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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第 20 次 校 務 會 議 議 程 

 

一、時間：99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校學生活動中心 406 會議室 

三、主席：林校長新發                        記錄：顏如芳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 …………………………………………………………………1 

(二)報告事項 

1.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2 

2.經費稽核委員會楊忠祥主席報告 

—本校 98 會計年度校務基金財務狀況……………………………………4 

(三)報告案 

本校經管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593-1、593-2 及 593-3 地號三筆國有土

地是否參與都市更新案(總務處) …………………………………………5 

(四)提案討論 

1.本校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案(秘書室)……………6 

2.本校 98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異動案(秘書室) ……………8 

(五) 臨時動議 

1.有關新大樓空間規劃請即早作業案(人文藝術學院/林炎旦院長)……11 

2.本校應即早如何因應校務基金現況，擬定開源節流策略(人文藝術學院

/林炎旦院長)……………………………………………………………11 

 

六、散會：下午 5 時 45 分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第 2 0 次 校 務 會 議 紀 錄 

 

一、時間：99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校學生活動中心 406 會議室 

三、主席：林校長新發                    記錄：顏如芳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 

1. 2 月 5 日大阪教育大學副校長率領有關的老師至本校進行交流訪問，

感謝教務處學研組與相關單位的協助與接待。 

2. 2月 20～23日本校承辦大學聯合招生音樂術科考試，感謝音樂系吳博

明主任、相關單位與師長同仁犧牲假日到校幫忙與協助，該項考試業

已告一個段落。 

3. 2月 22日本校辦理新春團拜，感謝人事室、總務處及相關單位於假日

蒞校進行相關事項的籌備與協助，也感謝退休老師、師長同仁踴躍的

參與。 

4. 本校 99-103 年校務發展五年計畫於第 19 次校務會議通過，並已印製

完成發送有關單位參考使用。 

5. 3 月 5 日福岡教育大學及石垣市參訪團蒞臨本校交流訪問，感謝相關

單位同仁之協助。 

6. 3 月 8 日本校精彩人生講座，邀請國寶級人物（本校傑出校友）劉興

欽老師專題講演，獲得師生熱烈迴響，感謝教務處悉心的安排與籌劃。 

7. 3 月 8 日本校與嘉義大學續簽兩校策略聯盟備忘錄，推動相關合作交

流事宜。 

8. 3 月 9 日學務處辦理健康油切系列活動，感謝本校師長、同仁、同學

熱烈迴響。 

9. 3 月份秘書室辦理 5 場本校行政同仁意見交流會議，並回應溝通相關

同仁之建議。 



10.3月 11日本校與南京師範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並進一步推

動相關學術交流事宜。 

11.3月 13日本校體育系舉辦運動績優學生甄選事宜，感謝許多老師的協

助。 

12.3月 14日本校校友總會在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會員代表大會，並推

選新任理監事。 

13.3月 16日本校於活動中心 4樓舉行全校導師會議，並歡迎師長同仁試

乘完工啟用之活動中心透明電梯。 

14.3月 16日大陸蘭州職業技術學院蒞校交流訪問，並進行京劇講堂展演

和交流。 

15.3 月份學務處於本校阿波羅廣場舉行各系星光大道歌唱比賽，感謝各

系師生同仁的參與。 

16.3月語創系四年級於大安國小集中實習，3月 18日代表學校向實習學

生打氣，感謝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相關學系師長的安排，和實

習指導老師的辛勞。 

17.3月 28日為本校博碩士班招生考試，感謝教務處和各院系所主管、老

師和同仁積極的籌劃和準備，也要感謝很多老師協助招生相關工作。 

 

(二)報告事項 

1.第 19 次校務會議（含續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         由 決         議 
提案

單位 
執  行  情   形 

一、本校 100 學年

度語創系、音樂

系、人文藝術學

院申請增設、調

整系所案(特殊

項目) 

一、經與會師長 51 位進行無

記名投票，以同意票 26

票為報部門檻，得票如

下： 

(一)碩士班 

語創系申請增設

語文與創作學系華

語文教學碩士班：

同意 35 票 

(二)博士班 

教 

務 

處 

本校語創系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語文與

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

碩士班」及教育學系

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

「教育學系教師在職

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

(金門班)」，業已於

98年 12 月 4日北教

大教字第



1、語創系申請增設

語文與創作學系

博士班：同意 22

票 

2、音樂系申請增設

音 樂 學 系 博 士

班：同意 19 票 

3、人文藝術學院申

請增設文化創意

政策與產業經營

研究所博士班：

同意 16 票 

二、本案同意語創系申請

增設語文與創作學系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請

語文與創作學系將相

關資料送教務處依期

報部申請。 

0980008229號函報

教育部，目前尚未收

到教育部回函。 

二、本校 100 學年度

擬申請增設「教

育學系教師在職

進修教學碩士學

位班（金門班）」

案 

一、本案因無涉學生員額

總量，照案通過。 

二、請進修學院將相關資

料送教務處併同第 1

案彙整報部。 

進 

修 

學 

院 

業併同第 1案由教務

處協助報部。 

三、本校「學則」之

部分條文內容修

正案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有關本校「學則」之

部分條文內容修正

案，業奉教育部 98

年 12月 31日台高

(二)字第

0980227135號函備

查在案。 

四、本校經管大安區

學府段一小段

593-1、593-2 及

593-3 地號三筆

國有土地是否參

與都市更新案 

本案請總務處考量聘任專

家或都市更新成功案例之

社區公正人士擔任顧問提

供意見後再行決定。 

總 

務 

處 

聘請專業單位評估並

於第 20 次校務會議

中報告。 

五、本校 99 至 103

年度校務發展五

年計畫草案 

因時間因素，另訂時間接

續討論校務發展五年計

畫草案相關議題。 

秘 

書 

室 

業提第 19 次校務會

議續會討論並決議。 



第 19 次校務會議（含續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         由 決         議 
提案

單位 
執  行  情   形 

1-1 本校 99至 103

年度校務發展

五年計畫草案

中，有關臺大策

略聯盟及獨立

所發展案 

一、組成本校與臺灣大

學合作發展協商委

員會，訂定委員會的

設置要點(組成人員

包含：三學院院長、

教師、職工、學生及

校友代表等 15人)。 

二、推舉五人小組，研訂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提下次會議討

論。 

三、鼓勵獨立所與相關

系所整合。 

秘 

書 

室 

秘書室於本(99)年 1

月 5~7日辦理該委員

會設置要點草案研訂

小組之選舉，隨即於

1月 25日及 28 日開

會討論，訂定「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推動與

國立臺灣大學合作發

展協商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謹提本次

校務會議討論。 

1-2 本校 99至 103

年度校務發展

五年計畫(草

案)討論案 

一、依提案 1-1 決議及

第 19 次校務會議代

表建議修正文字。 

二、校務發展五年計畫

修正後通過。 

秘 

書 

室 

依據會議決議，本校

99至 103年度校務發

展五年計畫（草案）

業已修正完成並簽奉

核定，該計畫書於 3

月 3日本校第 55次行

政會議發送給各單位

主管，並將該電子檔

公告於秘書室網頁，

方便各單位下載使

用。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2.經費稽核委員會楊忠祥主席報告 

—本校 98 會計年度校務基金財務狀況 

（報告資料詳如附件）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三）報告案 

報告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0次校務會議報告單 

案由 
本校經管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593-1、593-2及 593-3地號三筆

國有土地是否參與都市更新案之專業評估報告。 

說明 

一、 本案經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請總務處考量聘任專家或都市

更新成功案例之社區公正人士擔任顧問提供意見後再行決

定。 

二、 經洽定由「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評估本案，

現業已完成評估，於本次校務會議提出報告，並提供專業諮

詢與意見交流。 

三、 該基金會提出之報告，如附件。 

辦理

情形 

本案於第 20次校務會議報告並彙集校務代表意見後，以作為本案

是否研提第 21次校務會議討論之參考依據。 

報告單位：總務處 

主席裁示： 

本案請總務處邀請專家對全校老師進行詳細說明後，再行決定是否

提校務會議討論。 



（四）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0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 依據 98 年 12 月 15 日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相關決

議如下： 

(一) 組成本校與臺灣大學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訂定委員會

的設置要點(組成人員包含：三學院院長、教師、職工、

學生及校友代表等 15人)。 

(二) 推舉五人小組，研訂本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下次會

議討論。 

二、 經研訂小組於本(99)年 1 月 25 日及 28 日開會討論後，訂

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動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發展協商

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辦法 本案通過後，依要點組成本校與臺灣大學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一、修正部分如下，餘照案通過： 

（一）除當然委員及校友委員外，學生由學治會推舉，餘均由所屬

全體人員推選產生。 

（二）除當然委員外，委員任期 2年。 

（三）委員任務除協商外，應加入規劃之任務。 

二、修正條文如附件。 

提案單位：秘書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動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設置要點 

 

99.3.23本校第 20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與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

臺大）合作發展協商事宜，依據本校第 19 次校務會議之決議，成立本

校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 15 人，由以下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 4 名：副校長及三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 10 名：教師代表 7 名（各學院以不少於 2 名為限）、職工

代表 2 名、學生代表 1 名，由教師、職工、學生推選產生。 

(三)校友委員 1 名：由本校校友總會推薦後聘任。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2 年，當然委員任期依行政職務任期。 

四、 本委員會由副校長任召集人，主持會務，推動本委員會任務之工作，會

議時任主席；召集人因事無法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代行職權。 

五、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與協商兩校合作發展事宜(如：合併、聯盟或組織系統等)。 

(二)徵集溝通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有關兩校合作發展規劃與協商之意

見。 

(三)應於每學期之校務會議中提出工作報告。 

六、 召集人視實際需要召開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開會時得邀請非會

議成員列席提供諮詢或討論，並得與臺大進行聯席會議。 

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應有委員半數(含)以上出席方得開議。出席委員達

半數(含)同意始得決議。 

八、 本委員會委員因故出缺，由同類別委員之後補名單中依序遞補；遞補委

員之任期，均以原任期為準。 

九、 本委員會之存廢，依校務會議之決議辦理。 

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0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 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異動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如

附件 1）」之規定： 

(一)第 3 條：本委員會之委員任期 2 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

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 

(二)第 7 條：本委員會委員在任期中因出國進修、職務變動

或其他私人因素而不克繼續執行委員職務時，得由召集

人視需要依本辦法遴聘委員遞補之，遞補委員之任期，

均以原任期為準。 

二、98 學年度因副校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異動，原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委員一職，擬由現任副校長劉瓊淑教授、現任總

務長楊志強教授、現任主任秘書鄭崇趁教授接任；執行秘書

一職擬由現任主任秘書接任(如附件 2)。 

三、98 學年度因孫志麟教授出國講學，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一職，擬由陳碧祥教授接任(如附件 2)。 

辦法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發聘。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通過，並請人事室協助發聘事宜。 

提案單位：秘書室 



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89.01.18本校第 27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3.30本校第 51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9.30本校改制教育大學後第 0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1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昇教育品質，

增進教育績效，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5 條及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 條之規定，設置「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2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7至 15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 1/3，必

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第3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任期 2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均為無

給職。 

第4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主持會務，會議時任主席；置執行秘書 1人，由

召集人聘任之。本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

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

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另訂之。 

本委員會得視任務需要設財務規劃、校務基金法規制定及募款等工作小組，

其組成方式另訂之。 

第5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學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

資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第6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 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本委員會召開會

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須有委員2/3以上本人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2/3

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7條 本委員會委員在任期中因出國進修、職務變動或其他私人因素而不克繼續執

行委員職務時，得由召集人視需要依本辦法遴聘委員遞補之，遞補委員之任

期，均以原任期為準。 

第8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9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委員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01 林新發 校長   

02 劉瓊淑 副校長  

連啟瑞委員因 2 月 1 日

榮退，擬聘劉瓊淑委員

擔任。 

03 黃嘉雄 教務長 教務處  

04 翁梓林 學務長 學務處  

05 楊志強 總務長 總務處 

陳碧祥委員因卸任行政

兼職，擬聘楊志強委員

擔任。 

06 鄭崇趁 主任秘書 秘書室 

楊志強委員因接任總務

長，擬聘鄭崇趁委員擔

任。 

07 林炎旦 院長 人文藝術學院  

08 何小曼 院長 理學院  

09 曾端真 院長 教育學院  

10 林美如 會計主任 會計室  

11 陳碧祥 副教授 教育學系 

因孫志麟委員奉准赴國

外講學，擬聘陳碧祥委

員擔任。 

12 翁麗芳 教授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3 林曼麗 教授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4 陳淑惠 教授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5 郭金水 教授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五) 臨時動議 

1.有關新大樓空間規劃請即早作業案(人文藝術學院/林炎旦院長) 

主席裁示： 

本案業已由總務處與各單位進行討論與作業中，本校將於近期召

開空間規劃委員會。 

2.本校應即早如何因應校務基金現況，擬定開源節流策略(人文藝術學院

/林炎旦院長) 

主席裁示： 

本校開源節流相關措施於連前副校長任內時，業已召開多次會議

討論，劉副校長將賡續協助規劃與執行。 

 

六、散會：下午 5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