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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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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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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二、 持續列管項目： 

(一) 通識教育中心：第一、三和四場講座都已經確認時間，第二場還在連絡確認。10

月 5 日的講座，邀請到魏董事長和韓董事長共同到校演講。 

校長指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徵才演講活動，請邀請 4 年級的同學共同參與，如

有需要請移到大型階梯教室或國際會議廳進行。 

(二) 研發處：高教深耕計畫構想書已經送出，預計 9 月 30 日會收到計畫初審建議，

爾後再依據意見做計畫修正，預定最晚 11 月 27 日繳交計畫書。目前計畫由戴副

校長擔任計畫召集人，是否將計畫轉移到教務處控管。 

校長指示: 目前仍由研發處控管，等該計畫核准後依據規模確認是否成立專責辦

公室。該計畫和校內資產活化有所相關，請戴副校長將相關資料納入高教深耕計

畫撰寫，並請爭取經費做一些初步規劃。另外，致遠樓活化除了已發想的項目外，

亦可以考量養生村，但不以長照 2.0 的體弱部分為考量，應以健康體魄的照護為

主要爭取對象。 

肆、業務報告與建議 

一、 各單位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 各單位補充報告： 

(一) 秘書室：每個月皆會召開法規會，現在很多的法規層級很高、涉及很多不同層面

的問題(如人事和會計)，希望在訂定或修訂辦法時可以事前和相關單位做協商，當

議案進入法規會後委員可以更聚焦的審議實質運作內容，以利後續會議進行。如

果不確定需要和那些單位做協商，可以在議案送進法規會之前和秘書室討論，以

便事前完成協商工作。 

(二) 教務處： 

(1) 今天是開學第三天，請各教學單位協助關心新、舊生的註冊狀況。追蹤到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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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為止，全校完成註冊率約接近八成。會後請系所主管同仁留下，註冊組會

發放最新狀況註冊統計表，我們一起關心還未完成註冊同學的狀況。 

(2) 這星期為人工加退選階段，實際到上課場域瞭解後發現，仍出現有一些小問

題(例如準時到課、教室異動等)，請系所務必協助掌握老師和學生的上課狀

況。 

(3) 如果發現教學設施有異常狀況，請馬上回報給教務處或總務處做即時性處

理。 

(4) 教學發展組已經和學發處協商完成，對於教師招生績效會結算至 10 月中旬報

部前之學生人數。在此建議系和院的教師評鑑的免評審議可以先審但不做決

議，最後由校教評會做最後審議決定。 

問題: 評鑑辦法提到特殊事項，就系教評立場無法進行定量審查，所以系教

評審核時該如何處理?  

校長回應:針對以上所提之問題，系和院教評針對教師評鑑免評或無法定量的

審核，主要採審後往上呈送，因此審議決定是在校教評這關卡。  

問題:免評的老師依據法規辦法是需要送評鑑資料的，請問是否依照規則要求

已申請免評的老師送資料呢? 

副校長回應:免評是經過校教評審議後，簽請校長做最後裁示。過往訂定法規

時是希望幫助老師為升等做準備，所以建議所有老師皆準備評鑑資料，但既

已免評，我們不會針對其準備的資料作成績公布，我們是鼓勵老師將過去一

年的努力作資料整理，方便以後使用。會後請教學發展組針對此事做一確認

作法，並通知系所教師。 

校長回應: 申請免評老師是否需繳交資料，請相關單位立即(1 星期內)研議確

認是否需繳交資料(是必要或有選擇)。 

副校長回應: 老師如果沒有十足把握可以通過免評申請或有升等需求者，請

老師還是要準備評鑑資料以備不時之需。 

(三) 學發處: 

(1) 新生訓練已經圓滿完成，感謝各系的鼎力配合。新生入住時烘焙系、餐旅系、

飯店系和幼教系，學生自動自發提供良好服務，在此要特別嘉勉讚許。 

(2) 9/27新生健康檢查、9/28教職員健康檢查，10/7蓮潭新生健康檢查，助學班

的學生可在以上三天任選一天參與健檢。新生如果已經有健檢紀錄且符合規

範(和校內要求的檢驗規範一致)，可以申請退費。 

(3) 請通知學生盡速辦理校內外獎學金申請，就學優待作業申請到下週為止。 

(4) 本學期的工讀生分配有待下星期或二星期後之有關免住宿的服務學習工作時

數確認後，會分配學生給各處室。工讀經費尚未確認，狀況明朗後會即時分

配下去。弱勢助學金的總經費同去年的金額為 180萬，每位學生每月領 6000

元，工作 30小時，各單位近期可以先行使用 1-2為名額。服務學習分配請確

認剛剛發放之彩色版資料的工作分配，執行時間可以由導師安排，學務處督

導。學務處針對系的督導有:服務學習執行狀況；導師時間開會狀況。 

校長回應:校園打掃由校長和國兩處領有獎學金的外籍同學共同負責，現已安

排好星期一到五的工作內容分配，請每天安排 4位學生與校長共同打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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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住後同學因為冷氣問題、寢室分配或寢室設備而有抱怨，請盡速處理。9

月 28日是教師健檢，請老師和同仁儘量皆參與健檢。 

(四) 總務處: 

(1) 因應季節時間的變化，校園路燈開啟時間更動為 17:50-18:00，關閉時間會因

區域使用需要而有所不同。 

(2) 總務處目前正在核算上一學年度教師冷氣卡使用狀況，節能最多的前 10 位將

會得到總務處致贈的小禮品。 

(3) 宿舍應該是禁止在房內使用電器，但學生會為了便利偷偷使用，造成安全上

的疑慮與危害。 

校長回應: 獎補助款以同學直接受惠的設備為第一排序考量(如電腦、投影機

和冷氣等)，所以請總務處協調安排補足這些需求。請研商是否可作節電競爭

獎勵，也請總務處提供幾份小禮品讓學務處贈與節電最多的同學，並請檢查

與宣導用電安全。 

(五) 研發處:  

(1) 9 月 27 日進行獎補助款的專責小組會議，進行第二次的獎補助款使用之重新

分配。 

(2) 教師評鑑研究的項目認定，是由學術組根據研發系統通報狀況出具證明，因

此請系主任提醒老師務必星期五完成上傳填報。 

(六) 國兩處: 

(1) 為提升外籍生中文程度，印尼和泰國生於星期一和四的下午集中上課，強化

語言，請各系協助。 

(2) 106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辦理東南亞人才培育及產業交流研習營，目前確認共

有 9 人與會，將安排學校車輛接送，星期二的論壇的午宴在悅讀咖啡館進行。  

(3) 10 月 3 日北斗文化學院的校長和法籍老師會來觀摩教學，已麻煩烘焙系協助

安排參訪事宜。 

(七) 學發處: (無) 

 副校長指示: 請各系所和行政單位努力加強提升畢業生就業流向追蹤調查的

比率，要努力達  

 到 80%。 

 校長指示: 請大家利用系學會的資源，由學弟妹訪查學長姐或由導師利用人脈  

 網絡協助填答。 

(八) 體育室:本學期第 1-2 週的健身房開放時間為 17: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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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首府大學 106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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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901 

學校休閒領域

(休閒、觀光、餐

旅等)特色須再

強化，擬請通識

中心先構思具代

表性人物名單來

舉辦世紀大師講

座。下學期可編

列講座預算。 

通識中心 

一. 目前有關麻豆學相關講座資訊如下： 

1. 10/2 週一下午 1:00-3:00 黃服賜「大學社會

責任與地方學：以台首大麻豆學為例」 

2. 10/26 週四下午 1:00-3:00 簡史朗「拍瀑拉

族調查方法與成果--以南屯猫霧捒社為例」

(暫定) 

3. 11/23 週四下午 1:00-3:00 梁茂隆「西拉雅

族調查方法與成果：以麻豆社為例」(暫定) 

4. 12/28 週四下午 1:00-3:00 段宏坤「西拉雅

族調查方法與成果：以東山吉貝耍部落為

例」(暫定) 

二. 辦理 10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校園多

元生命教育活動典範學習計畫，目前正在

邀請講座主講人，擬向企管系及幼教系邀

請典範學習名人演講，目前企管系規劃李

振雄畢業校友，幼教系規劃王秋仁講師及

陳月雙講師等。 

三. 通識教育講座 

10/5(四)下午 1500-1700 邀請大成集團韓家宸董

事長擔任主講人，題目為「帶著台灣的溫潤築

夢中國~大江南北走透透的經驗分享」，地點：

致宏樓三樓會議室。 

1 B 
持續

管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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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9 
高教深耕計畫進

度 
研發處 

本計畫由戴副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待 9/30 高

教深耕計畫初審後，將依據相關建議修改計畫

書，預定 11/27 繳交完整計畫書。 
1 C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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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