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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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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 解除列管項目：校務評鑑 7 項指標之項目 1「教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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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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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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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maker 的發展，一些國立大學做得不錯，例如雲林科技大學、第一科技大學、虎尾

科技大學等很有特色，我們創新轉型計畫可以先去請教這些學校的做法。 

2.教育部近年來強調國際化與在地化，我們這次校長會議利用在地食材做餐飲已經有初步

的結果，如果可以把一些特色產業化將有更好的成果。 

3.我們學校有很多地方很美，可以當作婚紗攝影的場地，請健康系協助、推廣處規劃這個

業務，過年後要當作一個重要事項來辦理。 

4.招生還是要算我們首要的工作，過年期間其實是經營的最佳時間，招生效果最好。 

(二) 秘書室： 

1.有關校長會議各小組手上的單據要盡快做結報。 

2.年節將近宴會多，提醒大家喝酒不開車。 

(三) 學務處： 

1.放寒假，留宿學生將近有一百位，我們會加強他們的安全。 

2.有關社團學分化課程，請各位老師趕緊提出申請，過年後會開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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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務處： 

1.年終大掃除於明後天舉行，請各單位就自己責任區加強清掃。 

2.各單位請利用時間進行盤點自己所保管的財產，若有不堪使用者請辦理報廢，若須修復

者請洽事務組或營繕組維修。 

3.過年前請各單位協助注意電器用電是否關閉與門窗是否關緊。 

4.元月 22～24 日，學校租借萬國基督教舉辦冬令營隊。 

(五) 研發處： 

1.1/23 將舉辦校務發展委員會，各單位若有需要提案者，請於 1/19 前寄給企劃組。自評報

告書亦已寄給四位委員了，校發會會請委員審查自評報告書。 

2.麻煩各主任 105 年度獎補助執行績效 1/19 中午前回傳給企劃組。 

3.104 年度校務中長程發展績效請於 1/24 前回傳企劃組。 

4.大專生科技部研究計畫將於 2/15 截止，請各位老師盡快找學生上網填資料申請。 

(六) 學發處： 

1.目前學生資料表 1840 份，比起去年 2238 差了 400 張，其實我們今年辦理的活動比去年

多，但是在少子化的影響下出現了這樣的數據。 

(七) 推廣處： 

1.明天有一個"開班提案暨計畫書撰寫說明會"，目前還沒有很多人報名，請大家踴躍參加。。 

(八) 餐旅系： 

1.目前沒有證照考場，因為證照辦法也有新規範，鄭副指示我們可以規劃新的，不過需要 5、

6 百萬才能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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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5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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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大專校長會議已經圓滿落幕。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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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分別於12月22日召開校級課程委員

會，以及12月29日召開教務會議，定期針對

專業系所與通識教育中心之課程調整修正

進行檢討。 

(2)105學年度第一學期之開課整合情況而

言，全校開課之課程數為727門課，課程總

鐘點數1753鐘點(104-1學期之開課課程數

為1120門課，課程總鐘點數為2169鐘點)；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之開課總鐘點數保守估

計為1651鐘點((104-2學期之開課總鐘點數

為1971鐘點)。 

1 B 
解除

管制 
10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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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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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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進行學生自我能力分析、行政滿意

度、弱勢學生學習情形、教師學期成績核定

等研究分析。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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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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已針對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進行檢討

修訂，並將多元升等指標納入修正辦法中，

後續將依行政程序進行討論審查。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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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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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於今年三月提出 106 年度第一次創新轉

型計畫申請。計畫名稱為「幼兒教育自造

創意研訓計畫」，成立自造創意中心，成為

幼教玩具教具創意構想製造基地，落實創

意構想之樣品製作，以暨有之專利開展產

1 B 
持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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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契機，並擔負區域幼兒創客教育師

資培訓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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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針對現有教師評鑑辦法將持續進行檢討並提

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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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