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第四次台南校區主管協調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2 點 00 分

地

點：行政處

主

席：蔡維民副校長

記錄：高溥琪

出席人員：蔡維民副校長、郭仕堯副處長、陳志忠組長、余清龍組長
葉玟玉組長、陳餘鋆曾文社區大學主任、吳雪鶯老師代理章國威主任
陳春志主任、于仁壽主任、蔡蒔菁主任、蔡晴文小姐代理尹珮璐主任
請假人員：章國威主任、尹珮璐主任
列席人員：韋宇軒先生
壹、 主席報告
1. 韓國職棒樂天隊到下周五即將離台，12 月份是空檔，明年一月起陸續有
韓國高中棒球隊與起亞虎職棒來移訓。
2.人事異動、系所整併以及南師北調相關問題，都依進度在進行，將再訂
時間與各系主任討論 105 學年度系所整併事宜。
3.一些重要活動
(1) 11/22 與愛樂合唱團等合辦「建校 50 週年紀念音樂會」。
(2) 11/28 校慶運動會與校友盃壘球賽。當天教職員工正常上班，下午 5
點舉行聖誕樹點燈儀式與祈願卡活動。
(3) 12 月聖誕相關活動。12/17 下午 18:00~20:00 聖誕歡樂烤肉大餐，
共 25 組，參加者請跟慧敏報名；亦請各單位於辦公室準備聖誕節佈
置。
貳、 副處長報告事項
1. 校慶運動會準備進度
(1) 由創新育成中心流用 2 萬元預算，發放教職員工和工作人員各一張
80 元園遊券。
(2) 蔡副校長為大家爭取到運動衫，教職員工每人一件，請於當天著運

動衫參加運動會。
(3) 運動會準備目前進度良好，11/19 4:00 召開運動會工作協調會議第
二次會議。
2. 校園規劃與活化狀況
(1) 台南校區縮小招生規模為 1 系 1 所，學雜費優惠和住宿費用減半，
以利招生。
(2) 以社區大學、產學合作、社區服務和棒球隊來活化校園。
(3) 探索教育園區即將換約，將爭取學生權利，例如每年免費烤肉一
次。
(4) 之前詢問體育課授課教師，經確認都在室內體育館上課，故決定將
閒置操場由國慶旅行社捐贈，改建為棒球場以活化校園，提升學校
形象，國慶旅行社另外捐贈 2 台跑步機供學生使用。
(5) 請主任加以宣導，如有任何學校發展相關問題，請循正常管道溝通
反應，例如透過系主任在主管協調會議，或系學會在「與校長有約」
，
或學生會代表在校務會議，也歡迎直接到行政處洽詢溝通。
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04 學年度第三次台南校區主管協調會議議決執行情形表
開會日期：104 年 10 月 22 日（四）下午 1 時 30 分
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待招生組 待招生組召開招生委員會及
105 學年度招生措施相
召開會議 獎學金委員會討論後，再提案 行政處
關事宜。
行政會議。
討論

二

10～11 月份各組工作
報告與協調。

通過

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各單位及各系

肆、 討論事項
議題一：各單位請提出至 12 月底重要活動並需要協調之事項。
說明：請各單位提出至 12 月各單位之活動，並需要與其他單位協調之部
分。
決議：
蔡晴文小姐：

1. 運健休系將於 11/25、12/1 和 12/16 舉行 3 場講座，歡迎大家帶班參加。
2. 11/29 舉辦系友回娘家。
3. 12/24 舉辦聖誕晚會。
蔡蒔菁主任：
11/28 系友回娘家，因助理當天請假，有請系學會學生幫忙。
蔡維民副校長：
請溥琪當天協助應外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陳春志主任：
1. 11/28 邀請傑出校友回娘家舉辦座談會。
2. 12/9 邀請長榮航空校外專家蒞臨本校演講，歡迎教師帶班參加。
于仁壽主任：
1. 11/25 鼎泰豐校園徵才活動，目前有 2 位航空系學生報名，當天仍可報
名面試，請各系主任轉知學生踴躍參加。
2. 11/28 系友回娘家中午於 RB01 用餐。
3. 系學會將舉辦麻將大賽。
蔡維民副校長：
1. 12/23 晚上 6:30 將邀請美國生命轉化基金會樂團成員演出，此活動屬為
本校重大集會，敬請出席參加；下午 1:30~3:30 於 L204 教室分享海外打
工和求學經驗，歡迎老師帶班參加。
2. 請各系主任和老師協助宣導大四學生參加鼎泰豐校園徵才面試。
3. 系友回娘家當天會至各系了解狀況。
余清龍組長：
1. 十字橋景觀油漆驗收完畢。
2. 校園草皮割草，環境清潔打掃持續進行。
3. 製作台文館指標預算較低，但招牌費用較高，經評估尚無預算可供支
用。
4. 學甲區土地徵收，公文已簽辦，徵收校地是學甲區與台南校區無礙。
5. 財產盤點即將結束，謝謝各單位、各系配合。
6. 如各系有多餘桌椅和設備可移轉給台北校區使用。
蔡維民副校長：
台文館指標可先做，招牌請總務組先評估費用，經費不足再和校長討論預

算來源。
葉玟玉組長：
1. 12/1 中午 12:00~13:00 圖書資源委員會，請各委員出席參加。
2. 電媒組禹均於 12/1 請辭，網路業務將由國忠處理。
3. 12/4 日本國立香川大學蒞臨本校台文館參觀。
4. 105 年 5 月由台南巿政府指導舉辦「台日火柴盒及火柴盒版畫展」，計
畫書將於 12/10 前提出申請。
陳志忠組長(教務組)：
1. 11/30 期中考成績登錄截止。
2. 12/7~12/11 期中停修課程申請。
3. 12/21~1/3 教學意見調查、導師評量系統開放，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上
網填答。
4. 11/12 已通知 104 學年第 2 學期排課，12/7~12/11 可至系統登錄。
5. 原慧盈註冊業務由娟吟處理。
6. 請各系主任依排課學分數規定開課，不足學分數可先透過院或台北各系
詢問是否有多餘課程進行安排。
陳志忠組長(學務組)：
1. 12/22(二)17:30-21:30，將舉辦聖誕歌唱大賽。
2. 12/21~1/3 導師評量系統開放，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上網填答。
3. 請各系主任轉知各系學會(或社團)注意訓輔經費申請時間，以免逾時
申請。
4. 請主任與老師持續宣導同學勿抽菸、勿在校外(內)亂丟垃圾。
5. 請主任與老師持續宣導同學騎乘機車注意安全(校內及校外)。
6. 運動會啦啦隊練習有學生受傷(骨折)，請各系老師關心學生並做安全
性宣導。
陳志忠組長(博雅教育組)：
通識選修申請資料待開會確定後，將與有申請老師聯繫。
蔡維民副校長：
1. 啦啦隊練習到很晚，宿舍有門禁，請各系主任宣導學生練習安全和時間
調整，有需要和棟長或管理人員聯繫。
2. 教務、學務組活動會由 FB 群組通知，可登入了解各項活動。
陳餘鋆曾文社區大學主任：

1. 曾文社區大學評鑑工作準備中。
2. 12/20 於玉井國小舉辦成果展，邀請大家一起參加。
3. 西羅亞池已清理 6 次，因在水中且樹根已和土結合很難清理，須花費較
長時間整理。
蔡維民副校長：
1. 請各位老師宣導學生運動會練球要注意安全。
2. 系友回娘家有需行政單位配合可提出。
3. 請各系主任和老師協助宣導大四學生參加鼎泰豐校園徵才面試。
4. 請各單位協助辦公室和上課教室附近清潔整理。
5. 請總務組配合社區大學安排西羅亞池清理時間，將對外借青蛙裝或潛水
衣協助處理。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 點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