若學系

(所)不符合下列條件者，應由

教務處召開總量審查會議檢

討調整該學系(所)招生名額

或學系(所)組織調整之可能

性。 

一、共同原則：院、系、所、學位學

程之調整首應考量對學校校務

發展及財務收支影響等因素，並

符合教育部師資質量及其他相

關規定。 

二、新生註冊率:最近一學年系(所)

新生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應

高於七成。 

三、留班率:最近一學年該系(所)新

生留班率應高於八成。 

 新增第六條，明

訂本校總量審

查會議審查之

原則。 
 

第七條 教育部於 9月核復本校招生總

量後，各教學單位招生名額若

需調整由行政會議決議。 

第六條 教育部於 9月核復本校招生總

量後，各教學單位招生名額若

需調整由行政會議決議。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減招、停招、裁撤之教學單位，

原聘之教師、研究人員、職員、

技術人員等之身份變動，依人

事相關法規辦理。 

第七條  減招、停招、裁撤之教學單

位，原聘之教師、研究人員、

職員、技術人員等之身份變

動，依人事相關法規辦理。 

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1.文字修訂。 

2.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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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

(法規原文) 
 

100 年 2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8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國家整體建設及學校發展，並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增設，包括新增院系所學位學程、新增班次；所稱調整，包括系所合一、

分組、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考量下列原則： 

一、 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二、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特色。 

三、 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之需要。 

四、 各系所學位學程之辦學成效及校內外競爭力。 

五、 減招、停招、裁撤後學生受教權之保障。 

第四條 新增與調整案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 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教務處提案。  

二、 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教務處提案。  

三、 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教務處提案。  

四、 跨院之調整案，由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教務處提案。  

五、 教務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五條 新增與調整案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 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四條規定提出申請。各案計畫應依教務處提供之標

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並應書明人力(包括教師、研究人員、行政或

工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等項目之來源或因應措施。 

二、 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議決議，院級審查得並委請專家學者針對提

案先行評估審查。 

三、 各項提案由教務處召開校內總量審查會議，依學校整體發展需求並經校務發展

委員會審查，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核。  

第六條 教育部於 9月核復本校招生總量後，各教學單位招生名額若需調整由行政會議決議。 

第七條 減招、停招、裁撤之教學單位，原聘之教師、研究人員、職員、技術人員等之身份

變動，依人事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