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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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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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 解除列管項目：「教務處：協調教發中心訂定教師評量之指標性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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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執行進度 

(三) 校務評鑑 7 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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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私立學校，董事會有所有權、老師有教學權、學生有受教權、行政同仁有行政權，

這四個權要互相平衡。 

2.利用性平會管道來宣導，整理收集這些學校迎新違反性平的案件內容，請各位同學在活

動時勿違反性平。 

3.世紀大師講座還要安排天仁李瑞河來，另外吳明英明校長主講對象是針對教職員，所以

要安排在期末工作檢討會的時候。 

4.請南區調查局來宣導，鼓勵同學考調查局，薪資待遇很好。 

5.請主秘跟麻豆區區長聯絡，開鄰里長會議時可以請他們使用我們這個會議室，好好敦親

睦鄰一下。 

6.推廣處要跟神農班學員保持良好聯絡，以利學校發展。 

7.以後體育室舉辦大型活動，一定要通知相關學系派啦啦隊過來加油。 

8.有關性平規定，大家務必遵守對當事人個資保密的原則，不要違犯。像前陣子輔大社科

院院長就是未依照性平法保護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 

9.我們應該要出去產學合作，用育成的觀念去進行，這可以分兩個部分來看，一是前育成，



二是後育成。前育成指的是技術指導、後育成是針對市場行銷，而這部分是我們最有能

力做的。 

(二)鄭副校長： 

1.有關職員績效考評，我們參照各校做法，目前試行新做法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先由組長

級同仁針對各學術單位基層考評，第二階段是由一級主管對二級主管做考評，這個做法

從下學期開始會再試行兩個學期。在試行期間，原來的做法會一起併行。 

2.明年招生名額設訂為 695 名，要注意招生率不是六成，應該要九成才對。 

3.「首府休閒學報」最慢 11 月會交接過去休閒學院。 

4.請總務處保管組針對學校某一些三到五年以上不常用的文件集中到庫房彙整保管。第一

階段以國兩處與推廣處來處理。 

5.先前有談過，請通識中心與環安中心針對校園景點包含植物做彙整介紹，讓老師、行政

同仁以及每年新進的新生都能夠了解這些內容。 

6.有關圖書館人力上的支援，有一種方式是採行政同仁編組調動支援，另外就是一些老師

晚上如果有空，可以提供意見給學生甚至同仁可以交換一些意見，這部分要麻煩教務處

與研發處這邊針對老師的部分來做思考看如何搭配，可以當作留校時段來處理。 

(三)戴副校長： 

1.104 年度教師評鑑作業時程目標期望在 12 月底完成。 

2.106 年度新生註冊率修正為 100%為努力目標。 

(四)秘書室(無) 

(五)教務處(無) 

(六)學務處： 

1.各單位通知住宿生和僑生減免有關住宿時數問題，若星期五無法使用完，統一由學務處

收回來處理。 

2.景文科大與龍華科大迎新活動有違反性平的事件，希望各單位向同學們宣導正確觀念。 

3.過去的通識中心目前空下來，可以提供給各系同學辦活動，只需要去總務處登記借用即

可。 

(七)總務處(無) 

(八)研發處： 

1. 世紀大師講座會請通識中心幫忙。 

(九)國兩處： 

1. 2017 年已經開始港澳招生，我們透過教育展來招生，若教職同仁有知道現在就讀本校學

生有弟弟或妹妹想就讀本校，觀迎直接跟國兩處聯繫。 

(十)學發處(無) 

(十一)推廣處(無) 

(十二)人事室(無) 

(十三)會計室： 

1.有關提款機，董事長有聯絡指示下來，元大可以來裝提款機，可能到最後校園內會是一

台一銀、一台元大提款機。 

2.業務人員若核銷金額不同於請購金額時，應註明實際核銷金額並由經手人簽名或蓋章。

故請各單位如有上述情形者，應於原始憑證上加註核銷金額並簽名或蓋章。這件事情已



經被糾正過很多次了。 

(十四)軍訓室： 

1.請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時一定要統一搭乘遊覽車，並辦理保險。 

(十五)體育室(無) 

(十六)軍訓室(無) 

(十七)圖書館(無)  

(十八)電算中心： 

1. 若同仁收到"您的信箱有問題..."，請刪掉掉，那是釣魚信件，如果是真的，將會是由電

算中心聯絡。 

(十九)通識中心(無) 

(二十)環安中心： 

1.現在致宏樓一、二樓減少各一盞燈以節約能源，如果可以的話，就繼續維持目前的設定

狀態。 

(二十一)教發中心： 

1.請各學術單位在 11/7 前完成系評鑑、11/21 完成院評以便 12 月底前完成教師評鑑。 

(二十二)教實中心(無) 

(二十三)教育設計學院(無) 

(二十四)休閒產業學院(無) 

(二十五)旅館管理學院： 

1.本校執行教育部創新轉型計畫，將訂於 10 月 21 日(五)由本院與休閒學院以及高雄大學合

辦「南台灣觀光休閒產業論壇」。我們特別鼓勵飯店系、觀光系、餐旅系的老師來參加，

採線上報名。 

2.推新課程，由舊的課程變化而來，請其他兩個院也同步來做，讓每個院都有核心課程可

以延伸，交由推廣處可以做為推廣教育課程訓練的內容。 

(二十六)性平委員會： 

1.教育部請學校將性平法第 23 條、第 24 條及防治準則第 25 條規定，列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要宣導事項，務必宣達校內各級主管及教師，以避免因校內人員誤解法令，致違

法或以不當之程序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造成對被害人之二度傷害，

或形成不友善之學習環境，損害當事人權益。目前已經請電算中心發布給各位老師，請

各位老師在班會時候向同學們加強宣導。 



 台灣首府大學 105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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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針對 105 學年度教師評鑑適用之「台灣首府

大學教師評鑑準則」內容進行討論修正(業經

105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其中有

關教學項目之採計重點共分成四類指標：(1)教

學與授課情形；(2)教學創新與精進；(3)學習指

導；(4)教學改進等。至於相關細節說明請參酌

教發中心網站之「法規辦法」。 

1 B 
解除

管制 
1051019 

 

105072001 

106 年全國大專

校院校長會議執

行進度 

秘書室 

一、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之第二次工

作會議已於 105 年 9 月 21 日召開完竣。 

二、 已於 105 年 9 月 19 日函送本校承辦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計畫書至

教育部及科技部惠請補助計畫經費以利計畫進

行。 

三、 已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函請各校院協

(進)會協助彙整「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

議」會議討論提案,各大專校院若有提案者,須於

本(105)年 10 月 31 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送交

至各校院協(進)會;經所屬各校院協(進)會審查

後,於本(105)年 11 月 15 日前函復本校彙整,

以利後續交由大會進行彙整討論。 

四、 已於 105 年 10 月 4 日至蓮潭國際會館

場勘及窗口協調。 

五、 請各組組長針對各組任務若有疑義,請提

出並進行增修及進度報告。 

1 B 
持續

管制 

  

附件一 



105092101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1) 

教務處 

1. 完整課程規劃與整合機制 (包含跨領域學

程)，並定期提出課程檢討與改善報告。 

教務處說明： 

(1)本校已建立完善之三級三審課程規劃審查機

制，並由教務處協助專業系所與通識教育中心

針對每學期課程開課情況進行討論與整合，並

定時於教務會議進行檢討報告。 

(2)就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開課整合情況為

例，全校開課課程數為 727 門課，課程總鐘點

數 1753 鐘點(不含實習、專題、導師時間)，相

較去年 104-1 學期(開課課程數為 1120 門課，課

程總鐘點數 2169 鐘點)已獲得合理改善。 

1 B 
持續

管制 

  

105092102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2) 

研發處 

2. 本校所執行之校務研究成果，並應用於校務

發展與經營改善之成效。 

研發處說明： 

(1)目前已完成「學生休學因素分析」、「學生退

學因素分析」等 2 項研究報告。 

(2)依據 105 學年度第一次研發會議之決議，將

本校務務研究分為「教學」、「研究」、「學

生輔導(招生/職涯)」、「學校資源利用」等四

大面向作為研究議題之設定與分析。 

(3)目前正進行「學生區域來源」、「學習成效」

等學生輔導(招生/職涯)面向之研究分析，並將

作為本校招生之政策參考。 

1 B 
持續

管制 

  



105092103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3) 

人事室、

教發中

心 

3. 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之成效。  

業管單位：  

教發中心說明： 

(1)新制法規制定擬提下次校務會議進行審議。 

(2)已舉辦兩場教師多元升等說明會。 

(3)已辦理兩場教師多元升等分享講座。 

(4)建置新制升等外審人才庫，已完成遴選學者

專家共 300 人。 

1 B 
解除

管制 

  

105092104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4) 

學務處 

4. 本校推動學生 EP、課程地圖以及職涯輔導之

成效。 

就輔組說明： 

職涯輔導預計本週提供成果 

1 B 
持續

管制 

  

105092105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5) 

學發處 

5. 畢業生以及雇主長期追蹤機制，並依據回饋

意見，對學校人才培育目標、課程規劃與教

學方法進行檢討與改善成效。  

學發處說明： 

101及 103畢業生流向問卷已於 10/15完成追蹤

率達 80%以上，目前彙整資料提出回饋意見並

比對本校課程規劃提出改善成效；另雇主滿意

度調查發放問卷中預計 10 月底前完成問卷發

放，11 月中完成回饋意見 

1 B 
持續

管制 

  

105092106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6) 

研發處 

6. 本校創新轉型方案之規劃與執行成果。 

研發處說明： 

(1)105 年度第二次創新轉型計畫應於 105 年 11

月底前提出申請，目前正由教務處及研發處評

估是否提出申請。 

(2)本校 105 年度多元升等計畫未獲得補助，校

內之推動方向以及彙管單位目前尚在研究中。 

1 B 
持續

管制 

  



(3)105 年度「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

試辦計畫」已提出計畫申請，本校以休閒產業

學院為試辦學院。 

105092107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7) 

教發中心 

7. 規劃完善且合理之教師評鑑制度，並針對評

鑑不理想教師有具體追蹤輔導或處理改善機

制。 

教發中心說明： 

103 年學年度教師評鑑受評人數總計 90 人，共

計有 15 位未通過評鑑審查，接受輔導人數共計

12 人，其餘 2 人因屆齡退休、1 人因離職而未

接受輔導。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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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