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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一○七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 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出席人：詳見簽到簿（出席人數 54 人） 

主 席：吳校長連賞                                           紀錄：陳麗惠 

 

壹、 頒獎 

一、 頒發 106 學年度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獲獎單位分獲獎勵金：特優 10000 元、優等

8000 元、甲等 6000 元） 

（一）特優：音樂學系、教育學系、英語學系 

（二）優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三）甲等：特殊教育學系、生物科技系 

二、 頒發 106 學年度推展學術活動成果績優單位獎勵（優等單位補助 10000 元商品提貨

卷、甲等單位補助 5000 元商品提貨卷） 

（一）系所得獎單位如下：  

1、優等乙名：藝術學院； 

2、甲等八名：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國文學系、音樂學系、科技學院、台灣歷史文化

及語言研究所、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地理學系 

（二）中心得獎單位如下：  

1、優等乙名：科學教育中心 

2、甲等乙名：通識教育中心 

三、 頒發 107 年度研究優良獎勵（得獎名單如下） 

 

類別  姓名  

1.獲獎狀乙紙、獎金 2萬 4,000元（共 4位）  陳榮杰、蔡榮輝、洪群雄、羅有龍  

2. 獲獎狀乙紙、獎金 2 萬 1,000元（共 1位）  夏允中  

3. 獲獎狀乙紙、獎金 2 萬元（共 1位）  李佳任  

4.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 8,000元（共 1位）  魏廷冀  

5.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 6,000元（共 3位）  吳憲忠、陳秀慧、陳亞雷  

6.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 4,500元（共 1位）  黃瑞隆  

7.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 2,000元（共 2位）  梁世雄、張智惠  

8.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元（共 1位）  鄭靜宜  

9.獲獎狀乙紙、獎金 9,000 元（共 2位）  張炳煌、金湘斌  

10.獲獎狀乙紙、獎金 8,000 元（共 17位）  陳福成、任家弘、葉詩綺、柯亙重、陳振遠  

杜威仕、張玉珍、謝明穆、陳建成、田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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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  

楊佳羚、譚大純、薛榮棠、林玄良、王仁俊  

吳昌祚、郭家旭  

11.獲獎狀乙紙、獎金 7,500 元（共 1位）  鄭琇仁  

11.獲獎狀乙紙、獎金 7,000 元（共 2位）  蘇素美、楊巧玲  

12.獲獎狀乙紙、獎金 6,000 元（共 1位）  陳政揚  

13.獲獎狀乙紙、獎金 5,000 元（共 6位）  凃金堂、高婉瑜、呂奇芬、吳和堂、吳佩芳  

蕭坤安  

14.獲獎狀乙紙、獎金 4,000 元（共 5位）  游美惠、潘倩玉、姜龍翔、鄭婷尹、鍾鎮城  

   

15.獲獎狀乙紙、獎金 2,500 元（共 1位）  陳隆輝  

16.獲獎狀乙紙（共 26位） 方金雅、吳明隆、杜明德、唐毓麗、劉淑惠  

蔡根祥、鄭卜五、陳韋銓、林淑鈴、利亮時  

楊護源、林英哲、陳榮輝、黃文三、張淑美  

丘愛鈴、陳小娟、蔡明富、何青蓉、吳明宜  

謝臥龍、劉廷揚、李俊賢、林良陽、曾秀松  

郭隆興  

四、 頒發 107 學年度推展「技術移轉優良獎」：余遠澤副教授 

 

貳、 吳連賞校長報告： 

王副校長、廖副校長、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一、 持續的宣導能發揮極大效用，請各班導師對於防制詐騙、注意交通安全、反毒、強

化四省（省水、省電、省紙、省油）等議題多多向學生宣導。 

二、 趙慕鶴老師 108 歲辭世，其一生奉獻給學校並深受門生故舊高度推崇，本校將於 12

月 9 日下午 2 時在藝術學院中庭舉辦「趙慕鶴老師追思紀念會」及於 116 藝術中心

辦理「鳥蟲體書法」展覽，請大家踴躍參與。 

三、 截至目前資本門執行率 46.36％，達成率不到四成，請各單位嚴密管控加速執行（總

務處 12 項、圖資處 5 項、體育系 3 項、跨藝所 1 項、物理系 1 項、工教系 6 項、

光通系 1 項、諮復所 1 項、音樂系 1 項、視設系 1 項），及明年 MBO 及專項設備費

提前執行、校舍改建工程等資本門經費執行項目，請主計室調出執行情形俾便管控

進度，並請相關單位務必全力配合。 

四、 高等教育環境嚴峻遠超出我們想像，所有大學包含台大都卯足全力招生，目前碩士

班報到率 86％，然扣掉休學僅剩七成，休學人數偏多會造成系所 MBO 分配經費減

少，若註冊率低於七成，教育部將扣減招生名額。請各系所主管及導師積極關心重

視學生休學問題，如提出休學申請務必輔導，鼓勵繼續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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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舍改建工程進度仍然有些落後，請總務長務必嚴密管控進度。 

六、 上週辦理兩校區導師座談會，燕巢校區關心用電安全及冷氣主機問題；和平校區則

關心人行道劃定機車格及於人行道違規騎乘機車狀況（尖峰期間交通大隊會派員至

校門口強力取締違規）。請總務長協助做冷氣主機完善整修計畫，及瞭解交通局道安

會報對本校人行道劃定機車格將如何規劃。 

 

貳、王政彥副校長報告： 

一、 資本門執行動支率達 9 成 5，專項設備費動支達 99.47％，感謝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協

助提前執行明年度資本門及專項設備費。然部分尚未完成程序，後續還請主計室及

相關單位多多協助。 

二、 學位授與法已修正經過三讀，其修正之基本精神走向更彈性、更鬆綁，開放技職、

藝術、體育等相關科系學生，可用技術報告等作品，以取代學位論文。體育類可用

奧運金牌抵博士學位論文。為打破系所隔離，未來可以「系進院出」、「院進系出」

及不分學系由學院畢業，學位名稱也更具彈性，看學生需求和學校設計，方便其跨

領域學習發展。請教務處及相關學系對於彈性化的學位授與法，在教務行政部分及

早因應。 

 

參、廖本煌副校長報告： 

一、 感謝各單位協助資本門提前執行。今年編列經費為兩億一千多萬，扣除全國統刪七

百一十七萬，今年需執行兩億三百一十二萬，其中無法執行的主要為設計監造費約

三百四十八萬。研究大樓編列了九千七百六十四萬，如果能執行到六千萬，則最高

全年度達成率能達到將近八成左右，若執行到五千萬左右，則最高全年度只能到達

七成五左右。再次請各單位務必加緊執行經費。 

二、 教育部對推展學生的跨域學習與培育多元專長極為重視，借重台師大經驗，台師大

系專業課程 100 學分，全校統一將系內必修選修降成 75 學分，另 25 學分可至外系

修課。另，請各系所降低轉系標準，學生之所以轉系可能是在原系所就讀興趣不高，

如設定需成績在原系所為前百分之幾的學生才能轉系，恐非合適的轉系標準。 

三、 高教深根計畫在弱勢學生部分，其經費運用的限制規定較嚴謹，如有相關計畫核銷

請儘速報到總計畫處，俾便及時處理順利完成核付。 

 

肆、提案討論：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修訂「國立

高雄師範大

學編制外人

力檢覈及員

人事室 
1. 依據 107年 3月 26日本校第一次人力

檢覈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暨 107年度

第 1次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

會議，有關各系所師資總額管制檢討

1. 要點名稱刪除「編

制外」三字。 

2. 因要點之內容及

體例需大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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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額移撥實施

要點」案，

請討論。 

情形案中決議，交由人力檢覈委員會

持續檢討，爰修正本要點，統籌全校

人力檢討評估之責。 

整，本案保留請人

事室修訂後提下

次會議討論。 

二、修訂「國立

高雄師範大

學工友考核

要點」第六

點第二項，

請討論。 

總務處 1. 依本校工友考核委員會，「64週年校慶

績優工友選拔暨 107年度第二次獎懲

會議」決議並經校長核准。 

2. 檢復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規定。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1. 要點三「三、工

友到校服務…，

分甲、乙、丙三

等，其各等分數

如下：……。」。 

2. 餘照案通過。 

三、有關本校誤

餐費、交通

費等之結報

憑證，是否

尚有簡化空

間 ， 請 討

論。  

教學發

展中心 

1. 經了解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民國 106年

10月 5日發布新聞稿表示： 「以核銷

便當為例，主計總處前於 89年 8月 29

日已函知各機關開會食用便當者名

單、開會通知等不需作為結報憑證。」

（附件一）。 

2. 職因擔任教育部國教署委員（附件

二），今年開會有關交通費之核銷，該

署承辦人僅索取去程高鐵車票，無須

另行寄回回程車票（回程車資比照去

程辦理）。 

3. 為期響應本校四省政策，並減省郵資

及行政作業，本校誤餐費、交通費等

之結報憑證，是否有如上述之簡化空

間，擬提請討論研議。 

提案單位撤案。 

四、本校與韓國

釜山加圖立

大 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usan, 

Korea)簽署

合 作 協 議

國際事

務處 

1. 韓國釜山加圖立大學，簡稱 CUP，成立

於 1964年，是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

學校主要有護理學院，保健科學院，

社會科學院，應用科學院 4個學院，

涵蓋大學部與碩、博班。 

2. 該校預定於本(11)月 16日蒞校參訪並

簽署合作協議書，合作協議書(草案)

經兩校討論後如附件，通過後辦理簽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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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書 ， 請 討

論。 

署。 

五、本校與德國

帕德博恩大

學

Universitä

t Paderborn

續簽合作協

議書，請討

論。 

國際事

務處 

1. 帕德博恩大學（德語：Universität 

Paderborn，簡稱 UPB）座落在德國北

萊茵-威斯伐倫州的帕德博恩市，創立

於 1972年，目前在校學生人數約 2萬

人。 

2. 院系設置主要是人文學院、經濟學

院、自然科學院、機械工程學院及理

學院，重點學科為：信息學，經濟學，

工程學，數學，及人文和社會學。 

3. 2校締結姊妹校始於 2012年，迄今本

校已有 11位學生前往免費交換，原合

作協議已到期，適逢該校教育科學院

Dr. Christian Harteis 一行 2人於今

年 8月蒞校參訪，本校主動與該校商

討續約事宜，合作協議書(草案)經多

次討論後如附件，通過後辦理簽署。 

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案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修訂「國立

高雄師範大

學教育學院

院務會議代

表 設 置 要

點」，請討

論。 

 

 

 

 

 

教育學

院 

一、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2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070103847 號函核定修正

本校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略以，本大

學設下列各教學單位：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 1.碩士班（1）

聽力學與語言治療碩士班(學籍分組為

「聽力學組」及「語言治療組」)；（2）

特殊教育碩士班；（3）特殊教育教學碩

士班；2.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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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案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含

碩士班、諮商心理博士班；碩士班分為

諮商心理組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六）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原住民專班 

二、 為配合前項條文擬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設置

要點」第三、四、六、七點，另併案

修正法條名稱。 

三、 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

務會議代表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

現行、修正草案各乙份如附件 

四、 本案經 107年 11月 7日教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

通過。 

五、 續提行政會議通過後，簽陳校長核定

後實施。 

 

陸、上次會議紀錄（略如資料）：確認 

柒、上次會議執行情形（略如資料） 

捌、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內提供之詳盡紀錄資料） 

玖、專題報告：MBO考核績優單位分享-學術單位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成人教育研究所） 

 

拾、主席提示： 

 

一、 師培評鑑小教、中教由師就處主政（新週期師培評鑑準自評機制認定分工中「評鑑

項目與指標」撰寫單位刪除教育系），請王副校長就各師培系所相關細部分工做整合

協調，務必如期如質將評鑑機制審及相關資料報教育部高教評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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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總務處辦理工友年終考績時，在送各單位主管評分之考核表上附上受評人照片。 

三、 請主計室將誤餐費、交通費相關核銷規範納入請購核銷系統表格，在備註欄清楚說

明，減少承辦同仁被退件機率。校外貴賓受邀擔任委員或演講等，依主計室說明若

為外賓，可僅提供來程高鐵票（免寄回回程票根），但須請受領人簽一份領據，並本

誠信核實，簽領回程交通費。交通費、鐘點費的領據，請設計合併成一張領據，以

簡化行政流程。 

四、 請主計室每週四下班前提供資本門執行率報表及未達標單位明細予秘書室，俾便我

及兩位副校長每週管控稽催。 

五、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請各系所降低必修選修學分，讓學生能到外系所修課，取得

第二、第三專長。請在教務會議進一步討論擴大採計輔系學分為畢業學分、開放各

系能讓學生自由選修輔系，增加招收身障學生，及降低轉系標準等議案。 

六、 研究生宿舍環境尚稱舒適但有些壁癌，請學務處及總務處在逸清樓整修完畢後，明

年提出計畫開始整修研究生宿舍。 

七、 請各開班系所考慮降低進修學院在職進修專班畢業學分。 

八、 人事室提醒教師兼職務必書面提出，依行政程序事先經學校核准（依程序需提教評

會審議），請各單位主管務必週知教授同仁。 

九、 GO STAR計畫請師就處持續追蹤執行情形。 

十、 師培評鑑（小教、中教、特教評鑑）請師就處提供一個評鑑資料收件窗口，請王副

校長在此窗口收件後儘速召開會議審閱及精進評鑑資料，以期如期如質通過三類師

培評鑑工作。 

 

拾壹、散會（十七時零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