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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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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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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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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持續列管項目： 

(一) 秘書室：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執行進度 

(二) 校務評鑑 7 項指標之 1、2、3、4、6 與 7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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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校務研究分析，應該要做現在的分析與前瞻性的分析，去比較其他學校有哪些值得

參考的作法。 

2.有關創新轉型計畫，新增第四項為"在地產業結合"。 

3.有關視訊分享器，再請總務處熟悉後跟大家做示範說明。 

4.最近很多體育活動都不錯，可是很多系都沒有來加油，這邊要請體育室廣為宣傳，以後

啦啦隊應該要列入評分項目。 

5.招生包括兩部分，其一是招生，另外是留生。 

6.幼教系這邊有很多優良事蹟，這些如果可以宣傳的話，請公關室在學校首頁報導。戴副

請想辦法看看能否把葉明芬老師推到電視節目去。 

(二) 秘書室： 

1. 1/12~13 大學校長會議在蓮潭辦理，請各位同仁將行程列入管制。 

2. 1/17 舉辦期末工作檢討會議。 

3. 1/18 舉辦招生精進會議，所有教職員工都須參加。 

4. 清境農場對於外籍畢業生很有興趣，希望我們這邊有畢業生能夠去，薪資水準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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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請國兩處長來接手這件事。 

(三) 教務處： 

1. 與台北商業大學短期交換學生，目前有兩位同學報名。 

(四) 學務處： 

1. 下學期各項減免已經可以辦理了，請各位主管回去通知各位同學，以免權益受損。 

2. 1 月 1 日後調整基本工資每小時 133 元，請各單位掌握資源的運用。 

3. 有關社團學分化奉戴副校長指示，將召開會議，請三位開課老師來分享經驗做為改進，

到時候請各系主任與會提供意見。 

4. 學輔經費也要年度結報了，請各社團、系學會趕快進行結報作業。 

5. 晚上社團活動，大部分都是校長、副校長在參加，請各位系主任多留下來參與活動給學

生鼓勵。 

6. 社團活動後的場地整理，因為屬於學校財產，還請社團老師經過總務處確認再處理。 

(五) 總務處(無) 

(六) 研發處： 

1. 大專生計畫有通知各教師，預計 12/25 申請截止，請各位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2. 日前去全國研發長會議，陳良基次長希望大學的課程，把系院接起來，另外能夠用專題

式學習的方式來導向，而非把一本書教完，這個是史丹佛大學在做的事。我們學校要怎

麼做？原則上以學期來思考，下學期用校慶周以活動的方式來呈現，去年在萬副的主導

下已經有初步的成果，上學期用耶誕活動來呈現。我認為系學會以主任指派老師來指導

系學會社團，例如餐旅系會用耶誕餐點、烘焙系用耶誕點心來呈現。各系都有可以定位

的作法來呈現。 

(七) 國兩處： 

1. 對於海南五星級酒店實習案，可惜只有外籍生對這個方案有興趣，其實他有包吃住，薪

資條件會比在台灣還要好。 

2. 12/28 晚上將辦理大陸研修生的學習成果發表會。學發處(無) 

(八) 推廣處： 

1. 即將開課的農事班定位為文旦栽培經營管理，農試所明天有兩位教授會下來把整個課程

敲定，時間將在過農曆年後開班，為自辦班。 

(九) 人事室(無) 

(十) 會計室： 

1.原本 1/10 改 1/5 把核銷都送回來，因為扣除校長會議和放假，能夠作業的時不到 10 天。 

(十一) 軍訓室(無) 

(十二) 體育室(無) 

(十三) 圖書館(無)  

(十四) 電算中心(無) 

(十五) 通識中心(無) 

(十六) 環安中心(無) 

(十七) 教發中心(無) 

(十八) 教實中心(無) 

(十九) 教育設計學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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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休閒產業學院(無) 

(二十一) 旅館管理學院(無) 

(二十二) 性平委員會(無) 

(二十三) 烘焙系： 

1. 中式麵食乙丙級檢定考場已經通過。 

2. 從今起到月底，舊體育室有辦理烘焙系以聖誕為主題的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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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首府大學 105年 12月份學術暨行政主管會議列管案件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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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72001 

106 年全國大專

校院校長會議執

行進度 

秘書室 

一、於 105 年 11 月 09 日召開「106 年全國

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之第五次工作會議」，各工

作小組針對小組時程管制表進行修正及報告。 

二、本校獲悉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總校長 

Dr. Timothy White 於此期間有訪臺安排，特請

教育部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協

助邀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總校長  Dr. 

Timothy White 可撥冗於 106 年 1 月 12 日

上午蒞臨「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並以「校務研究-國際協作-跨域整合-永續特色」

相關議題進行專題演講。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

組函覆因總校長行程無法配合，將無法參加 

106 年 1 月 12-13 日舉辦之「106 年度全國

大專院校長會議」。 

三、「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報名已

於 11 月 18 日截止,目前報名人數為 172 位,

臺灣觀光學院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回覆不參

加,臺北基督書院尚未報名。 

四、本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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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提案彙整,共計 

35 案,因提案討論涉教育部、科技部、內政部、

勞動部及衛福部權責提案，將與教育部確認後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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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上述單位回覆。 

五、於 11 月 23 日(星期三) 假教育部召開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協調會議」，

與會人員如下，教育部高教司李彥儀司長、教

育部高教司李惠敏科長、教育部陳淑芬助理、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李天任理事長、私立科技

大學校院協進會葛自祥理事長及專科學校教育

聯盟黃柏翔理事長蒞臨與會。本次會議針對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進行細部討論

(最新議程如附件)。 

六、請各小組於本次工作會議,針對管制時程進

行工作報告，並再次針對各小組預算部分進行

確認及精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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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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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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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102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2) 

校務研究

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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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研究中心說明： 

(1) 已完成 13 份校務研究報告，分別為： 

(i) 學生休學因素分析 

(ii) 學生退學因素分析 

(iii) 學生休學因素分析-一般生與助學生 

(iv) 學生退學因素分析-一般生與助學生 

(v) 102-105 學年度新生來源區域分析 

(vi) 102-105 學年度新生科系對應分析 

(vii) 102-104 學年度新生來源區域趨勢分析 

(viii)102-104 學年度新生科系對應趨勢分析 

(ix) 10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滿意度調查分析 

(x) 101 學年度畢業滿三年就業分析 

(xi) 102 學年度畢業滿一年就業分析 

(xii) 103 學年度畢業滿一年就業分析 

(xiii)105 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分析 

(2) 目前正進行「大一至大四在校學生於本校之

學習成效」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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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之成效。  

業管單位：  

教發中心說明： 

(1)對於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作業，共已舉辦

兩場說明會及兩場分享講座，同時建置新制

升等外審人才庫(遴選學者專家共300人)。 

(2)目前由人事室進行現有教師升等辦法之檢

討修訂(預計於12月底完成)，屆時再將多元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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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指標納入修正辦法中一併提報行政程序

討論審查。 

105092104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4) 

學務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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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職涯輔導共辦理三場， 

(1) 第一場-外聘駐點職涯諮商服務，辦理時間

105 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23 日，參加學生共

402 名。 

(2) 第二場-勞工權益講座，辦理時間 105 年 9

月 21 日，參加學生共 75 名。 

第三場-遇見未來遇見自己-辦理時間 105 年 9

月 21 日，參加學生 2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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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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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滿意度調查發放問卷已於 11/09 結束

問卷追蹤並於 11 月中完成雇主滿意度調查分

析。 

1 B 
解除

管制 
1051221 

 

105092106 

校務評鑑 7 項指

標執行狀況 

(項目 6) 

研發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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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撰寫計畫作業時程來

不及，因此擬於明年(106 年)三月再提出 106

年度第一次創新轉型計畫申請。 

(2) 本校 105 年度多元升等計畫未獲得補助，校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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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推動方向及彙管單位目前尚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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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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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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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對於上述 12 位未通

過評鑑之教師，持續進行追蹤輔導。 

(2)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總計 121 人，其中

因屬屆齡退休、符合「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

規定與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全部班

制認可而免評者共計有 75 名，因此實際受評

人數為 46 位教師。目前教師評鑑作業已進行

至校級審核階段，待提報至校教評會審查完

成後，對於屆時未通過評鑑之教師也將立即

採取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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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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