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106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11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求真樓 4 樓會議廳(K401)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錄：周靜宜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數、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剛召開校慶籌備會，接著本會議又進行 106 年全國語文競賽授旗儀式，
非常開心。謝謝大家出席今日的會議。

三、報告事項
◎頒獎--本校 105 年度研究績優系所表揚
◎授旗-- 106 年全國語文競賽訂於 11 月 25 日至 27 日於臺南長榮大學舉
行，本校共計 22 位選手代表參加，為激勵競賽員士氣，恭請校長進行授
旗儀式，以茲鼓勵。

四、宣讀及確認106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紀錄
裁示：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五、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06學年度歷次行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說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列管案件共8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復辦理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列管者計4案，繼續列管者計4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理完竣。
裁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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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早上召開的 118 年校慶籌備會非常順利，感謝我們所有的同仁。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本處文書組預定於 11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 點於求真樓一樓藝術
中心舉行「師學探源──百年樹人·師培典範」臺灣北中南師範校院檔
案聯展開幕式，本次由本校邀請臺北教育大學及臺南大學聯合辦理，
敬邀各位師長撥冗蒞臨指導。
 國際及兩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科技部 107 年的專案計畫本校申請截止時間為 107 年 1 月 3 日 23
時 59 分，請各位師長留意。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 本部辦理台中市實驗教育計劃，於 11 月 4 日辦理台中市實驗教
育機構年度成果展，由林佳龍市長盛大主持，活動相當成功。
二、 本部於 11 月 10 日辦理「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簽約儀式，邀
請侯禎塘副校長、許可達主任、朱海成處長、王欣宜主任及駱明
潔主任共同參與，預計於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派遣學生至本校研
修課程。
三、 107 春 ESL 課後全英班預計新增西屯國小共計兩班次，招收 50
位學員，分別於 10 月 21 日、11 月 25 日舉辦招生說明會。
四、 預計邀請市長夫人於 12 月 6 日在林之助紀念館出席實驗教育影
片分享會，放映本部拍攝的實驗教育成果影片，誠摯邀請各位師
長蒞臨參加。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玲玲報告：
校務評鑑將於 107 年下半年實地訪查，相關工作已開始啟動。預
定 1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邀請王保進教授分享校務評鑑的經驗。
 管理學黃院長位政報告：
一、 林之助紀念館最近製作兩款紀念帆布提袋，歡迎校內同仁選購。
也邀請各位師長於假日可前往紀念館參觀。
二、 林之助紀念館於 106 年 11 月 18 日及 11 月 25 日辦理「之助講堂
─礦物顏料與臺灣膠彩畫」、「之助講堂─以膠彩話藝術：膠彩畫
之父林之助」講座及新書座談會活動，感謝美術系高永隆老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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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純老師的支援協助。
 教育學系任主任慶儀報告：
一、 本系教三甲學生正式出版了圖書「中小學生認識臺灣畫家的第一
本書」，非常難得。
二、為提昇本系研究生文獻蒐集、研究與論文寫作能力，本系辦理「2017
研究生論文撰寫與工具應用工作坊」，以現場實作方式進行論文寫
作實務學習，對象為本系研究生(30 名)和外系研究生(10 名)。目
前已辦理完畢三場次，活動獲得本系及外系所研究生熱烈參與及迴
響，期望將來作成例行性的學術活動，提供研究生參加。
 特殊教育學系王主任欣宜報告：
本系於 106 年 10 月 20 日已辦理完成 2017 年「融合教育之師資培
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人數眾多，圓滿落幕，謝謝大家。
 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楊主任銀興報告：
教專學位學程考試將於 12 月 25 日開始報名，今年原住民身份、
資訊類開放無教師證及無教育學程者可報考，請主管多多宣傳，請同
學踴躍報名。
 美術學系黃主任嘉勝報告：
本系協助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於 106 年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在美
術樓 403 演講廳辦理「後藤純男筆下的日本畫－臺灣與日本的文化交流」
活動，特邀請日本後藤純男美術館館長行定俊文先生來臺進行專題演
講，將從日本畫的歷史談至現代日本畫，展開後藤純男講座的序幕。
 英語學系王主任雅茵報告：
英語學系與通識中心共同協辦「多元文化語境之英語學習革新課程
計畫」之「英文共學」活動於本月展開，由 15 位英語教學助理及 1 位
英語教學志工至英語自學中心進行繪本導讀共學，希望培養學生的英語
閱讀習慣，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傳。
 數學教育學系陳主任嘉皇報告：
本系跟師培處合作於 11 月 18 日（星期六）早上九點在求真樓 K401
舉辦全國第一屆數學科教材教法論壇，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王主任志宏報告：
本碩士班於 11 月 25 日與中華觀光管理學會於本校英才教學大樓辦
理「2017 中華觀光管理學會學術論壇暨研討會議」
，敬邀本校師生共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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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舉。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塗校長文忠報告：
一、本校圍牆暨人行道整建工程（第一期）榮獲「2017 臺中市第六屆都
市空間設計大獎（優良街角及友善人行空間設計獎）」
，10 月 31 日
由林佳龍市長頒獎表揚。此次參選作品是不分類別，其中有許多是
豪宅建案，本校是唯一公部門得獎者。
二、本校圍牆第二期工程感謝榮調至國教署學安組的林良慶組長幫忙，
始獲得 700 萬全額補助經費。另感謝洪教務長幫忙爭取到 230 萬經
費，這些都對實小日後的經營跟環境景觀有很大的幫助，感謝所有
師長們。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料請參閱會議議程資料

七、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修正草
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
說明：
一、依據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學術主管會議決議辦理。
二、為降低休退學人數，擬調整本校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費支給金額，修改
如下：本校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未曾休學且於註冊第四學
期(暑期班為第二暑期)前畢業者，研究生論文指導費支給金額由原支
給新臺幣4仟元調高為5仟元。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條文、現行條文(如附件)。
決議：
一、 修正第八點：「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並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 有關第三點指導研究生畢業期限之獎勵規定，請納入各系所畢業之特殊
條件。
三、附帶決議：
（一）請教務處針對各系所學生休、退學及註冊率情形另案檢討，並於每學
期第一次行政會議報告。
（二）獎勵相關系所研究生進行本校學生休退學情形相關議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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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圖書館借書規則」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
圖書館）
說明：
一、 擬提高教職員工生可借閱圖書數量及續借次數如下：
(一)修正借書規則第二點借量與借期
1、學位論文以五冊為限，借期一週。
2、專任教師：六十冊，借期八週。
3、職工：五十冊，借期六週。
4、學生：大學部三十冊，借期四週；研究所五十冊，借期六週。
(二)修正借書規則第三點「續借」：借閱圖書如無他人預約，可於借書到
期前七日始辦理續借，續借次數以二次為限。
(三)法規語句修正。
二、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及現行條文各一份。
決議：照案通過。
臨時提案一
主旨: 有關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三點，本校校務基金進用人數由 90 人增列至 92 人一案，簽請鑒核。
（提
案單位：人事室）
說明：
一、 依據本校 106 學年度「校園災害管理會議」會議決議辦理。
二、 查 102 年 6 月立法院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1 條附帶決議與立法院
103 年度 1 月中央政府預算決議事項相關內文涉及「軍訓教官退出校
園」相關考量及本校軍訓室湯志平校官 106 年 9 月 1 日退伍，並未徵
補新進校官，為確保校安中心業務推動及學生安全為優先考量，本室
爰據以修訂本要點三，增訂本校校務基金進用之人數以九十二人為上
限。
三、 本要點業於本(106)年 11 月 7 日 106 學年度第 3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審
查竣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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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
二、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全
文。
三、 現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
四、 106 學年度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錄。
五、 106 學年度校園災害管理會議會議記錄。
決議：照案通過。

八、臨時動議
無

九、散會(中午 1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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