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第一次台南校區主管協調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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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志主任、尹珮璐主任、蔡蒔菁主任
陳淑敏小姐(代理陳餘鋆主任)、劉如惠小姐(代理章國威主任)
陳淑嬌小姐(代理于仁壽主任)
請假人員：陳餘鋆曾文社區大學主任、章國威主任、于仁壽主任
壹、 主席報告
（一） 台南地區登革熱疫情嚴重，麻豆地區病例發生於麻豆口，離學校不
遠；開學在即，為了保障學生安全，請總務組能加強校園環境之清
理，落實防疫措施；另外，請各單位這兩天整理打掃各自的辦公負
責區域，維持上班環境與門面。請學務組葉淑慧小姐至各單位宣導
防範登革熱文宣。
（二） 各單位或個人若與學校相關的新聞要發布，請先知會行政處，切勿
自行提交記者，若造成學校聲譽損失，將追究必要之責任。
（三） 本學年台南校區工作要點（請參考附件一─104 學年台南校區政策規
劃）。
（四） 請大家持續積極跟進新生報到狀況──日間部、僑外生、陸生、研
究所，希望總報到率不要低於五成。請大家再努力招生，提高報到
率。
（五） 教職員人事北調之計畫與進行。
（六） 8/30 與台灣玉山交響樂團合作之音樂會，請大家踴躍參加。
（七） 請各系於 9/11 前檢測上課教室設備，如有設備損壞儘速通報相關單
位進行維修。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04 學年度第七次台南校區主管協調會議議決執行情形表

開會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下午 2 時 30 分
項次

案由

一

暑假各單位活
動協調

臨時 行政單位空間
動議 整併延至 8 月
一 14 日前完成

決議

執行情形

通過

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各單位及
各系

已完成空間整併

總務組、教
務組、學務
組

通過

執行單位

參、 討論事項
議題一：8~9 月份各組工作報告與協調。
說明：請各單位提出近期內至 9 月各單位之活動，並需要與其他單位協調
之部分。
決議：
陳志忠組長(教務組)：
1. 新生通訊註冊收件至 8/22 郵戳為憑截止，但如新生來電詢問，仍然告
知可郵寄註冊資料，以提高註冊率，請大家繼續為招生加油。
2. 9/14-9/18 為加退選課程，煩請各學系主管及教師積極並加強輔導同
學選課，應避免不當超修或不合理低修情勢發生。
3. 9/25 學生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截止，成績如有問題可提出申請後更正。
4. 教師北調，請仍然維持教學品質和提供優質教學環境。
5. 今年有 56 人申請內轉北真，39 人確定轉至北真就讀，有 6 位學生因
某些因素提出留在原系就讀，希望往後各系主任可以對內轉同學詢問
是否已告知家長要轉至北真，以免家長不同意內轉而占用有意願同學
名額。
6. 教務組辦公室已與學務組進行合併，日後有關教務相關業務，請至學
務組辦公室進行洽詢。
7. 教師上課臨時更換教室或臨時請假，請知會教務組或告知助理轉知教
務組同仁。( 教務組同仁查堂時老師不在將會詢問助理，若無正當理
由，再發異常通知)
8. 今年陸生有杭州萬向和珠海城巿兩校學生，其中萬向有 29 位同學需另
繳 2500 元宿舍儲值電費，再請總務組代收費用；宿舍住宿契約再由系
助理拿給陸生簽名；保險部分會先使用教務組預算投保，等陸生學雜
費進來再沖銷費用；選課部分根據對方學校規定，萬向學生最少要修
足 18 學分，珠海城巿學生至少要修足 20 學分，以紙本方式選課。離
校程序會發通知給系助理，再請系助理協助陸生處理後續事宜。
9. 進學假日班(資應系與運健休系)上課時間跟一般時間不同，請系助與
主任提醒上課教師準時上課。

陳志忠組長(學務組)：
1. 登革熱宣導文件已公告於網頁也已請電媒組於台南校區首頁建置登革
熱專區，日後，學務組會發檢核表給各單位簽核。
2. 9/11 大一導師研習(下午)；9/12 新生輔導，輔導程序表如附件二。
3. 9/14 新生體檢，陸生可同步進行。另外，9/29 教職員體檢將以郵件通
知，提供報名申請。
4. 9/21「國家防災日」實施地震避難演護演練。
5. 請主任與老師持續宣導同學於吸菸區吸菸或少吸菸。
6. 請主任與老師持續宣導同學勿在校外亂丟垃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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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請主任和導師持續關心輔導學生，L208 資源教室可提供使用。
9. 弱勢(70 萬以下)助學金申請通過者之愛校服務 50 小時，依教育部來
文自 104 學年度起刪除(不需)施做。
10. 請各系協助宣導畢業生填寫「畢業生流向調查」，以提高填報率。
11. 8 月初已和總務組完成宿舍業務交接，除訓輔業務及學生獎懲屬學務
組外，其餘宿舍行政(樓層)管理業務由總務組負責。9/11 前煩請總務
組於特定區域放置歡迎旗幟。
12. 假日時段上課，使用 R504 和 R510 教室，請總務組協助開關教室。
余清龍組長：
1. 開學前完成颱風災後校園整理，各單位發現異常可通報總務組。
2. 8/31 如天氣轉晴將做全校消毒，於消毒前公告通知，必要時開學二週
再做第二次加強消毒，以防範登革熱。
3. 8-9 月有真理堂、棒球場等場地租借。另外正與廠商洽談圖書館 5 樓
2-3 間教室提供廠商當儲藏室租用，以增加部份收入。
4. 開學後汽車不要開進校園，請停放汽車停車場，請系主任和老師宣導
學生機車放置機車停車格裡。
5. 總務組辦公室搬到真理堂 2 樓，以前健康中心辦公室位置。
6. 9/11 學生宿舍開放進住，提供新生交通專車服務，以電話登記方式受
理申請。
7. 探索教育園區合約至明年 4/30 到期，重談合約或和社大結合，教官、
人力和管理問題仍需評估。
8. 災後復原，會請機械夾子車進來處理。
葉玟玉組長(圖書分館)：
1. 請總務組協助檢查圖書分館樓層上方積水，因牆壁滲水台文館有幾幅
真跡畫作已送修。
2. 圖書分館於 9/21-10/30 辦理各系新生導覽活動，歡迎導師帶班參加，

預約申請表如附件三。
葉玟玉組長(電媒組)：
1. 各單位使用 96 年以前電腦將陸續更新至 97 年電腦，使用 windows 7
作業系統，請同仁接到通知時儘速備份硬碟資料，如電腦是 92 或 93
年且已不堪使用，請原單位依程序進行報廢。
2. 電媒組將更新 R202 教室電腦，於 12 月底前完成電腦採購案，購置 30
部電腦(含教師機)，原 R202 教室電腦共 31 部(含教師機)已與休憩系
主任協調移到 R304，財產一併移交給休憩系，同時卸下原掛在 R202
教室門外的「休憩系專業教室」掛牌。
葉玟玉組長(台文館)：
1.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白適銘教授，將與嘉義巿政府舉辦「台灣畫家畫
作展」，欲商借本館「張李德和畫作」辦展覽，本次展覽，「真理大
學台灣文學資料館」將為協辦單位。
2. 立石雅夫與本館張良澤教授洽談在台策畫「立石鐵臣畫作大展」，期
望由「奇美博物館」或「台南巿政府文化局」出資主辦，「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資料館」為協辦單位。或「台南巿政府文化局」出資委由「真
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主辦。
3. 今年度預計出版「日治時期台灣風景明信片台中州」(與台中巿政府合
作)或「日治時期台灣風景明信片新竹州」(與新竹巿政府合作)套書，
擇一進行合作，並與該合作單位共同合辦相關展覽。
尹珮璐主任：
1. 為新生報到繼續努力。
2. 樂齡大學開始招生，請各系主任和社大協助推廣，今年學校需收取場
地費，所以報名學員將收取學費 500 元，會註明是場地費，讓學員知
悉。
3. 開學後會帶樂齡大學學員至台文館參觀。
葉玟玉組長：
預約申請即有專人導覽。
郭仕堯副處長：
1. 9/11 全校教師會議，校長宣示「真理大學永續發展之理念與策略」。
2. L203 和 L204 教室桌椅儘速完成更新，開學前完成宿舍冷氣設備檢測。
3. 尚未通訊報名新生，可鼓勵先報名來就讀，如系不符合自己興趣一年
後再轉至北真就讀自己喜歡的系。請大家為招生加油。

4. 校內將嚴格執行汽機車依照指定位置停放，並禁止吸菸。
陳淑敏小姐(代理陳餘鋆主任)：
1. 社區大學於 8/31 開學，有關電腦教室、語訓教室和體育館等上課教室，
敬請協助。
2. L204 為社大密集上課教室，如桌椅搬遷時請總務組再與社大協調使用
非上課時段施工。
3. 8/26 和 8/27 水精靈夏令營，地點在曾文水庫。
4. 社區大學新學員 225 位，總人數約 1500 多人。
5. 社區大學玉井分校已開始運作，有提供辦公空間，但辦公桌椅、櫃子、
電腦等設備需自備，請總務組協助搬運或車子借社大由志工搬運至玉
井分校。
6. 已跟電媒組申請電腦設備，希望可先行處理。
陳春志主任：
9/11 至高雄小港機場接珠海城巿學院 2 位陸生，已申請公務車，因接機時
間是下午 6 點多，還需帶學生購買盥洗用品，回到學校宿舍已很晚，因兩
位是女學生，希望宿舍有工作人員接應。
余清龍組長：
1. 公務車依申請次序和招生優先使用。
2. 9/11 櫃台已有工作人員排班，因 3 位排班人員只有 1 位女生，當天無
法確定是女生值班。
3. 盥洗用品考慮衞生問題，建議學生自行購買。
蔡蒔菁主任：
今年有 1 位北真轉來的同學。
劉如惠小姐(代理章國威主任)：
繼續為招生加油。
陳淑嬌小姐(代理于仁壽主任)：
暑假實習有糾紛皆已完成處理。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 點 10 分）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新兵樂
104 真理大學圖書館新生導覽活動
一、 目的：引導本校新生認識圖書館。
二、 對象：大學部（日間部&進學班）一年級及碩士班一年級新生。
三、時間：
(一) 台北校區：9 月 21 日至 10 月 30 日第 2 節至第 8 節，每場次約 40 分鐘，例假日除外。
(二) 台南校區：9 月 21 日至 10 月 30 日第 3 節至第 9 節，每場次約 40 分鐘，例假日除外。
四、內容：採現場導覽及服務項目說明並搭配有獎徵答方式辦理。
五、 地點：圖書館。
六、 參加方式：
(一) 台北校區：請教師於欲導覽日三個工作天前擲回圖書館 1 樓服務櫃檯。若有問題，請洽
圖書館典閱組吳小姐，分機：1518，email：au1695@mail.au.edu.tw
(二) 台南校區：請教師於欲導覽日三個工作天前擲回圖書分館 1 樓服務櫃檯。若有問題，請
洽圖書分館葉組長，分機：6171，email：au1682@mail.au.edu.t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表
 系所班級：


教師姓名：



參加人數：



連絡分機/手機：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預約導覽時間：請至少選擇三個時段以 1、2、3 填入優先順位，以利本館安排導覽場次。
(2) 確定導覽時間將以電話通知或寄發郵件至教師電子信箱。
(3) 各系所新生教師需全程帶班參與。


預約時段一：___月___日，第___節



預約時段二：___月___日，第___節



預約時段三：___月___日，第___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