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程序 
時間：108 年 11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10分 

地點：大華樓大 5F 會議室 

主席：張浣芸  校長 

壹、 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叁、報告事項 

一、 管考事項追蹤。 

二、 各單位工作報告。 

肆、 討論事項 
一、 修正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及組

織架構。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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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及意見交流 
管考事項追蹤 
負責單位 管考事項 說明 

公文檢討   

秘書室 

每個單位找兩個標竿學校，做為學習比對對象，請

主秘督導，並列入管考。（108.08.20） 

在月底之前要求各單位把標

竿學校列出來。先選定學校

跟對方聯絡，想學習的方向

都要列出來。 
處室 標竿學校 處室 標竿學校 

綜合行政處 致理科技大學（已參訪）、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研發處 致理科技大學（已參訪）、 
明新科技大學 

教務處 致理科技大學（已參訪）、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總務處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已參訪)、 
靜宜大學 

學務處 致理科技大學（已參訪）、 
弘光科技大學 

人事室 明新科技大學、 
佛光大學 

 

報告事項 
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張浣芸校長 

1. 11/8 是本校 52 周年校慶，今年不舉行運動會，改採越野定

向與 BB 槍射擊來訓練學生，與教職員渦輪訓練同步實施，

具有重要意義。 
2. 上星期在本校舉辦的敏實渦輪訓練，參加同仁非常辛苦努

力，深獲秦總好評。秦總指示接著要開始做學生的渦輪訓

練。 
3. 秦總在校的三天時間對於校務有多項指示。其中有關新系

的設備，將在綜二館建置。進一步規劃有待兩位系主任至

大陸工廠看設備後決定。 
4. 請各辦公室與各系所，將單位內的鑰匙各打一把，在兩個

星期內，送交校安中心。請總務處負責此事。（列入管制） 
5. 在大華樓前的聖誕樹佈置得很不錯，請沿操場與學院樓邊

再加強佈置。 
6. 學校要進步，秦總有很高的期待。組織一定要有彈性，人

員要輪調，不要一切墨守常規，不知創新。秦總指示要加

強績效考核。 

 

教務處 
許耀文教務長 

1. 教發中心將於 11/13(三)12:00~13:30 在仁愛樓二樓翻轉教室

舉辦本學期第二次教師研習營—教學研究計畫案之規劃與

撰寫(申請說明會)，請有意申請及當時段無課老師踴躍報名

參加。 
2. 109 年度獎補助系統填報第二梯次於 11/18 開放，11/22(五)

關閉，佐證資料於 11/25~11/29 期間上傳系統。資料報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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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限 12/02(郵戳為憑)。 

3. 期中考成績單將於 11/15 前寄出。 
4. 針對期中考有 1/2 科目不及格名冊，請提醒同學可「申請補

救教學」，另行 MAIL 通知. 
5. 停修申請於 11/11~11/15(五)結束。 
6. 老師請假調課表單修改，增加調課老師簽名及系主任簽名。 

學務處 
曾慶祺學務長 

軍訓室：五專一、二、三年級早點名實施迄今成效良好，但希

望導師能共同參與。 
生輔組：11/12 下午 14:30 時召開 108 年度學輔創新人力考評暨

109 年度經費申請會議（行政會議後召開）。 
諮輔中心： 
近期季節交替，同學容易有情緒不穩定或舊疾復發的情況發

生，還請老師們多多關懷同學，若發現同學有異於平時的情緒

反應或行為，請盡快轉介諮輔中心。 
敏實大華生涯全程規畫中心的業務：  
1. 上次會議有報告，已回傳職能地圖給各系，並提醒各系於

11/5前將課程地圖及職能地圖放到網頁供學生查詢。已完

成更新的科系：資管系、機電系、電機系、觀光系，其他

科系麻煩更新系網資料至新的版本。 
2. 董事長請各系提供優秀同學的名單，目前僅有工管及電機

系繳交。 
請系主任們協助於 11/15 前完成上述兩件事項。 
課服組： 
1. 學生餐廳首賣(岬川外燴研習社)： 

日期：本週五 11/15 日 
時段：中午 12：00 
地點：仁愛樓 1 樓中庭 
說明：限量 30 份；現場單一販售 
品名：梅花豬咖哩飯 
售價：每個便當 70 元 
敬請各單位選購。 

2. 進修部團照拍攝於 11/12 日起至 11/15 日止。 
3. 於 11/1 學務處會議中提案修正通過 3 項法規下說明；(一)大

華科技大學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組織架構

(二)大華科技大學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設

置要點 (三)修學雜費輔助學生就學實施辦法。承上；組織架

構及設置要點須提報行政會議討論，將此列為提案討論。 
(修改地方皆為將原課外活動指導組和服務學習組修正為課

服組) 

 

總務處 
吳仁明總務長 

1. 團膳公司因成本考量無法提供清洗餐具服務，餐具清洗將由

學校自行處理。請各單位宣導鼓勵教職員生自行攜帶餐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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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餐，感謝協助。 

2. 大華忠孝樓後方子母式垃圾車，已設置監視器，請不要隨意

於此處亂丟垃圾。 

3. 大華樓後方花藝創作命名活動截止日期為 11月 15日，請把

握最後時間完成報名。 

4. 教職員汽車 ETC通行進行測試，有些車輛無法感應，請洽環

安與事務組。 

研發處 
劉玉山研發長 

1. 10 月 29 日海青班 37、38 期訪視順利結束，僑委會蕭科長

感謝本校照顧僑生，鼓勵申請 40 期。 
2. 11 月 4 日(四)台三線客家研討會，順利結束，感謝院長、觀

光系的協助，校長出席並發表激勵冋學致詞。 
3. 請各系繼續支持高教深耕有關職涯與証照輔導，畢業生流

向調查。 
4. 科技部 109 一般專題研究、技專校院實務型研究專案，校

內收件截止均為 109/1/2(四)，請申請同仁把握。 
創育暨校友： 
1. 11/16-17 新竹市童軍團約 70 人，假本校舉行童軍、約童軍和

稚齡童軍大露營。 
2. 11/30-12/1 台中一中、惠文高中、文華高中(大眾傳播社)約

96 人，假本校舉辦秋季社遊。 
3. 12/6-12/7 生活的藝術基金會(AOL)新竹中心假本校志清堂舉

辦「瑜伽、呼吸、靜心、瑜伽知識和梵唱活動」。 
4. 109 年技能檢定申辦職類：電腦軟體(丙)、中餐(丙)、西點蛋

糕(丙)、西點麵包(丙) 
國際交流： 
1. 僑委會將於 10/29 (二)蒞校訪視海青班，成效卓著，感謝各單

位協助。 
2. 11/13(三)上午日本大阪府立泉陽高校共計 380 師生蒞校參訪

交流，進行運動交流、摩托車變形金剛、線控機器人、襪娃

製作、中英語學習和中餐服務，感謝運促、工管、機電、商

企和餐飲系等支援。 
3. 11/27(三)韓國柳韓大學師生 11 人，蒞校參訪交流。 
4. 12/20(五)37 期海青班畢業典禮假銘傳大學舉行。 

 

人事室 
高芝瑩主任 

勞動部已於 11 月 7 日來校訪視，有下列二項重點，請單位主管

回去時轉達: 
1. 具勞工身份者下班時，非本務工作時，請先刷退，以免未

來勞檢時造成本校被罰款。 
2. 採用紙張簽到退者，請於簽到退處註明簽到時間及簽退時

間，以免未來勞檢時造成本校被罰款。 

 

會計室 
柯雪瓊主任 

108-2繳費單製作前置作業，請在第 13週本月結束前繳交進修

部開課時數、生輔組統計住宿生資料，下學期校外實習名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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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整班），整班校外實習請提供課表。 

綜合行政處 
王慧君主秘 

1.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學校特色部分。 
11/13（三）進修部-智慧製造發展（工研院陳來勝執行長） 
11/14（四）參訪台中工研院智慧製造場域 
12/4（三）論壇-人工智慧與智慧車輛產業人才發展論壇  

2. 11/27 召開董事會議，規劃審議以下事項 
（1） 107 學年度決算（會計室） 
（2） 法人變更（總務處協助） 
（3） 校務改善計劃審查（秘書室，已提報：學務處（導師）、

總務處）-11/20 前請繳交 
（4） 內稽期末報告備審 
（5） 空間租賃（仁愛樓）（總務處） 
（6） 更名計畫（秘書室） 

3. 基本資料庫的部分還有需要更新的請協助 
4. 內部稽核工作已展開請各單位配合 
5. 校務會議在 11/22 召開-若有提案的單位，請盡速提案。 
6. 學校發展計畫（中長程發展）初稿，劉研發長已擬好初稿，

非常感謝。接下來各單位要根據各主軸計畫展開相關子計畫。 
【壯士虎牢凱旋回，文武兼修眾人隨；上奔下衝跑且跳，誰似

今日英雄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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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單位：學務處課服組 

案由：修正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及組織架構，提

請審議。 
說明： 
一、因組織調整，修正出席委員。 
二、修正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 p.7)。 
三、修正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組織架構內文(如附件 p.8)。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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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技大學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2 年 4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2年 4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 國 108年 11月 1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整合全校資源，推動品德教育、服務學習課程與勞作教育活動，提升良好公民素質及實

踐公民責任，培養學生未來就業核心能力，特設置大華科技大學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

作教育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職掌： 

(一)審議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規章。 

(二)審議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年度重大工作計畫。 

(三)規劃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課程。 

(四)推展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方案。 

(五)其它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之研究發展與相關事宜。 

三、 本委員會置委員 13~15人：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學院院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長、課服組組長、衛

生保健組組長、各學院推薦教師各 1名及學生代表組成。 

(三)執行秘書由課服組組長及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 

四、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得連續聘任，並隨職務遞任，由校長聘任之。 

五、 本委員會以每學年開會一次為原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 本委員會以主任委員為主席，會議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並以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為決議。 

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會議議題，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八、 本委員會得設置無給職顧問，經本委員會認可後程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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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技大學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組織架構 

民國 102 年 4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11月 12日行政會議通過 

 
 
  

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校長) 

學務處 

(學務長) 

課服組 

(組長) 

衛生保健組 

(組長) 

總務處 

(總務長) 

教務處 

(教務長) 

綜合業務組 

(組長) 

學院院長 學院教師 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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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本校樂群會館教職員工、學生家長（屬）、校友優惠促銷收費標

準案提請討論。 
大華科技大學樂群會館收費標準表（草案） 

客房住房人數 
原定價 

（NT$：元/間） 
優惠價 

（NT$：元/間） 
方案一 

（NT$：元/間） 
方案二 

（NT$：元/間） 
1~2 人 3,000 1,999 1,000 1,000 

3 人 4,200 2,800 2,400 
1,500 

4 人 5,200 3,450 3,000 
註：本會館不附贈房客早餐，倘房客有早餐需求，本會館人員協助代訂服務。 

討論：研發長建議：方案一的 1~2 人，訂價 1,400，其餘依何經理建議。 
決議：依研發長建議，上簽報請校長裁示。 
 

提案二：有關本校樂群會館客房數位電視收視安裝工程案，提請討論。 

樂群會館數位電視收視安裝工程（草案） 

方案類別 選項 裝置台數 
每個月收視

費（元） 
一年費用

（元） 
備註 

方案一 北視有線電視 17 台 4,560 54,720 免費裝機 
方案二 中華電信 MOD 17 台 1,500 18,000 需要拉光纖五條 
方案三 無線電視 17 台 0 0 17 台裝置器材費

（約 50,000 元） 

決議：請何信賢經理評估相關成本，再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