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資料 

會議程序 
時間：108 年 12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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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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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請各辦公室與各系所，提供各單位鑰匙一把，在兩

週內送交校安中心，請總務處負責此事。

（108.11.12） 

各單位皆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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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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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高中生 AI 智能研習說明會，順利圓滿完成。感謝校

際合作中心、總務處、秘書室、餐飲系的用心投入。獲得

與會者好評。 
2. 請鼓勵五專 4、5 年級與五專畢業生報考統測。不保障錄取

與入學後的提編。但是新系第一屆，未來享有就業優勢，

值得鼓勵 
3. 辦活動要精心規劃，不要老是找同一位主講者，要開拓資

源。 
4. 在校內，各單位的溝通必需是主管對主管。 
5. 1/3（五）改善計畫訪視，謝謝主秘大力彙整。所有資料要

充份準備，放在會場。 

 

教務處 
許耀文教務長 

1.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執行進度目前為 91.78%(12/20 會計

系統)，目前仍有些經費核銷中，加上補充健保費調整，預

計可以達到 95%的執行率。各分項執行率如下: 
計畫主軸項次 執行單位 預算  執行金額 執行率 

1. 落實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學品

質 

教務處與教

發中心 

3,431,790 3,167,523 92.30% 

2. 發展學校特色 秘書室 900,000 763,828 84.87% 

3. 提升高教公共 學務處與圖 400,000 372,004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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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性 資中心 

4. 善盡社會責任 院級與各系

科 

740,000 708,615 95.76% 

5. 完善弱勢協助

機制 

學務處與課

服組 

1,651,000 1,525,350 92.39% 

 共計 7,122,790* 6,537,320 91.78% 

*註: 總經費包括: 5,000,000(主冊)+1,351,000(附冊)+300,000(外
部募款) + 471,790 (107 年度計畫滾存)=$7,122,790 

2. 108 高教深耕計畫請各主軸分項執行人請將成果報告寄給

教發中心匯整以便撰寫成果報告報部(主軸一分項: 12/27
前，主軸二~四各分項: 12/24 前)。 

3. 本學期 PBL 課程成果發表會將於 12/25(三) 12:00~14:00 在

翻轉教室舉行，請全校老師們踴躍參加，觀摩學習創新課

程。 
4. 請教師於 109 年 1 月 10 日(五)中午 12 時前完成成績登錄並

確認，成績表列印簽名後繳交至教務處，以便核算成績。 
5. 108 學年第 2 學期需至校外兼課的教師，請填寫「教師校外

兼課申請表」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108/01/03 前送達教務

處。 
6. 請班導師督促同學歸還班級教室鑰匙。 
7.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排課時程： 

(1) 課表粗排結果預計 1 月 8 日公告給教師 
(2) 教師如需調整課表，請填寫「期初排課調課單」申請，

且完成行政程序後，於 1 月 15 日(三)前繳交至教務處調

整。 
(3) 1 月 16 日課表公告。不再受理調課。 

學務處 
曾慶祺學務長 

生輔組 
1.請各位導師、系主任盡快登錄完成學生操行加扣分（導師、

教官加減 4分，系主任加減 2分）以利生輔組期末成績計算，

謝謝。 

2.預訂 12/27日中午針對操行不及格、曠課逾 45節以上之學生

召開會議，會再請這些學生的班導師參加。 

3.期末獎懲會預訂於 1/2日中午 12:20分召開。 

 

課服組 

1. 已依據教育部來文字號臺教綜(六)字第1080174844號辦理

原資中心計畫，現已完成109-111三年期程計畫撰寫，將依

規定陳核後，於109年1月15日前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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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總務處 
吳仁明總務長 

1. 團膳供餐日期至 1月 3日。 

2. 若有協助代領學生支票，領取後請盡快轉發予學生。 

3. 董事長巡視各場館，敬請各單位派員協助說明。 

日期 場館 使用單位 

12月 3日 綜二館 運促系、體教中心 

12月 4日 志清樓 
體教中心、學務處、觀光

系、總務處 

12月 11日 英士樓  

12月 17日 定一樓 
觀光系、資管系、餐飲

系、商企系 

12月 24日 

(預計) 
學院樓 餐飲系 

12月 31日 

(預計) 
綜一館 

智慧製造、智慧車輛、工

管、機電 

  
橫渠樓、女舍

與第二餐廳 
總務處、學務處 

  二曲樓 智能技術學院、智慧製造 

  電機館 電機系 

  忠孝仁愛樓 教務處 

  圖書館 教務處 

  右任樓 學務處、觀光系、海青班 

4. 近期工程：定一樓地下室雜物清除、三角公園景觀整理。寒

假：餐飲系新建教室、英士樓清理、兼任教師研究室闢建。 

 

研發處 
劉玉山研發長 

1.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2/24-3/08 平臺提案內容審核及應備文件檢核。 
3/01-3/31 開放教練團輔導諮詢(含線上諮詢及實體輔導)。 
5/01-6/30 各校須協助團隊於平臺填報階段性進度。 

2. 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案 
智慧生活學院(規劃 2 件:觀光、餐飲) 
智能科技學院(規劃 3-4 件:工管*2、新系趙中興老師、田麗文

老師) 
3. 109 就業學程 申請案規劃(觀光、資管、餐飲) 
4. 每人>1 件產學合作案 

完成 6 個月企業深耕計畫 
完成 3 小時以上學術倫理進修課程 

 

會計室 
柯雪瓊主任 

前次 12/10會議報告「108-2屬選修校外實習者，請於 12/17下

班前提供名單，以利繳費單優減 20%雜費及電腦網路通訊使用費

的作業。」，12/25下班後不再收件。提醒注意：校外實習學生

請勿在同時選修校內課程。 

 

人事室 
高芝瑩主任 

私校退撫會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來文說明下列事項: 
一、自 109 年 3 月 16 日起，就教職員每月新增提撥儲金，其

中未進行投資組合選擇者，則自動將資金配置於人生週期

基金。 
二、自 109 年 7 月 16 日起，就教職員持有之既有庫存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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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其中未進行投資組合選擇或既有庫存部位調整者，則採 2 年 4 
次分批將庫存部位自動調整配置於人生週期基金，其產生之損

益將由教職員自行承擔。 

綜合行政處 
王慧君主秘 

1. 12/25 上午明天演練（1/3（五）委員到校實地訪視） 
2. 12/25 校務座談 
3. 12/27 教育訓練-性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