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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錄已於 105 年 4 月 26 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樹德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0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A0308) 

主 持 人：朱元祥校長                              記錄：高鶴娟 

出席人員：陳清燿、顏志榮、陳武雄、郭輝明、顏世慧、宋鴻麒、朱維政、蘇怡仁、

王昭雄、謝文雄、盧圓華、林燕卿、曾宗德、陳協勝、陳麗惠、陳慶樑、

林豐騰、鄭時宜、李玉萍(唐龍代)、曾英敏、李敬文、陳宗豪、吳如萍、

林宏濱(黃秀慧代)、宋玉麒、蘇登呼、陳俊卿、李景立、欉振萬、郭哲

賓、林群超、尹  立、杜思慧(賴佳萱代)、李淑惠、王玉強、杜宇平。 

列    席：嚴大國、周政德 

請假人員：洪春棋、戴麗淑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同仁午安，今天很高興邀請陳大使，陳大使雖然外交官已經退休，但他目前是緬

甸(緬甸聯邦共和國)派駐台灣外交事務顧問。他曾經在菲律賓、泰國、越南這些地方

擔任大使，整個東南亞的國家是非常熟悉的。 

因為翁三蘇姬掌管緬甸，跟台灣之間的關係與以前軍政府時期有很多的改變，目前剛

聽說，暨南大學到緬甸開始與仰光大學接觸，這次經過陳碧雲老師的介紹，特別邀請

陳大使來講東南亞與緬甸的狀況，將來面對東南亞的招生能夠多一些了解，現在的狀

況如何、未來有什麼樣的發展、尤其對技職教育的需求是什麼，先請陳大使對我們專

題演講。 

貳、 專題演講：緬甸的現況與機會 

講師：陳杉林 緬甸駐台商務代表處顧問 

緬甸基本國情簡介─地理位置，土地面積/資源與物產；人文種族語言及宗教 

地理位置介於中國大陸與印度大陸之間，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是中南半島

面積最大的國家，67 萬多平方公里(約台灣 18 倍大、泰國約台灣 16 倍、越南約台灣

的 10 倍、菲律賓約台灣的八倍)，除了印尼以外之東南亞最大國家。 

人口：約 5141 萬 (西元 2013 年)。因為地理位置重要，二次大戰是兵家必爭之

地，當時中國派了 10 萬大軍，日本曾短暫佔領過 1942-1945 年。 

資源：翠玉、玉石、石油、天然氣，二次大戰前出口石油，因此 60 年前全世界

最有錢的華人在緬甸，古代有人稱為黃金之國。佔全世界 75%柚木出口，有經濟價值

的木材 20-30 種，物產豐富。 

人文：官方有 135 種，主要民族有 8種，緬族佔一半以上。西元 1044 年之後由

緬族統治。 

當代政府之演化─英殖民時期-議會民主時期-緬式社會主義時期-軍政府時期-軍政民

主過度時期 

1824 英緬甸戰爭-開放通商總共三次英緬甸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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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1942 年英國殖民時期，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短暫佔領西元 1942 年~1945 年。 

1948~1962 獨立議會民主時期，英國、印度與中國商人等外國商人蓬勃發展。 

1962 年因為經濟負成長 6~7%。1962 年奈溫將軍推翻文人政府，採閉關鎖國，沒收所

有外國人的財產，趕走印度人、英國人及部分中國人進入軍政府時期。 

1988 年閉關鎖國的結果經濟負成長 11%，奈溫被迫下台。 

1988-2011 軍政府時期-將(SL)「國家法律和秩序恢復委員會」(第一秘書第二秘

書)。軍政府第二時期改為(SPDC)「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形式上有總理。這時期內閣

是內閣軍政黨掌握在 SPDC 裡，當時內閣都是軍人。 

2011 年，選舉文人執政脫下軍裝，穿上沙龍；脫下皮鞋專下拖鞋。 

緬甸 90%窮人，10%富人一個國家兩個世界大部分的房子是竹編，高樓大廈雖很

多但貧富差距大。因為沒有真正的開放，經濟發展一直沒有成效。再加上幣值浮動不

穩定，外國人投資風險太大。 

網路顯示緬甸的華人約佔 3%實際上更多，官方把仰光附近的、新加坡沿海坐船

過來的才視為華人，雲南邊界的撣邦、克欽邦、果敢人跟我們一樣講閩南話。這些人

在緬甸都不是華人都視為緬甸人，其實很多都講華語，這是很特殊的情況。在翁三市

場買珠寶買翠玉各個都會講華語。 

翁三蘇姬主政之挑戰 

翁三蘇姬現在的挑戰很大，緬甸要發展還有相當的困難，一是軍方國會裡有 1/4

席次是軍人(憲法規定)，上議院選出來的有 168 席，軍方指定有 56 席；下議院百姓

依人口數遴選 330 位，軍方指定 110 位，要改變憲法必須 3/4 以上通過，除非軍方有

人幫忙才有辦法。且憲法相對保守，選總統雙親要緬甸人、要在緬甸出生。 

第一個挑戰來自軍方-國家安全委員會有 11 個委員，軍方 6位文人 5位。 

憲法規定，總統與 2位副總統，副總統其中 1位一定有軍方的副總統。總統由上議院

提民一個副總統，下議院或中議院提名一副總統，軍方提名一位副總統，這三名去選

最高票的當總統。 

軍方憲法還規定，國防部長是軍方的參謀總長指定，內政部、邊境部長他們指定，副

總統加上軍方的參謀總掌為當然委員 6位，文人 1總統+1 位副總統、外交部長...總

共 5位。所以國家安全事務是軍國作專，軍方還是有左右大局的能力，未來還有待觀

察。 

第二百廢待舉-出口第一天然氣、第二寶石，這兩樣佔 55%。有人說是是資源的詛

咒，因為太有資源的國家反而使國家墮落，太依賴資源。國際貿易主要在 1.東協國

家與 2.中國大陸 3.印度占地三，在區域之間貿易還不夠國際化，資源太多太豐富但

依賴區域化。典章制度落後，沒有很好的財政租稅制度，政府課不到稅，沒有建立財

產稅、其他的部分，例如：1997 年買一隻手機可以買一部 20-30 萬的汽車，一張 Sim

卡幾十萬。過去軍政府時代，裙帶關係好就會獲得利益，每個軍頭都有幾個公司在配

合，軍方有一個緬甸控股公司，由一位中將擔任董事長，底下軍隊少將是總經理，底

下 70 個公司負責人掛副總經理，上面就只有一個董事長、總經理。 

我去年曾到軍方見過這總經理這少將蠻年輕的英國留學回來，非常客氣，英文講得很

好，這些軍方既得利益者。翁三蘇姬如何打破，建立好的典章制度。 



3 
文件編號：AL00-4-101 版本：1.0 

公務員薪水低，就會想要外快，因為邊境貿易非常盛行，大陸到緬甸邊境一卡車一卡

車，35%從邊境貿易，台灣人去做生意要考慮與大陸競爭，因為大陸邊境貿易非常盛

行關稅省很多，若我們要銷售給他們的物品除非特別好。如，台灣過去的合成牌剛開

始與大陸競爭非常辛苦。 

教育制度-仰光早期在東南亞教育普及是不錯的，緬式社會主義閉關鎖國，加上軍事

執政效果不張，因為這樣的情況使他們的教育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有退後的情況。

1988 年緬甸將首都從仰光遷都到中部杳無人煙的地方，每個部分相隔 5公里，馬路

很大很漂亮新首都，因怕人民暴動包圍機關。 

1988 年之後政府把仰光大學拆成 4分 5散好幾個學校，仰光現在多所大學，就是原

來的仰光大學。緬甸不准設立私立大學所以全國沒有任何私立大學，外國有中國的一

家師範學院，但是這樣並不表示他們沒有外國的補習班。有蠻多技職教育補習班，因

為他們的技職教育很落後，師資不強，設備不夠學生學不到東西。所以在緬甸應徵工

作不會看技職學校的畢業證書，而是看有沒有某某補習班受訓過的證書。當然還是不

夠，必須再自己在職訓練，現在私立的小學、國立的中學不多，會中文的人很多。 

第二大城瓦城有一間孔教學校(Confucius)校長吳中庸是台灣人，二次大戰被日本人

派去緬甸打仗，在緬甸發展回台灣娶妻，因為念過私塾中文程度很好，在緬甸被聘為

校長。孔教學校有 5個校區(東西南北中)一個學校約一千多人，以前因緬甸不准華人

設中文學校，但准許他掛羊頭賣口肉，認定私立孔教學校這是宗教，是念孔經文四書

五經，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以前是早上 7:30 前到孔教學校學中文，8點鐘後去

上學，現在已經改變。教育部僑委會也有提供書籍到那邊。 

一般百姓認識-緬甸一般老百姓不喜歡中國人，他們認為長期受中國欺負(從孔明以

來)，他們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喜歡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跟國民黨在緬甸的境內打了

好多年仗，現在很多華僑是當年國軍留下來的。 

二次大戰，緬甸向聯合國控告我們侵略，說我們軍隊都在那裏，蔣中正想要從這邊反

共救國，從這邊打回大陸，所以早期我們的國民黨軍隊與緬甸的軍隊打過仗，他們認

為如果沒有共產黨他們的軍政府早就不在。及中國最近傾銷的那些劣等日用品或劣等

肥料害他們農民收成不好，種種問題所以對國民黨共產黨印象不好，但是對台灣印象

很好。台灣菜、台灣的滷肉飯，他們都很喜歡，以上僅供參考。 

參、 報告事項 

【報告一】各學院招生報告(報告資料詳現場簡報) 

報告主題：高中申請入學招生狀況繁星、技優、推甄先期招生宣導狀況 

報 告 人：各學院院長 

王昭雄院長：簡報申請入學分析複試報名收件統計、辦理專業人才體驗營；技優、推

甄、菁英先期招生之管理學院各系策略、招宣活動行程、體驗課程。 

盧圓華院長：簡報高中申請入學、繁星、技優、推甄先期招生宣導狀況招生宣導狀況。 

謝文雄院長：簡報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複試報名統計、高中職端專題指導、協同教學；繁

星、技優、推甄鎖定之學校與招募。 

林燕卿院長：簡報申請入學招生狀況、招生策略；繁星、技優、推甄先期招生狀況與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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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各系主任對招生網頁及交通現況之研討 

副校長說明：(略以)有關本報告，經由各學校國內外包含區域的南台、正修等網頁比較

後，學校各系的招生訊息明顯不足，抱怨我們學校偏遠卻不知經由總務

處、學務處與陳佳宏主任協助之下，經由校園的公車已由 80 幾班次到

223 班次，哪一線交通有幾班，主管與系上老師他們去宣傳時是不知道

的。 

從我們學校的招生網頁、各系去看，有些還沒有招生資訊這一欄，但是進

到網頁是看不到我們有哪些學制？那些獎學金、資格？是看不出來的。 

一、把各系網頁做好對招生更有利、我們學校的位置在哪裡(包含地圖、包含

影像)畫很多的線可以到樹德科大、我們樹德科大所有的交通資訊網。能

夠呈現找到我們樹德科大最好的方式。 

二、學校的招生資訊-要給境外學生的訊息很多都還是中文沒有英文，如果做

得更好會有加分效果。 

校長：這是網路的世界，學生對我們學校有聽聞，但是從資訊上看不到。各系應該請學

生或老師負責維護網頁把即時資訊更新、公布在網頁上。 

網頁與招生是有關係的，由其是家長擔心交通的問題，在少子化的情況下，放棄

的學生要越來越少才行。 

交通是目前學生與家長對於我們距離遠是很大的考量，所以交通訊息這是重要訊

息，也可以有些宿舍照片。交通訊息可能需要再改進的，讓他顯明位置及連結

google map及公車路線的圖。 

蘇主任：電算著手在學校網頁改版已經一段時間最近到尾聲，這次會要求交通資訊做類

似google map及公車線路圖會再要求在網頁設計加進來。唯電算中心只能負責

在學校網頁的架構、內容風格設計，行政與教學各單位尚需自行努力。 

校長：現在正好是招生季，請各系盡快完成調整。 

【報告三】典範重塑暨商品化衍生企業實施現況(報告資料詳現場簡報)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報 告 人：朱維政研發長 

報告內容：一、101~105 各年度產學合作計畫金額統計。 

二、101~105 各年度技術移轉金額統計。 

三、104~105 育成中心營運績效統計。 

四、衍生企業營運績效統計及 105 年至 3月止各項商品營業額統計。 

五、三創學程課程規劃-流設系為例。 

六、「創新轉型暨推動衍生企業典範重塑計畫」啟動階段進度查核表。 

肆、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105.3.9）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目 

提案 

單位 
案由 行政會議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確認
執行情形 

第

1

案 

人事室 修正本校「專任教師

聘約」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於104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

修訂通過並於105年

3月24日奉副校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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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提案 

單位 
案由 行政會議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確認
執行情形 

理校長核准備查在

案，公告日起實

施。 

第

2

案 

人事室 

 

修正本校「教師聘任

辦法」由。 

撤案。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擬研議後再行提

案。 

第

3

案 

人事室 

 

為審議修正本校「職

員工進修獎勵辦法」

由。 

修正後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於105年3月24日

奉副校長代理校長

核准備查在案，公

告日起實施。 

第

4

案 

通識教育

學院 

 

新訂「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設置要點(草

案)事宜。 

撤案。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提本次行政會議審

議。 

第

5

案 

研究發展

處 

 

新訂「樹德科技大學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實施辦法(草案)

」由。 

修正後通過。另

訂實施細則中應

注意列入有關時

間期程、預算編

列、分批實施及

參照母法第5、6
法條訂定。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已於105年3月23日

104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並於105年3月

30日簽請校長核定

中，擬於核定後公

布實施。 

第

6

案 

研究發展

處 

 

新訂「樹德科技大學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推動委員會設置

要點(草案)」由。 

修正後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已於105年3月28日

簽請校長核定中，

擬於核定後公布實

施。 

第

7

案 

研究發展

處 

 

修正本校「研究傑出

教師獎遴選基準」由

。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已於105年3月23日

104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於105年3月

30日簽請校長核定

中，擬於核定後公

布實施。 

伍、 提案討論 

第1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審議本校「105學年度行事曆」由。 

說明：一、105學年度開學及期末考日期如下。 

學期 開學日 期末考日期 

1 105.09.12(一) 106.01.09~106.01.15 

2 106.02.20(一) 
(畢業班課程)106.05.22~106.05.28 

(非畢業班課程)106.06.19~106.06.25 

   二、行事曆草案詳如【附件一 P.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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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經本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2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學習助學金業務實施辦法」由。 

說明：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且配合現行做法，

故修正本辦法。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二 P.16~17】。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橫山助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且配合現行做法，

故修正本辦法。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三 P.18~19】。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4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由。 

說明：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且配合現行做法，

故修正本要點。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四 P.20~21】。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5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由。 

說明：配合組織單位名稱修改與新增，故修正本要點。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

件五 P.22~23】。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6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由。 

說明：依據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17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30008904 號及依據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40115883 號來文且配合現行做法，故修正本規則。修正

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六 P.24~26】。 

擬辦：本規則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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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悔過遷善銷過辦法」由。 

說明：為使本要點更臻完善，故修正本辦法。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七

P.27~30】。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8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向日葵獎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因目前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大專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證明之學生皆認定為特殊教育需求

學生，故修正本實施辦法之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八

P.31~32】。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說明：為因應現行個資法施行，修改本要點內容。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九

P.33~34】。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說明：因應組織異動，修正本作業須知業管單位。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

P.35~37】。 

擬辦：本作業須知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情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11案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案由：修正「樹德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補助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要點」案由。 

說明：一、配合獎學金發放期程，酌將「學年（度）」修訂為「學期」，或明訂時間，以提供

更完善的服務。爰此，酌予修訂本要點第三點、第五點第一款、第五點第一款第

一目、第五點第一款第二目、第五點第二款、第五點第四款。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國際及兩岸事務委員會議

修正通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十一 P.38~39】。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9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健康促進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由。 

第 10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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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學院 

案由：新訂「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事宜。 

說明：一、為推廣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並於校園及社會各界推廣原

住民族教育與文化，特設置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二、「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詳附件。【附

件十二P.40】。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另外，協請研發處統籌研擬此類型中心的落日條款。 

 

第 13 案                                              提案單位：公共事務室 

案由：為修正「本校四技進修部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及轉學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依據 104.11.30 鈞長裁示：進修部入學獎助學金之發放理應由直接業管單位作

業，績效之考核才能直接反應。據此，提請修訂相關辦法條文以符合編列或變更

該獎助學金預算之承辦單位法源依據。 

二、該入學獎助學金預算原編列於公共事務室，擬請改由進修部年度獎助學金預算項

下支付。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十三 P.41~42】。 

擬辦：本要點經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4 案                                              提案單位：人類性學研究所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由。 

說明：因落實人類性學研究中心的運作，達自足自給運作模式，擬修正「樹德科技大學人類

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五條、第六條，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

件十四P.43~44】。 

擬辦：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5 案                                              提案單位： 秘書室 

案由：為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相關程序書，提請討論。 

說明：一、秘書室修正「品質文件管理作業程序」；稽核室修正「內部稽核管理作業程序」

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十五P.45~48】。 

二、104 年 10 月 17 日本校第六屆第十次董事會議通過，同意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程序書一般修正案授權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暫行，並於每學期一次彙整提送董事

會議核定通過後追認。 

擬辦：本案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暫行實施，於每學期一次彙整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核定

通過後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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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 

第 1 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為審議「樹德科技大學語文中心退費要點（草案）」由。 

說明：一、本中心華語組預計開辦「對外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班」等班別，依規定於招生簡

章中須列明退費方式，為清楚規範退費處理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樹德科技大學語文中心退費要點（草案）」詳如【附件十六P.49】。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2 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為審議「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細則(草案)」由。 

說明：一、依據「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為明

確訂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各研習服務規定、申請認定方式及實施方式，

特訂定此實施細則。 

二、「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細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詳如

【附件十七P.50~54】。 

擬辦：本實施細則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柒、 主席提示(無) 

散會（下午 17 時 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