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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一○八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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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熱防疫輔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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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呼籲各單位務必要落實登革熱防治孳生源巡檢，禁止栽種水耕植物。重

要陽點如宿舍逸清樓、美學角落樹洞、體育館陰井、地下室、研究大樓工地、

文學大樓等處，權責單位務必加強巡檢及孳生源的清除。按時線上填報「登

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自我檢核，落實「巡、倒、清、刷」登革熱

防疫措施，無障礙廁所如不使用應將馬桶蓋蓋上，下雨過後增加巡檢頻率，

避免室內外積水，務必強化分區、分工、專人管理房舍、空地、空屋及設備

設施等處。 

二、 請學務處與各系研議將協助登革熱巡檢納入大一「服務學習」課程。 

三、 為慶祝校慶刻正積極進行企業家及校友募款，迄今已有 650 萬元捐入校務基

金。65 周年校慶校友回娘家感恩餐會截至目前認桌數僅 43 桌，請每一個系

所、進修班隊都至少認三桌，鼓勵校友踴躍參與認桌並參加餐會、共襄盛舉。 

四、 本學期休學人數大增，有系所休學率竟高達 20％，造成生源流失。希望各系

所積極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有效降低休學率。 

五、 各單位承辦工程及財物採購案件，可提早執行案件務必儘早執行，有效提升

資本門執行率。 

六、 感謝王副校長、廖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教授們積極投入

地方創生計畫及 USR 各計畫的研提與撰稿，爭取更多外部挹注之競爭型計

畫，並感謝主計室大力配合。 

七、 10 月 28 日小教蒞校評鑑，請廖副校長督導，盡快召開橫向協調會議，請相

關的各學院、師培系所全力配合，期能獲得全數通過。 

八、 12 月份系所品保實地訪評，請王副校長及廖副校長督導各系所妥適回應委員

所提之待釐清事項，就評鑑的重點項目積極準備。 

九、 今年起教學專項設備費全數用於教學改善相關設備，不再做為研究使用。 

十、 相較於其他頂尖大學，本校碩、博士班開課門檻偏低，請於教務會議充分討

論提高開課門檻，降低開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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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王政彥副校長報告： 

一、 今年入學特教生增加，其中學障生有 16 位，如有學習與輔導需求，請善加運

用特教中心及學生輔導中心相關資源。 

二、 校慶期間辦理學術活動，可透過學院向教務處申請由高師文教基金會捐助的

經費，讓校慶活動更加豐富多元。 

 

肆、 廖本煌副校長報告： 

一、 務請各單位按時申請學生工讀金，依聘僱合約按月支付需在下個月 15 日核

發，申請單位至遲在 7 日完成申請作業；如為辦理活動而聘請臨時工讀，則

需在活動結束後三天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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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有關大一、

大二學生不

參與本校 65

周年校慶，

須請集會假

案 ， 請 討

論。 

學生事

務處 

1. 依據 108年 10月 2日 108學年度第 2

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記錄藝術學院黃

芳吟院長意見辦理。 

2. 11/2(星期六)65周年校慶當天正常上

班但全校原本就假日停課，大一、大

二學生不參加者為何須請集會假？未

請假者，以曠課論，何來曠課之有？ 

3. 本校學生請假辦法第 4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集會類：學生於集會或重大

活動時（如院週會、系週會、班會、

校慶、運動會、水運會、新生始業輔

導等），因故不能參加，須至遲於集會

日起七日內（含例假日）辦理請假手

續。 

依上列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不管

假日或是非假日，只要是集會活動，

不參與皆須請集會假。 

全校統一 11月 2日校

慶正常上班，師生參

與校慶活動，並於 109

年 4月 1日補行放假。 

二、修正「國立

高雄師範大

學職員考績

委員會獎勵

審 議 原

則」，請討

論。 

人事室 1. 依據本校 107學年度第 2次職員考績

委員會決議辦理。 

2.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照案通過。 

三、修正「國立

高雄師範大

學工業科技

教育學系空

間 借 用 要

點」，請討

論。 

工業科

技教育

學系 

1. 依據 108年 8月 29日(四) 甲檢場租

借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會議紀錄詳

如附件一)。 

2. 營繕組提出電價計算，最後決議採用

時間電價 5元計算。 

3. 甲檢場設備由「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

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冷凍空調公

會)出資建置，且場地管理及設備維護

費全由空調工會支出，場地租用費用

1. 將甲檢場借用申

請表內「值班人員

工作費 275元」刪

除。 

2. 請與人事室討論

空間借用要點納

入聘用值班人員

之二代健保、勞健

保等成本費用。 

3.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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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採用中部崇實高工的場地費計價方

式，換算本次訓練時間共計 16天，其

場地租用費用為 51,000元。 

4. 空調工會提供高師大工讀生一名，

北、中、南工讀費統一，採用 550元/

天。16天合計 8,800元。 

5. 甲檢場地除本系教學使用外，僅出借

空調公會使用。 

6. 檢附修正後之工教系「空間借用要點」

(草案詳如附件二) 

四、提請追認「彙

編大專校院

辦理情感教

育相關議題

之課程教學

與活動參考

指引計畫協

議書」簽訂

案 ， 請 討

論。  

研究發

展處 

1. 附「彙編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相關

議題之課程教學與活動參考指引計畫

協議書」 (如附件)，本案業已於 108

年 8月 8日簽訂。 

2. 甲方茲依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之規定

委託辦理「彙編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

育相關議題之課程教學與活動參考指

引計畫」，經雙方同意就協助事項訂

定。 

3.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

作業流程圖辦理。 

照案通過。 

五、提請追認「國

立高雄師範

大學與空軍

第一後勤指

揮部策略聯

盟意向書」

簽訂案，請

討論。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空軍第一後

勤指揮部策略聯盟意向書」 (如附

件)，本案業已於 108年 8月 6日簽訂。 

2. 甲、乙雙方積極推展大學與軍方合

作，建立學術研究平台、智庫互惠機

制，增進雙方實務與經驗交流，提升

終身學習之效能，提供全時投入軍旅

生涯之軍中袍澤多元學習管道，達適

性揚才及經管發展之重要性，特議定

本意向書為雙方合作交流之依據。 

3.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

作業流程圖辦理。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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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上次會議紀錄（略如資料）：確認 

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略如資料） 

玖、 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內提供之詳盡紀錄資料） 

壹拾、 主席提示： 

 

一、 在進修學院開設班隊之系所，夜間、週末上課期間需安排人員值班，服務學

生及協助處理相關行政事務。 

二、 進修學院招生不佳但教育部未同意停辦的班別，仍要努力招生，請姚院長召

開專案會議研擬對策，以免造成下一年度總註冊率下降。 

三、 請總務處協助了解教育大樓四樓監視系統故障狀況，研商如何協助檢修。 

四、 請每位授課老師叮嚀各班級在下課後務必確認所有門窗、冷氣、電源是否關

閉，落實節能減碳，可提供獎勵（記嘉獎）鼓勵協助負責節能工作的學生。

請各主管也以走動式管理，隨時留意各空間冷氣、電源關閉情形。 

五、 請圖資處與總務處研議逐年編列經費建置門禁感應與電控系統，儘早全面實

施智慧電網。 

六、 為擴大國際招生，請圖資處協助國際處設置更友善的招生網頁，並儘早開放

招生報名網頁。 

七、 碩士班入學後是否得修學分班課程以抵免畢業學分，請教務處瞭解其他學校

作法，並提教務會議討論。 

 

壹拾壹、散會（十六時五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