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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致宏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許光華校長                                                   紀錄：蘇于涵 
出(列)席人員：行政、學術主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同學於 10 月及 11 月份在國內外各項比賽均有傑出表現，應予以鼓勵及肯定。 
二、第六屆第六次董事會議已於 104年 11月 13日召開完畢，以下就幾點重要事項說明： 

(一) 董事會期盼本校能發展出校園特色，提出以下建議，並請萬副協助規劃。 
1. 透過學校研究中心進行研究，嘗試結合麻豆當地特產發展出創意料理。 
2. 本校可協助麻豆農民將產品做網路行銷。 

(二) 請教務處協助就本校在學生之留生率問題進行檢討及提出改善。 
(三) 請學發處就招生廣告及作法進行研議，規劃如何開發就業保證班，並將此放入

105 學年度之招生廣告。 
(四) 本校人事費用占學雜費總收入之比率仍偏高，請鄭副協調應如何改善。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會議記錄確認無誤。 

參、會議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一、 請課務組加強巡查在系所評鑑期間之學生上課情況。 
二、 請學務處確實評估及討論機車出入口之改善狀況。 
三、 請總務處確實追蹤獎補助款資本門之執行進度，包含驗收及入帳。 
四、 請國兩處持續追蹤及報告下學期大陸研修生人數之規劃及執行進度。 

肆、業務報告 
一、 各單位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 各單位補充報告： 

(一) 校長： 
1. 請餐旅系及烘焙系主任協助了解有關廚藝認證藍帶及 WACS 認證之效果、費

用及未來性。 
2. 兩岸現代職業教育協會來函鼓勵本校能參與福州創新發明成果展，請陳儒賢

研發長及黃文琛處長再行研議或協助。 
(二) 秘書室： 

本校將於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8 日進行系所評鑑，在此期間請各單位協助系所

盡可能提供相關資訊，俾利評鑑能順利完成。 
(三) 教務處： 

1. 有關教學資源網之教材建置，仍有許多老師尚未完成，請各系主任協助通知

老師，務必請老師盡速補強。 
2. 系所評鑑時會需要老師或學生接受訪談，目前已致力宣導相關資訊，但仍請

各系所協助建置小冊子，以利訪談能順利進行。 
3. 請系所持續宣導及要求學生之上課禮儀及到課率。 

校長指示：評鑑期間請課務組務必加強巡查各班上課狀況。 
(四) 學務處： 

1. 新生入學助學金之聲明書仍有許多尚未繳回，請各系主任再協助督促尚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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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之同學盡速繳回。 
2. 本處將於 11 月 18 日至 29 日進行有禮有節運動，並推行以下三守則，請各位

師長及同仁協助宣導並及時糾正學生改善。 
(1) 遇師長請問好。 
(2) 不隨處抽菸。 
(3) 服儀整齊，不穿拖鞋。 

3. 校長指示：為能確保學生之行車安全，有關本校機車出入口之交通，請總務

處及學務處再行評估及衡量，出入口位置是否有需改善之處。 
(五) 總務處： 

1. 各單位有關使用獎補助款購買之設備或工程就已交貨或完工之部分，請盡速

通知事務組或保管組進行驗收，驗收部分包含數量點收及設備測試，確認使

用無虞後方完成驗收。 
2. 各單位之垃圾清理請直接放置於垃圾子母車，避免造成環境髒亂。 

(六) 國兩處： 
1. 海外招生現況 

(1) 大陸： 

A. 重點經營： 

(A) 廣西師範學院：一般交換生，12月初桂台幼教研討會、12月底學

生冬令營(對方已經來過，現在要求本校回訪)。 

(B) 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專班經營，11月初葉主任宣講、12月 6~12

日來校考察(為期一周，含課程對接討論、入班觀察、實習機構拜

會等)，爭取下學期就有專班來校。 

(C) 預計明年一月請校長訪問兩校 

B. 其他有往來學校：含西北師大、大慶師院、珠海學院、及其他曾派研

修生學校，已經發出下學期研修生報名資訊手冊 

(2) 香港經營： 

A. 11 月 30 日~12 月 5日自辦班宣 

B. 12 月 4日(五)下午香港基督教公理高中 26人來訪 

(3) 印尼經營： 

A. 自辦班宣，目前在北竿巴魯已經有十餘位學生表達申請意願(已輔導

填寫)。11 月 22 日(本周日)北竿巴魯新英中學副校長來校拜訪、12

月初泗水 Dr. Sutomo 校長來訪 

B. 北竿巴魯新英中學在本校設立協助學生就學基金(建議配合辦理) 

C. 東加里曼丹省班宣：預計 12月中進行，該省議會主任秘書女兒在本

校就學，將協助安排入班拜會。 

(4) 馬來西亞經營 

A. 僑生入學宣導已結束，報名於 12月起開始。 

B. 明年還有一波針對外籍生的招生活動(台灣教育中心主辦) 

C. 12 月 9日僑委會安排保薦單位負責人來校拜會(60 人) 

(5) 報名方式 

A. 僑生：12月起開始報名。 

(A)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個人申請(3個志願)與聯合分發(70個志願) 

(B) 學校自辦招生(可招 79人，12 月 20 日~1 月 20 日截止) 

B. 外籍生：1~6 月 

(6) 其他：韓國又石大學 12月 11~13 日來訪，12 日辦理研討會(請企管系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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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出訪後續追蹤 

(1)北乾巴魯新英高中 

A. 原有 3位學生來校，下學年目前有 14位學生預計提申請。 

B. 該校設立來台首大就學基金滾動運用 

(2)泗水(1 校)、北乾巴魯(1校)、占比(1校)、先達(2校)有意願簽署 MOU，

推廣派送學生來校升學，預計明年三月校慶來台簽署。 

(3)來訪 

A. 11 月 21~24 日北竿巴魯副校長來訪 

B. 12 月 6~10 日泗水 Dr. Sutomo 學校校長及董事來訪 

3. 近期重要活動 

(1)12 月 1~5 日桂台幼教研討會(南寧)，論文請快交 

(2)12 月 11~13 日韓國又石大學來訪，含 12日(六)校內研討會 

(3)12 月 20~28 日廣西喀斯特冬令營報名宣傳。 

4. 招生相關 

(1)12 月 4日(五)下午香港基督教公理高中 26人來訪 

(2)12月6~12日(日~六)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前教育專班考察團來訪(校內隨

班上課、幼兒園參訪、課程洽談) 

(3)12 月 9日(三)上午 08:30~10:30 僑委會馬來西亞保薦單位來訪 

5. 國兩處目前招生現況： 

港澳預估 20-30 人，印尼預估 20-25 人，大陸研修生預估 25人至 50 人。 

校長指示：請國兩處提供海外學校師生來校參訪之時間與細節。 

(七) 學發處： 
1. 本處就輔組透過新加坡 TCC 介紹，新加坡聖陶沙飯店於 11 月 18 日上午來本

校徵才並進行學生面試，提供學生海外實習與就業的機會。未來將會陸續合

作，提供學生有更多機會至海外學習或就業。 
2. 協志工商餐飲科之就業導向專班擬與本校合作，目前正在討論規劃中。此外，

預計於明年成立觀光科，希望本校能就師資及課程規劃部分提供協助。 
(八) 會計室： 

各單位如有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之部分，請盡快完成驗收及核銷。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針對使用獎補助款之案件進行追蹤管控，並請相關單位做

進度回報。 
(九) 華語中心 

本校今年度海青班確定無法開班，但接獲僑委會徵詢本校是否有意願辦理華語

營，為期三個星期，對象以泰國、菲律賓為主。 
校長指示：請國兩處針對開設華語營部分向鄭副報告及進一步說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語(無) 

柒、散會 

    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