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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0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第 3 次籌備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二、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三、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p.2-6) 

四、主席：陳校長響亮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 

 (一) 本校將於今(102)年 11 月 21 日針對「項目二-校務治理與經營」接受追蹤評鑑「實地訪

評」，訪評當日流程表如附件二(p.7)評鑑結果則於 103 年 6 月 30 日前公布。 

 (二) 本校將於 102 年 8 月 30 日前函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報告

及參觀學校相關設施動線規劃與參訪點說明，另以電子檔傳送實地訪評行前確認事宜

如附件三(p.8)及晤談名單調查表(校長室、人事室、學務處、教務處已提供相關名單，

目前進行彙整中)。 

 (三) 獨立晤談室預計商借致宏樓 6 樓 4 間教師研究室（其中 1 間備用），目前已與各研究室

所屬教師協調借用事宜中。 

 

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0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實地訪評為項目二：「校務治理

與經營」，委員參觀學校相關設施動線規劃與參訪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承襲 100年度 11月校務評鑑之規劃，參觀學校相關設施及參訪點如附件四(p.9)，

本次校務追蹤評鑑擬以此規畫為基礎，並視實際需求做調整，參觀學校相關設

施時間為 30 分，故請  鈞長討論決議，以利後續作業。 

二、會議中討論之參觀設施，惠請負責單位填寫參訪點規劃調查表如附件五(p.10)，

並於下次籌備會議中報告相關規劃內容。 

擬辦：會議中決議之參觀設施及參訪點，惠請負責單位於 8/22(四)中午前回報規劃調查

表，以利後續彙整。 

 

決議：參訪點增加學生餐廳，並請各負責單位於 8/22 前回覆規劃調查表。另請各單位可

著手規劃及思考成果展示內容，於下次籌備會議中提出。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2 
 
 

附件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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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實地訪評流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備註 

09：00 前 評鑑委員到校  

09：00 ~ 09：4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09：40 ~ 10：20 
相互介紹、校長致詞 

簡報（學校針對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說明） 

 

10：20 ~ 11：20 學生代表晤談 請教務處協助 

11：20 ~ 12：20 
資料檢閱/評鑑委員進行意見彙整並提出「實地訪評待釐

清問題表」 

 

12：20 ~ 13：30 午餐休息  

13：30 ~ 14：50 教師與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請人事室協助 

14：50 ~ 15：00 彈性時間  

15：00 ~ 15：30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  

15：30 ~ 16：10 學校對「待釐清問題」之說明  

16：10 ~ 17：30 評鑑委員訪評意見彙整與撰寫追蹤評鑑/再評鑑結果報告  

17：30 以後 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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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實地訪評行前確認事宜 

受評學校： 

台灣首府大學 

校址：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 號 

受評日期： 

11/21（四） 

受評學校對口人： 

邱雅靖小姐 

單位及職稱： 

研發處企劃組/行政助理 

聯絡電話：06-5718888*355 

手機： 

追蹤評鑑項目：項目二 

交 通 

學校可否提供公務車 
可 可提供_7_人座，_2_台 

□否 

中巴可否駛入學校 
可 停車地點：女生宿舍旁(與大草皮之間) 

□否 建議停車地點： 

可否提供停車位 
可 數量：致宏樓前約 40 輛 

□否 鄰近停車地點： 

周邊交通站距離 

高雄以北（國道 1 號）－麻豆交

流道下 10 分鐘 

高雄以北（國道 3 號）－官田玉井

交流道下 10 分鐘（玉井交流道下，

接 84 線 14k 下營交流道約 1 分鐘） 

高雄以南（國道 1 號）－麻豆交

流道下 10 分鐘 

高雄以北（國道 3 號）－官田玉井

交流道下 10 分鐘（玉井交流道下，

接 84 線 14k 下營交流道約 1 分鐘） 

嘉義高鐵站 40 分鐘 

台南高鐵站 40 分鐘 

隆田火車站 10 分鐘 

善化火車站 30 分鐘 

台南火車站 50 分鐘 

鄰近醫院 
1.麻豆新樓醫院：台南室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 20 號(約 10 分鐘) 

2.柳營奇美醫院：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 201 號(約 20 分鐘) 

餐 盒 

1. 請學校代訂 80 元之餐盒（午、晚餐）。 

2. 代訂數量和飲食葷素會於訪評前發文通知，如有異動會即時告知。 

3. 餐費收據請開立統一編號（抬頭：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統編：

48704443）。 

4. 當日學校負責專員會於當天統一結帳；學校聯絡人：邱雅婧。 

場地準備 

場 地 設 備 位 置 教室編號 聯絡人 聯絡手機 
委員共同簡報室 

（即為資料陳列室/約

4 人，另可預估校方人

數安排） 

含至少 4 台可上網之電

腦、1 台獨立印表機與投

影設備 

致宏樓 2F TC213 研發處  

獨立晤談室 1  致宏樓 6F TC618 研發處  

獨立晤談室 2  致宏樓 6F TC616 研發處  

獨立晤談室 3  致宏樓 6F TC614 研發處  

獨立晤談室（備）  致宏樓 6F TC612 研發處  

其他場地 校長致詞和簡報場地建議同委員共同簡報室 

相關資料

提供 

1. 請提供校園平面圖（含車輛入校路線、停車場位置） 

2. 請提供各場地（含簡報室、晤談室、聯絡人辦公室等）位置圖 

※上述資料請分兩張圖呈現 

3. 晤談名單 



9 
 
 

附件四、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動線規劃 

順序 建築物名稱 地點 負責單位 

1 致宏樓 2F 蓮潭國際文教會館 執行長 

2 圖書資訊大樓 1F 圖書館 總務長 

3 致毅樓 

1F 設計學院教學成果展 設計學院院長 

B1 休閒產業學院教學特色與冰雕表演 休閒學院院長 

4 致勤樓 1F 人文故事城堡 人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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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0 年度下半年校務評鑑追蹤評鑑 

實地訪評「參觀學校相關設施」參訪點規劃調查表 

 

 製表日期：102 年 8 月 

參訪點名稱  備註 

負責人姓名/分機/手

機 

  

解說人姓名/聯絡方式   

使用地點   

參訪目的   

參訪

點簡

述 

參訪點功能   

擁有設備   

相關課程   

重要成果   

 

  ※本調查表請於 8/22(四)前擲交紙本及電子檔至企劃組，以利後續彙整。 

 

 

  負責人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