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3 次學術主管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 2 樓 A213 會議室
主
席：王校長如哲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主席致詞：

記錄：黃淑惠

壹、宣讀及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主管會議紀錄
裁示： 同意備查。
貳、歷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核情形彙整表
說明：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 5 案，業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
經彙整完竣如附表，建議繼續列管 3 件，其餘 2 案依決議辦理。
裁示：
一、 第 1 至 3 案同意備查，第 4、5 案繼續列管。
二、 請侯副校長召集 IR 計畫團隊與計網中心，召開研商校務研究與校務
行政系統整合協調會議。
參、報告事項：
「學生學習成效」專案報告，報告時間 15 分鐘
報告單位：
一、 幼兒教育學系：駱明潔主任
二、 台灣語文教育學系：方耀乾主任
三、 資訊工程學系：孔崇旭主任
裁示：
一、 在檢討成效時，可增加各年度成效分析，及與國內各大學相關系所
比較。
二、 日後系所學術單位之自我評鑑可研擬以「學院」為單位辦理。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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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學年度歷次學術主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106.4.25

編號

會議決定或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

104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裁示：
一、 已於105年11下旬邀請倪
有關師長作品典藏空間，請美術
朝龍教授提供本校校史室
學系協助規劃
105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裁示：
請美術學系於規劃設計典藏空間
時，將校史室珍貴作品典藏之恆
溫恆溼需求納入規劃施作。

承辦
單位
美術學系

解除列
管或繼
續列管
繼續
列管

典藏珍貴畫作目錄，進行
分級典藏珍貴畫作數量確
定。並已於105年11月中旬
請有經驗的典藏室設計廠
家，完成類恆溫恆溼大防
潮櫃典藏及展覽空間的設
置規劃初步設計估價，並
提編預算補助。
二、 另於105年11月29日本校

1
(104-1)
(105-1)

106年預算會議獲編重大
預算修繕維護費160萬，擬
於106年3-6月間配合總務
處委請建築師規劃設計先
前所提草案，並進行廠家
公開招標，預計於106年
7-8月間進行施工作業。並
期能於106年9月開學時啟
用。
報告事項
計網中心：
案由：
「支援校務研究與發展之校 一、依據簡報內容所提各項需
園資訊系統整合」會議決
求，大部分系統及資料已
議專案簡報
整合或連結校務行政系統

裁示：
一、請計網中心就技術面先針對
現有系統進行連結，連結之
2
後尚無法符應各單位或使用
(105-1)
者所提需求之項目，再予新

資料庫。未與校務行政系
統整合之知識結構學習與
評量系統、師資生能力檢
測系統以及大學生語文素
養評量等，則配合學校校

增。
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或使
二、推動校務研究（IR）所需人
用單位需求辦理。
力與資金需求，請秘書室提 二、關於「校園資訊系統委外
案於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建置服務案」廠商已完成
各系統規格書撰寫，目前
2

計網中心

繼續
列管

編號

會議決定或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
單位

解除列
管或繼
續列管

正積極開發設計雛型系
統。校園資訊系統日後可
配合各單位需求新增系統
功能。
秘書室：

秘書室

有關推動校務研究所需人力經
費規劃事宜，擬配合本校承辦
「教育部 106 年度提升校務專
業管理能力計畫」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裁示：
有關英才樓冷氣壓縮機集中放置
於少數幾間教師研究室窗外之問
題，請總務處改善。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裁示：

總務處：
一、關於「104 學年度第 1、2
次會議裁示」之辦理情形：
1. 已請廠商在冷氣機內部加
裝隔音材吸收噪音，干擾情

總務處

總務處：
解除
列管

進修推廣
部

進修部：
繼續
列管

一、使用單位進駐英才樓後發現
形已獲得改善，建議解除列
之問題，請總務處督促承商
管。
配合改善。
2. 校長 105 年 9 月 30 日至英
二、教師研究室冷氣機移機至窗
才樓巡視有關承包廠商待
台下方後，已改善景觀問
改善事項，廠商已改善完
題；但如有嚴重的噪音干擾
成，建議解除列管。
情形，請總務處再做其他改 二、關於「105 學年度第 2 次
善措施。
會議裁示」之辦理情形：
3
(105-2) 105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裁示：
3. 已由林炳聰先生擔任英才
一、請總務處研擬調度專責人力
樓管理員，並進駐英才校區
辦理英才樓各單位公文傳送
警衛室，建議解除列管。
及整體環境美化與佈告欄規
劃設罝事宜。
進修推廣部：
二、請進修推廣部研商規劃英才 1. 本部正研議英才樓演藝廳
樓演藝廳長遠經營運作制
校內外使用租賃辦法，已經
度。
106 年第一次進修推廣小組
會議通過，將修正後進行其
他校內層級會議提案。
2. 長 遠 經 營 運 作 機 制 的 部
分，本部已經提送學校中長
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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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議決定或指示事項
報告事項

辦理情形
教育學院：

承辦
單位
各學院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經驗分享。
轉知所屬系所研擬並規劃學生
裁示：
學習成效檢核與總整課程實施
請各學院及各學系（所、學位學 評量方式。
程）研擬規劃所屬系所之學生學

解除列
管或繼
續列管
繼續
列管

習成效檢核與總整課程實施評量 人文學院：
方式。
業已轉知所屬學系依其學術屬
性、課程特色，研擬合宜之學
生學習成效檢核與總整課程實
施評量方式。
理學院：
本院業於 106 年 2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系主任會議中，

4
(105-2)

檢視各系大三學生第一階段學
生學習成效，並請各系分別依
據其大三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方
式、結果及輔導措施進行 5 至
10 分鐘之經驗交流分享。並預
定於 106 年開發理學院學生學
習成果及專長整合系統，以為
未來學生學習成效及適性發展
輔導參考。
管理學院：
各學系(學位學程)進行研擬規
劃學生學習成效檢核與總整課
程實施評量方式。
討論事項
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近年來休退學人 一、有關「碩博士班如因畢業
數增加情形，提請討論。
（提
論文未完成而休學，可否

案單位：教務處）
5
(105-2) 決議：
一、請教務處研議碩博士班如因
畢業論文未完成而休學，可

註冊不需繳費」乙節，業
經本處於 106 年 1 月 5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處
主管座談會議討論。

否註冊不需繳費，以降低休 二、經查本校目前高年級碩博
4

教務處
各學院

繼續
列管

編號

會議決定或指示事項
學比率。
二、請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積極辦理學生學習等各面向
輔導，以降低退學率。
三、未來對於積極輔導學生降低

辦理情形
士班學生（碩士班≧3 年
級、博士班≧4 年級）辦
理休學原因，多為能於規
定修業年限外再增加準備
論文時間，或因已達修業

退學率著有績效之學系，請
年限而論文尚未完成為避
各學院研商編列專項經費獎
免被退學而申請休學。
勵。
三、依現行規定，碩博士班學
生註冊時繳交學雜費基
數，未修習學分者無需繳
納學分費。查本校 105 學
年度第一學期，有註冊無
選課的研究生：日間碩、
博士班學生 252 人、碩專
班 249 人，估算一學期所
繳 學 雜 費 基 數 為
5,575,370 元，一學年為
11,150,740 元。
四、另查其他國立大學收費方
式多與本校相同，考量未
修課之研究生仍會因準備
論文需使用學校相關資源
設備，且本案對校務基金
恐造成相當影響，建請學
校再審酌考慮。
五、建請各院（系、所、學位
學程）於研究生入學後，
協助督促學生及早規劃畢
業論文進度並給予指導，
減少學生因畢業論文未完
成而辦理休學。
教育學院：
轉知所屬系所積極輔導學生。
人文學院：
一、業已轉知所屬學系積極辦
5

承辦
單位

解除列
管或繼
續列管

編號

會議決定或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
理學生學習輔導，以降低
退學率。
二、建請校方提供相關經費挹
注。
理學院：
本院業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主任會議中，
請各系先針對預警學生加強輔
導及了 解， 並應落 實輔 導紀
錄，做為後續追踪考核檢視之
用。另外由於各系學生的休退
學狀況，經查各有不同因素，
理學院暫不以學生休退學人數
做為各學系年度經費補助之參
考基準。
管理學院：
各學系(學位學程)加強輔導學
生降低退學率。往後將依本決
議於年度預算增列專項經費，
獎勵降低學生退學率著有績效
之學系(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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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解除列
管或繼
續列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