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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2月 2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主席：黃美智校長                                                     記錄：謝羽青 

出席：李委員易駿、曾委員文峯、江委員明翰、張委員素嫺、謝委員哲仁、黃委員美荏、翁

委員靜柏(公差)、賴執行秘書雅韻 

列席：蔡主任秀美、陳主任弘斌、仇敏主任、蔡主任雅文、林主任桂琴、蔡主任佳芳、姚主

任奮志、黃主任美玲(請假) 



2 

 

 

 

 

 

 

 

 

 

 

 

 

 

 

 

 

 

 



3 

壹、 主席致詞 

一、本次會議原訂於1月 14日召開，因故改期至第二學期開學第一日召開，本校107-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有許多東西還在逐步聚焦，評鑑說明會中也提到評鑑是呈現過去 3

年的結果，我們在寫評鑑報告時都是在說明過去 3年我們做了什麼，如果以指標式

的講法，應該是我們期待過去我們可以做到哪裡，結果為如何，我們給自己設下挑

戰的數據再去分析達不到的原因。今年可能很難可以清楚看到我們 3年後設計的這

些東西指標為何，因為我們還沒這麼成熟，現在要先面對我們要朝的方向前進，由

這次評鑑的資料再去重新檢視，慢慢思考有哪些指標可以訂定，3年後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與我們的預期有落差，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監督自己、讓自己成長。 

二、本(108)年 2 月 1 日本校正式與跟台灣首廟天壇進行產學合作，由老服科專任教師

擔任台灣首廟天壇附設養護中心執行長， 3月 1日本校推薦之主任也將進駐，所有

經費由天壇基金負責，過去陳校長與老服科做了很多的扎根，現在我們也實現了，

目標也越來越清楚了，未來我們還有許多的困難需要去克服。 

三、過去教育部一直在談論本校校地不足的問題，去年 10 月我們應教育部要求承租第

二校區，但是校地狀況我們一直沒有很滿意，這過程中也一直在尋更好的地方，其

中，康寧大學的棒球場是國際級的場地設備新穎，現在康寧大學不承租這塊台糖的

地，我們預估租金差異不大，現在我們準備跟教育部溝通是否改租此塊地，讓我們

有更好的地方可以使用，是令人興奮的一件事。 

四、今天早上第一堂體育課，看著學生在籃球場上熱熱鬧鬧的跑跳，享受使用新場地的

愉悅，這段時間的準備讓學生開學就有這麼棒的場地使用，是很值得開心的事，接

任本校校長至今已滿 3個月了，看到每位同仁為學校的提升做了很多，感謝每一個

人的用心，謝謝大家。  

貳、 工作報告 

本校目前執行/提報之計畫案如下： 

一、 107-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案： 

(一)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年計畫期末成果報告書將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前繳交至教育部。 

(二) 107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展時間為 107 年 1 月 3 日（四），各子計畫繳交

成果冊，並針對活動進行成果海報之陳列，並於 108 年 1 月 3 日（四）與 108

年 1 月 4 日（五）上午展出完成。 

(三) 根據教育部於 108 年 2 月 12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020714K 號函說明目前

刻正審查 107 年度之執行成果報告，審查結果將作為 108 年度經費核配依據，

108 年度經費核定作業預計 3 月中下旬完成，為使計畫順利銜接推動及人員聘

任，教育部依本校 107 年度核定總補助經費之 40％額度，先予撥付本校第一

期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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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8 日完成請撥，尚待教育部核撥相關經費，第一

期款根據深耕會議討論會議中所定金額的 42-43％進行分配，因第一期款的執

行情形影響第二、第三期款的數目與撥付時間，因此需麻煩大家開始進行計畫

活動與內容之安排，藉以順利完成深耕計畫相關績效指標。 

(五) 有關「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年經費核定情況，目前教育部仍在審議當中。 

二、 108-112年度校務發展躍升計畫案： 

(一) 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寄送計畫書，預計 108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至台評會進行

簡報報告。 

(二) 本案計畫 108 年度提報金額為新臺幣 21,684,468 元(教育部補助 19,012,468 元、

學校自籌款 2,672,000元)。 

(三) 目前刻正召聘職缺。 

參、 提案討論 

案    號：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符合本校目前校務發展執行情形修訂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二、 檢附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原條文及修正後

條文各 1 份如附件一。 

三、 本案修訂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 第二條第二項修正為：「推選委員：由本校校務會議教職員工生代表 推選

教職員三人及學生一人。」。 

二、 第四條修正為：「............必要時得由校長遴聘校外專家、學者 及校友 若干

人擔任校外諮詢委員。」。 

三、 第六條文字修正將「使得」更正為「始得」。 

四、 其於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為規劃校務發展之重點

與方向並落實發展目
標，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設立
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一、為應本校校務之推動與發
展，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五條，設置校務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研究與規劃整體校務發展
計畫。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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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

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

校長、秘書室主任、教
務主任、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研發主
任、各科(中心)主任。 

(二)推選委員：由本校校
務會議教職員工代表
推選三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
人員組成之： 
(一)校內委員： 

1.當然委員：校長、副校
長、教務主任、學務
主任、總務主任、研
發主任。 

2.推選委員：由本校教職
員推選三人。 

(二)校外委員：由校長視需
要就校外專家學者若
干位聘任之。 

委員任期一年，推選委員連
選得連任。委員均為無給
職，但校外委員得支給出席
費及交通費。 

1. 委員組成分誠當然委員
及推選為員，項次修正。 

2. 當然委員增加秘書室主
任及各科(中心)主任。 

3. 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教
職員代表推選。 

三、本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校長兼任之，並置執行秘
書一人，由秘書室主任兼
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
辦理本會有關事項。 

三、本會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

之，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
員一人召集並主持之。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秘
書室主任兼任之，掌理本會
之各項行政業務。 

1. 將現行條文第三點、第四

點整合。 
2.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秘書

室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四、本會為推動重大校務發展
計畫，必要時得由校長遴
聘校外專家、學者若干人
擔任校外諮詢委員。 

 原條文第二點內容獨立訂
定，校外委員名稱更改為校
外諮詢委員。 

五、本會當然委員任期從其職
務，推選委員及校外諮詢
委員任期一年，連選得連
任。 

 原條文第二點內容獨立訂
定。 

六、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開會時得邀請校外
諮詢委員列席指導及本
校有關單位列席，必要
時可召開臨時會議。開
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使得決
議。 

 原條文第五點內容獨立訂
定，開會得邀請有關單位列
席，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
議，開會出席人數及決議訂
定有人數限制。 

七、本會主要任務如下 
(一) 研擬及修訂本校中

長程發展計畫書。 
(二) 研議有關本校校務

發展計畫事項。 
(三) 研議本校學術、行政

單位之增設、變更及
停辦等事項。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討論下列事項： 

(一)研擬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劃。 

(二)提供校務基金管理與運
作諮詢。 

(三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
項。 

1. 增訂本會主要任務。 
2. 點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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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 年度預算及財務計

畫。 
(五) 國際學術合作、締結

姊妹校事項。 
(六)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

事項。 
八、經本會審議通過之重大案

件，應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通過後實施。本會工作情
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
會議報告。 

六、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
應提校務會議報告，重大案
件並應經校務會議討論通
過後實施。 

1. 文字修正。 
2. 點次變更。 

九、本會委員、校外諮詢委員
均為無給職。校外諮詢委
員得依據相關規定支給
出席費及交通費。 

 原條文第二點內容獨立訂
定，及文字修正。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點次變更。 

案    號：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有關本校「107-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以校長治校理念為主軸，鏈結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校

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及各單位其他教育部補助計畫等內容。 

二、 本校中長程計畫書業於 10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經各單位互相檢視後完成

計畫書草案。 

三、 本案經本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 請各單位針對「資源共享」部分增加敘述說明。 

二、 請各單位依會上討論意見修正提供予秘書室彙整，並送校務會議審議。 

案    號：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行政組織架構調整方向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查 106年 4月校務評鑑委員建議略以，本校教學單位僅有 4個，行政單位

卻達 30個，宜就行政組織進行檢討整併。復查本校 107年 12月 25日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協調會議及 108年 2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務協調會議結論，有關實習就業輔導處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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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調整案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二、 本校行政組織擬規劃調整如下： 

(一) 精簡實習就業輔導處，原就業輔導及校友服務業務移撥至研究發展處，

各科實習業務由各科辦理。 

(二) 精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相關業務移撥至總務處。 

三、 檢附本校現行組織架構圖(附件二)。 

決    議： 

一、 精簡實習就業輔導處，原業務移至研究發展處項下，設置實習就業輔導組。 

二、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移至總務處項下，設置環境安全衛生組。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同日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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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原要點) 

97 年 12 月 26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為應本校校務之推動與發展，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設置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研究與規劃整體校務發展計畫。 

二、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校內委員： 

1.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研發主任。 

2. 推選委員：由本校教職員推選三人。 

(二) 校外委員：由校長視需要就校外專家學者若干位聘任之。 

委員任期一年，推選委員連選得連任。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支給出席

費及交通費。 

三、 本會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召集並主持之。 

四、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秘書室主任兼任之，掌理本會之各項行政業務。 

五、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一) 研擬本校中長程發展計劃。 

(二) 提供校務基金管理與運作諮詢。 

(三)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六、 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會議報告，重大案件並應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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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後草案) 

97 年 12 月 26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為規劃校務發展之重點與方向並落實發展目標，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設立校

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秘書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研發主任、各

科(中心)主任。 

(二) 推選委員：由本校校務會議教職員工代表推選三人。 

三、 本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秘書室主任兼任之，承主任委員

之命，辦理本會有關事項。 

四、 本會為推動重大校務發展計畫，必要時得由校長遴聘校外專家、學者若干人擔任校外諮詢委員。 

五、 本會當然委員任期從其職務，推選委員及校外諮詢委員任期一年，連選得連任。 

六、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開會時得邀請校外諮詢委員列席指導及本校有關單位列席，必要時

可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使得決議。 

七、 本會主要任務如下 

(一) 研擬及修訂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二) 研議有關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事項。 

(三) 研議本校學術、行政單位之增設、變更及停辦等事項。 

(四) 年度預算及財務計畫。 

(五) 國際學術合作、締結姊妹校事項。 

(六)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八、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重大案件，應再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應

提校務會議報告。 

九、 本會委員、校外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校外諮詢委員得依據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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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