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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8月 17 日(星期三) 13 時 30分 

地點：致宏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許光華校長 紀錄：黃怡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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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記錄確認無誤。 

參、會議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前次會議追蹤事項及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一（頁 3） 

一、 解除列管項目：(無) 

二、 持續列管項目： 

(一) 教務處：協調教發中心訂定教師評量之指標性替代方案。 

(二) 通識中心：請提出社團學分化之規劃構想。 

(三) 秘書室：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執行進度 

三、 新增列管項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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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退場基準其中之一是學生人數 3000人，而目前本校日夜間學生人數

為 2445人，今年招生新生人數若能超過 700 人，外籍生新生人數 42人，

則學生總人數將為 3187 人，與教育部基準 3000 人相差無幾，請各系所主

任及導師於學生休退學申請時，務必留住學生。 

2. 請教務處針對班級導師輔導學生休學、退學及轉學之現況，進行妥善的因

應措施。 

3. 請校務研究中心針對近 3年 6學期之學生休退學的原因進行研究探討，於 

105 學年度第 2次學術暨行政學術主管研習會議時提供分析結果。 

4. 為了確保退場系所老師之教學權及保護學生之受教權，同時必須兼顧學校

的行政權及生存權，人事室已於105年8月17日上午針對退場系所教師召開

安置會議。 

5. 本校已於8月8日於蓮潭國際會館召開策略共識營，共有30幾位主管與會，

本次會議共討論三大主題。請研發處於期初共識會時將本次策略共識營之

結論向與會同仁簡報。 

6. 請研發處針對系所評鑑之追蹤評鑑經費預算進行精算，請會計室提供預算

協助。 

7. 請總務長竭盡全力進行節能減碳之工作，並請各單位務必配合。 

8. 請學發處研討招生型教師之機制及106學年度招生策略，並於9月中旬開會

討論。 

(二) 教務處 

1. 105 學年度新生註冊資料已於 8月 15日(星期一)陸續寄出，若新生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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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反應未收到註冊資料，請輔導老師轉知註冊組。 

2. 截止至 105年 8月 12日，日間部舊生人數為 2051位，休退學狀況如下： 

(1) 退學人數為 62位，特別提醒餐旅系、烘焙系及企管系，退學學生人數

已超過 10位以上，請上述系所導師及主任務必關切學生動態。 

(2) 休學人數為 21位。 

另每年日間部將近有 100 位舊生沒有註冊，請系所主任協助追蹤學生註冊

狀況。 

3. 105 學年度大二～大四各學系選修課之第一階段選課未達預計選課學生人

數之系所，請配合課務組進行評估檢視與課程檢討，以便於使各課程於第

二階段選課及人工加退選階段時進行合理規劃。 

4. 截止至 105年 8月 12日，進修部舊生人數為 394位，休學及退學人數各 8

位，請各位主管積極協助日夜間部留生。 

(三) 學務處 

1. 原定於 8月 18日上午 10 點召開新生訓練籌備會議，因故改為下午 2點。 

2. 請各系所於 8月 19日前繳交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班導師名單及導師時間

至學務處心輔組，截至今天為止已繳交之系所為：教研所、應外系、休閒

系及數遊系。 

(四) 總務處 

1. 致勤及致毅樓廁所，為節省維護人力及能源，一、二樓維持原來全部開放，

三樓以上各樓層各開放男女各 1 間，其餘關閉，已於廁所外張貼告示。 

2. 為維護各棟建築物公共區域環境清潔，請各負責單位於每週三下午 3:30 暫

停手邊行政工作，做負責區域清潔工作，其餘時間仍請各單位配合作重點

清理，請各單位能予配合，造成不便，請見諒。另因教學單位沒有分配公

共區域，請教學單位於該時間將所屬之專業教室及一般教室做清潔工作。 

3. 在不停水為原則下，預計於下周進行蓄水池清潔作業。 

4. 訂於 8 月 27、28 日作宿舍及各棟公共區域藥物消毒作業。 

(五) 研究發展處 

1. 感謝各級主管於 8 月 8日策略共識營提供眾多寶貴意見，未來研發處將列

管相關意見。 

2. 煩請各系所於 8月 19日前將系所評鑑改善計畫書繳交至研發處企劃組，企

劃組預計於 106年 8月 31日前將計畫書繳交至高教評鑑中心。 

3. 105 年度獎補助款第一批資本門採購清單已於 8月 2日轉知各申請單位，

請各單位務必於 9月 30日前完成採購及驗收。目前已完成簽核的單位如下：

休閒系、休資系、飯店系、資多系、應外系及電算中心。 

(六) 國際兩岸事務處 

1. 本次馬來西亞教育展共收取 600份報名表，其中非常有意願就讀之學生約

200 人左右。 

2. 本校位屬南部地區，因有地理位置之劣勢，本處將整理與國立大學合作方

案之相關資訊，已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學生及輔導老師。 

(七) 學生發展處 

1. 請各位同仁針對已經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持續追蹤完成報到程序。 

2. 將於全國校長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之後，召開本年度第 2次招生委員會，

進行雙軌班錄取名單審查。 

3. 雙軌班目前招生名額 15 名，完成報名 13名，目前學生已進入職場體驗，

通過職場體驗之學生為 8名。 

(八) 推廣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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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預計於本學期開設自辦班，若各系所或各位同仁有興趣請於近期提計劃書

至本處申請。 

(九) 人事室 

於本次會議後請二級行政主管至會議室門外領取領導相關之書籍。 

(十)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1. 因應少子化影響，依據 8月 8日策略共識營李執董指示務必開源節流，目

前本中心優先檢討電費支出，針對行政辦公室及教師研究室之冷氣卡使用

額度於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扣減 10%並於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扣減 5%，

共扣減 15%，請同仁共體時艱務必配合，注意冷氣卡使用量。 

2. 針對辦理研討會及社團活動之冷氣卡申請，已與各相關單位進行商討，朝

向活動單位及學校各負擔 1/2 冷氣卡費用為構想。 

伍、臨時動議 

一、蓮潭國際會館常請應外系老師支援翻譯工作，包含最近之網頁翻譯工作，爾後若有

類似之翻譯協助，希望建立正式申請程序並給予老師適當獎勵。 

決議：請主任秘書與蓮潭國際會館總經理商討相關獎勵事宜。 

陸、主席結語 

全校各學系主任招生及留生務必努力，如同李執董所提：沒有財務就沒有校務，只要學

校財務健全不發生虧損，首府大學就能秉持追求卓越永續經營的理念永續經營，學校要

興要望，全校同仁務必同心協力、團結一致，期盼首府大學久久遠遠的發展。 

柒、散會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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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年 7月份學術暨行政主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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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1601 

協調教發中心訂

定教師評量之指

標性替代方案。 

教務處 

1. 綜整目前各大學校院對於「教學評量」的

看法與作法，大都定位為「教學問題輔導

改善之重要參考」，而其結果傾向不與教

師評鑑產生關聯性。 

2. 建議本校亦應考慮將教學評量結果與教

師評鑑脫鉤，並組成改善小組著手修訂

「台灣首府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與改

善辦法」及「台灣首府大學教師評鑑準

則」，轉以教學評鑑的既定指標做為教師

教學績效的評估指標。 

1 B 
持續

列管 

  

105042004 
請提出社團學分

化之規劃構想。 
通識中心 

將於 8月 18日召開社團學分化審查會議，目

前共有 3位教師提出申請。 
1 B 

持續

列管 

  

105072001 

106 年全國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執行

進度 

秘書室 

1. 有關10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一

次籌備會已於 105年 7月 22日召開完畢，

本次會議決議，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

長會議之召開日程確定為 106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後續另將擇期拜會教育部，

討論本次會議主軸及工作規劃…等相關事

宜。 

2. 本室擬訂於 105 年 8 月 17 日召開校內籌

備會議，進行校內分組，屆時將請各單位

配合與會。  

1 B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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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