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東華大學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行政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2年1月2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會議地點：行政大樓303會議室 

主 席：吳校長茂昆                                                     紀錄：陳玫琴 

出席人員：  

楊副校長維邦 鄭副校長嘉良 白教務長亦方 王研發長立中 

李學務長大興 呂副學務長傑華 劉總務長瑩三 褚國際長志鵬 

 林院長信鋒 林院長金龍 康代理院長培德 張院長德勝 

吳院長天泰 夏院長禹九 潘院長小雪 羅主任寶鳳 

李主任維倫 黃主任振榮 高主任台茜 蔡主任秘書裕源 

陳主任艷凰(古組長明哲代理) 張主任美莉 

列席人員：  

呂專門委員家鑾     廖專員瑞珠     李組員凱琳   石助理佳玉 

壹、主席致詞： 

一、對於本校各項校務訊息公告後，因訊息傳遞及接收資訊的落差，致使大部分學生對學校

產生誤解，未來請相關單位加以檢討及改善。 

二、有關本校市區接駁車運作方式係採預付制，惟對於一日會員之權益未能保障，近期同學

反映，在第一站未客滿之情況下，允許同學先行上車，惟卻在達下一站時，因其他預付

會員上車，遭驅趕下車之窘境，相關作法實有待檢討之處，再請總務處進行研議。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確認通過。 

參、報告事項： 

一、【黃主任振榮】 

(一)公文電子化推動進度說明。 

(二)楊牧專區規劃案說明。 

二、【楊副校長維邦】 

     101學年度第1學期擴大行政會議議程暫訂如附件一所示。  

肆、提案討論： 

【第 1案】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本校辦理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暨通識教育評鑑相關事宜，請 討論。 

說    明：討論各院諮詢委員會之成立、院務發展及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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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 

【主席】 

再次請各單位提供在大學架構下現行法令規章有不合時宜或窒礙難行之部分後，送交秘

書室統整，將於本月 14 日及 15 日在宜蘭縣佛光大學召開之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中提出。 

陸、散會：12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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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東華大學 101 學年度擴大行政會議議程表.v9 
102 年 1 月 21 日（星期一） 

時  間 議  題 備   註 
10：15～10：40 報到  

10：40～12：10 
(90 分鐘) 

主席致詞：吳校長茂昆  
【議題一】 

課程改革與核心課程設計 
主持人：吳校長茂昆 
引言人：鄭副校長嘉良、李維倫主任

 

12：10～13：30 中餐 

13：30～15：00 
(90 分鐘) 

【議題二】 

如何幫助學生在東華學習與成長 
主持人：楊副校長維邦  
引言人：張院長德勝、陳主任進金 

 

15：00～15：30 茶    敘 

15：30～17：00 
(90 分鐘) 

【議題三】 

如何幫助教師在東華成功的發展 
主持人：鄭副校長嘉良 
引言人：高主任台茜、王研發長立中

 

17：00～ Check-in、晚    餐 

102 年 1 月 22 日（星期二） 

時  間 議  題 備   註 

9：00～10：30 
(90 分鐘) 

【議題四】 

如何幫助系所發展 
主持人：吳校長茂昆 
引言人：吳主任宗瓊、翁主任若敏 

 

10：30～10：50 茶    敘 

10：50～12：00 
(70 分鐘) 

【議題五】 

綜合座談 
主持人：吳校長茂昆 

 

現況及成果報告-書面資料 
1、節能減碳(總務處) 
2、八桌執行現況(秘書室) 
3、美崙校區(研發處) 
4、育成中心(研發處) 
5、其他 

12：00～14：00 午    餐 

14：00～ 參訪蘭陽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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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系所評鑑】 
工作時程規劃表 

102年1月2日修正 
時間 工作內容 
102年1月9日 
下午4時前 各院繳交自我評鑑計畫大綱(1～2頁) 

102年1月10日 
上午8:30～10:00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討論各院自我評鑑計畫大綱及相關作業。 

102年1月底前 各院召開(院級)評鑑諮詢委員會，由院長進行簡報，院諮詢委員給予院

系發展相關建言與指導。 
102年2月底前 召開(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1次會議，給予相關建言與指導。 

102年3月10日前 各院完成評鑑計畫修正。 

102年3月中前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討論本校自我評鑑計畫。 

102年3月底前 召開(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2次會議，確認本校自我評鑑計畫。 

102年4月底前 完成本校自我評鑑計畫書，並提報教育部。 

102年8月底前 教育部第1階段「自我評鑑機制」認定，本校據以辦理自我評鑑。 

時程規劃中 各系所完成第1階段自我評鑑報告書 

 完成第1階段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 

 確認第1階段系所評鑑結果 

 各系所依據第1階段評鑑結果，進行檢討與改善。 

 各系所完成第2階段自我評鑑報告書 

 完成第2階段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 

 確認第2階段系所評鑑結果 

 進行後續追蹤與改善作業 

103年12月底前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提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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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行政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2年1月2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會議地點：行政大樓303會議室

主 席：吳校長茂昆                                                     紀錄：陳玫琴

出席人員： 


楊副校長維邦
鄭副校長嘉良
白教務長亦方
王研發長立中

李學務長大興
呂副學務長傑華
劉總務長瑩三
褚國際長志鵬


林院長信鋒
林院長金龍
康代理院長培德
張院長德勝

吳院長天泰
夏院長禹九
潘院長小雪
羅主任寶鳳

李主任維倫
黃主任振榮
高主任台茜
蔡主任秘書裕源

陳主任艷凰(古組長明哲代理)
張主任美莉

列席人員： 

呂專門委員家鑾     廖專員瑞珠     李組員凱琳   石助理佳玉

壹、主席致詞：

一、對於本校各項校務訊息公告後，因訊息傳遞及接收資訊的落差，致使大部分學生對學校產生誤解，未來請相關單位加以檢討及改善。


二、有關本校市區接駁車運作方式係採預付制，惟對於一日會員之權益未能保障，近期同學反映，在第一站未客滿之情況下，允許同學先行上車，惟卻在達下一站時，因其他預付會員上車，遭驅趕下車之窘境，相關作法實有待檢討之處，再請總務處進行研議。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確認通過。

參、報告事項：

一、【黃主任振榮】

(一)公文電子化推動進度說明。


(二)楊牧專區規劃案說明。


二、【楊副校長維邦】

     101學年度第1學期擴大行政會議議程暫訂如附件一所示。 

肆、提案討論：

【第1案】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本校辦理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暨通識教育評鑑相關事宜，請 討論。


說    明：討論各院諮詢委員會之成立、院務發展及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伍、臨時動議：

【主席】


再次請各單位提供在大學架構下現行法令規章有不合時宜或窒礙難行之部分後，送交秘書室統整，將於本月14日及15日在宜蘭縣佛光大學召開之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中提出。

陸、散會：12時35分。

【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101學年度擴大行政會議議程表.v9

		102年1月21日（星期一）



		時  間

		議  題

		備   註



		10：15～10：40

		報到

		



		10：40～12：10

(90分鐘)

		主席致詞：吳校長茂昆 

【議題一】

課程改革與核心課程設計

主持人：吳校長茂昆

引言人：鄭副校長嘉良、李維倫主任

		



		12：10～13：30

		中餐



		13：30～15：00

(90分鐘)

		【議題二】

如何幫助學生在東華學習與成長

主持人：楊副校長維邦 


引言人：張院長德勝、陳主任進金

		



		15：00～15：30

		茶    敘



		15：30～17：00

(90分鐘)

		【議題三】

如何幫助教師在東華成功的發展

主持人：鄭副校長嘉良

引言人：高主任台茜、王研發長立中

		



		17：00～

		Check-in、晚    餐



		102年1月22日（星期二）



		時  間

		議  題

		備   註



		9：00～10：30

(90分鐘)

		【議題四】

如何幫助系所發展

主持人：吳校長茂昆

引言人：吳主任宗瓊、翁主任若敏

		



		10：30～10：50

		茶    敘



		10：50～12：00

(70分鐘)

		【議題五】

綜合座談

主持人：吳校長茂昆



		現況及成果報告-書面資料

1、節能減碳(總務處)

2、八桌執行現況(秘書室)

3、美崙校區(研發處)


4、育成中心(研發處)


5、其他



		12：00～14：00

		午    餐



		14：00～

		參訪蘭陽博物館





【附件二】

【系所評鑑】
工作時程規劃表

102年1月2日修正

		時間

		工作內容



		102年1月9日
下午4時前

		各院繳交自我評鑑計畫大綱(1～2頁)



		102年1月10日
上午8:30～10:00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討論各院自我評鑑計畫大綱及相關作業。



		102年1月底前

		各院召開(院級)評鑑諮詢委員會，由院長進行簡報，院諮詢委員給予院系發展相關建言與指導。



		102年2月底前

		召開(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1次會議，給予相關建言與指導。



		102年3月10日前

		各院完成評鑑計畫修正。



		102年3月中前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討論本校自我評鑑計畫。



		102年3月底前

		召開(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2次會議，確認本校自我評鑑計畫。



		102年4月底前

		完成本校自我評鑑計畫書，並提報教育部。



		102年8月底前

		教育部第1階段「自我評鑑機制」認定，本校據以辦理自我評鑑。



		時程規劃中

		各系所完成第1階段自我評鑑報告書



		

		完成第1階段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



		

		確認第1階段系所評鑑結果



		

		各系所依據第1階段評鑑結果，進行檢討與改善。



		

		各系所完成第2階段自我評鑑報告書



		

		完成第2階段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



		

		確認第2階段系所評鑑結果



		

		進行後續追蹤與改善作業



		103年12月底前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提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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