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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程序 
 

時間：108 年 9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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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系」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109學年度停止招

生案。 

二、 109 學年度系科招生名額調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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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總務處。 

文件：用印申請-建築物耐震評估之委託書。 

錯誤：委託書中之委託人-仍為前任校長(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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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張浣芸校長 

1. 公文進入程序必需仔細。主管要將公文及其副檔仔細看清

楚才可送出。（公文有問題會直接退給單位主管，不會退到

業務承辦人。請各單位主管一定要仔細看公文及附件。） 

2. 處室間溝通需要主管對主管溝通。 

3. 請用創新的思惟來推動工作。 

4. 請盡量推動垃圾分類與使用環保碗筷，尤其是避免使用塑

膠餐盒。 

 

教務處 
許耀文教務長 

1. 9月底前要回覆上學期教學品質意見 

2. 9/20前完成停招報部 

教學發展中心 

1. 108年高教深耕計畫 50萬元新系教學設備採購，請林院長及

新系主任將採購項目、規格與及經費儘快給教發中心，預計

9月底前完成採購。 

2. 108-1教師成長社群共有四組(召集人:1. 劉玉山研發長 謝

衣鵑主任 2.戴嬡坪老師 3. 林吉仁院長 4.王惠蓉老師)教

發中心也已經寄給召集人社群運作相關規範與經費核銷表

單，請召集人這星期先將社群名稱及公開網站(FB)先告知教

發中心以便通知全校教師加入。 

3. 奉校長指示，每次行政會議結束後，請負責執行高教深耕計

畫各分項計畫負責同仁留下繼續召開「108高教深耕計畫進

度控管」會議。 
校際合作中心 

09/19(四) 09:30~12:30大華科技大學資源活化與加值訪視諮詢

輔導計畫，其中有兩個議題：(1)智慧車輛與能源/智慧製作工

程/餐飲系發展規劃需求(30分鐘) (2)智慧車輛與能源/智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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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作工程場域參觀和委員諮詢輔導討論交流(120分鐘)，請招生中

心、研發長、三系主任和院長準備資料。 

學務處 
曾慶祺學務長 

1. 本學期取消午休原因是方便學生到樂群會館用餐，避免因路

途遠又要返回教室午休，但經觀察反而造成更多訂外食的學

生。9 月 9 日早自習時間已對學生宣布觀察一星期，若仍未

改善將考慮恢復午休。 
2. 9 月 12 日上午 9 點於圖資大樓二樓會議室參加「與秦總有約」

班級： 
餐一忠、二 A，資一 A、工一 A、資一忠、工一忠、觀二 A、

資二 A、工二 A、電三 A 以及餐三忠班代及陳廷維。 
授課老師請隨班參加。 
請協助叮嚀學生 9 點下課後迅速至圖資二樓會議室就位。 

軍訓室： 
如果學生有發生任何事，都請各系務必第一時間通知校安中

心，因為校安中心要上系統通報教育部，不然教育部會查到，

學校會被處罰。 

 

總務處 
吳仁明總務長 

1. 大華樓最新各單位門口標示牌、電梯樓層標示已完成，若有

遺漏的請告知環安事務組。 
2. 團膳預選第三週用餐人數與時間已進行調查，第一週 136 人

作答，第二週僅有 36 人作答，用餐調查問卷每周均公告於

最新消息及行政群組，請各單位多加宣導。團膳公司下週起

會增加一周的菜單，方便師生選用。 
3. 本校閒置的 42 組課桌椅、2 台數位講桌、圖書館書櫃、桌椅、

沙發、大小筆電已分送慈善機構作為教育使用；同時獲得敏

恩公司致贈的 80 組 T5 省電燈管。 

 

研發處 
劉玉山研發長 

1. 大學 USR，新二期 109-111，申請期限 :2019/9/30 止，
http://usr.moe.gov.tw 
本校除於高教深耕計畫執行(第一期種子型)外，可申請新興

類(萌芽型)USR(結合學校特色與地方需求)，申請人須有 2 年

以上相關計畫經驗。本校已經申請校帳密；請觀光、餐飲、

資管等就人文永續、社區關懷、自然保護、產業傳承等面向，

展開規畫。 
2. 協助新系招生拓展之國際研討會、智慧汽車展場與體驗中

心之規劃，後續請各院系提供寶貴建議。 
3. 評鑑基本資料，感謝各處室協助，已陸續收集彙整。(預計

0930 完成初版，配合 107-2 資料彙整)，一星期內各系把上

次評鑑資料都送給研發長。下次行政會議追蹤。 
4. 海青班訪視 37、38 期，10/29(二)，已經展開先期作業。 
5. 畢業生流向調查，請各系持續辦理。 

 

http://usr.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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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人事室 

高芝瑩主任 
1. 9 月底前預計召開校教評會議，請系院有提案者，於 9 月 13

日前請將提案單送至人事室。 
2. 因應校基庫表 1-1 填報，若兼任教師有未具本職者，請務必

提前通知人事室辦理保險。 

 

秘書室 
王慧君主秘 

1. 組織章程已通過送教育部審查。請於 9 月底前完成各單位

之相關辦法修訂及表單。修訂經核定後公告於網站。 
2. 請各單位依組織章程修正相關法規，呈送行政會議或校務

會議審議。 
3. 9/12 上午與秦董事長會議，請各單位按照 9/5 發的通知。請

各單位準備資料。9/12 由教會協助免費替演講活動進行攝

影。主管 7:50 集合在校長室。學生與秦董聊天 9:15 集合完

畢。11:40 前往餐廳用餐。 
4. 9/19 上午召開招生策略小組會議，邀請外部委員：張國保

教授、陳碩菲教授、林玫玫系主任、黃秀英系主任、邱國

慶教授及姚文隆教授進行指導。 
5. ARTC 參訪活動已於 9/3 完成。後續再視議題可個別跟研發

單位或薛欽鐸副理聯繫；參訪照片部分請連結以下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DeHEW_t-oL1Mah3
AIji4M1UVZg385kO?usp=sharing 

6. 9 月份的會議時間安排 
（1） 9/10 行政會議(含評鑑進度大日程說明) 
（2） 9/17 新系會議/招生會議 
7. 因為組織重整及人員變動，請各處室於近期內召開各處會

議。 
8. 各單位-一級單位-標竿學校 
9. 網頁部分： 
目前網頁：資料仍須更新 
(例如：1.綜合行政處(校務顧問/組織章程/人員編組/獎補助業務) 
2.教務處新增校際合作中心/圖書資訊服務組/通識教育中心等) 
3.研發處-新增國際交流-就博會資料為104學年度 4.學務處的部

分(因為已經搬遷 所以網路上的地圖應修改等) 
請於 1 周內更新(9/17 前更新) 
新的網頁：討論規劃中 
10. 校務改善計畫須於 108.12.13 前函報，擬於 12 月初過董事

會，11 月中前請相關單位協助完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DeHEW_t-oL1Mah3AIji4M1UVZg385k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DeHEW_t-oL1Mah3AIji4M1UVZg385kO?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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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單位：教務處 

案由：「資訊管理系」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109學年度停止招生案，提

請審議。 

說明： 

1. 為配合學校經營發展需求，考量教師安置與未來轉型發展，擬於 109學

年度「資訊管理系」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任一學制停止招生事宜。 

2. 依據本校「教學單位減招與停招實施辦法」第二條(p.9) 

辦法：審議通過後，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附件： 

附件一：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第八條 

附件二：教學單位減招與停招實施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 

同意「資訊管理系」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109學年度停止招生。 

 

 

提案二 
單位：教務處 

案由：109 學年度系科招生名額調整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 
3. 「資訊管理系」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擬自 109學年全面停止招生事

宜。 

4.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八條第七

項(略以)專科以上學校日間與進修學制各院、系、科五年制專科班、四

年以上學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專科進修學校及進修學院，最近一

個學年度各班別新生註冊人數未達十人，得於每年九月二十日前向本部

申請下一學年度停招，原分配該班別之招生名額，得申請主動調減或分

配至相同學制班別之其他院、系、科與學位學程。(如附件一)及本校「教

學單位減招與停招實施辦法」(如附件二) 

5. 高中生外加名額依據 108/09/09臺教技(一)字第 1080128635號函，說明

108學年度餐飲管理系核定招生 3人，故 109學年度不得高於 108學年度

核定總數。 

6. 109招生名額分配如下： 
系科名稱 

學制 

智慧製造

工程系 

智慧車輛

與能源系 

餐飲管

理系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資訊管

理系 
小計 

寄存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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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   35 14 0 14  0 63  35 28 

日
四
技 

高職 41 40 25 5 0 5  0 116  106 10 

高中 

(外加) 
  3   3  

夜四技   31   31 0 

日二技     12  0 12  0 12 

二技進修部     58  0 58  0 58 

小計 41 40 94 19  0 89  0 284  175 108 

7. 9/9~9/12資訊管理系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需完成師生說明會。 
 

辦法：審議通過後，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附件： 

附件一：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第八條（p.7） 

附件二：教學單位減招與停招實施辦法（p.9） 

決議：照案通過。 

同意 109學年度系科招生名額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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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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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 學年度大華科大校務評鑑大時程表  2019/9/10 修正 

日程 
2019 2020 

9 月 10 月 11～12 月 1～3 月 3～6 月 7～9 月 10 ～12 月 
１、自我評鑑與自評報告 
(1)受評報告 

 
0910 暫定稿 補充資料 （各單位協助

互校） 
自評報告定稿 
 

寄給自評委員   

(2)自我評鑑    1.自評資料準備 
2.聘任外部委員 

   
  實地自評 
(2020/06/07) 

  

(3)自我評鑑報

告 
     根據自評委

員建議修正

受評報告 

11/1 寄達台

評會 

(3)系科評鑑 1.成果公布(1/5
通過) 
2. 擬訂改善計

畫 

展開改善行動 
(2019.9 ～
2020.6) 

匯整到自評報

告 
申請自評 部分通過實施

追蹤評鑑 
結果匯入自

我評鑑報告 
 

 

２．校務評鑑基

本資料 
1.填報盤點 
2.校務基本資料更新與下載 0916
～1031 

 基本資料定稿 

(105～107)  
 追加 108 

資料 
11/1 寄達台

評會(106～ 
108) 

３．網路問卷調

查 
    0915－1030 師生網路填答 

５．實地評鑑     
 

評鑑檔案準備  11/20 ～12/20 
 模擬評鑑 
 前３天，回答待釐清事項 
 前一天通知委員名單 

改善

 

改善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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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教育部 108 年 09 月 02 日 

 同意本校延後至 109 學年度接受評鑑 
 .配合教育部來文指示，與本校完自評前期準備，建議繼續列管完成 108 學年度自評計畫書分工撰寫計畫；基本資料表彙整，與各

處室、院系需繳交資料。 
 .107 學年度五系第三方(台評會)評鑑與其餘各系自評改善建議與後續改善行動，建請依限完成，一併列入管制。 
 實地評鑑 （0900~2030）（包括日、進修部） 
 資料送達，包括校務自我評鑑報告＊20 份；校務基本資料表＊20 份；107 學年度決算書、108 學年度預算書各四份 
 校務自評報書 12-14 字，不超過 150 頁，雙面印刷 （附件以光碟呈現） 
 請各單位協助: 

項目 各處室 院系 建議期限 

1.自評報告  協助校閱 

 補充最新資料(2019/10/15 止) 

 指定主管以外聯絡窗口，進行後續資料、檔案補強聯繫。 

提供各系基本資料 2019/10/15 

2.系評鑑資料 

 

 1.校內自評三系: 

 請提交電子檔: 

 自評書、基本資料 

 自評委員建議與改善 

2.接受臺評會第三方評鑑(五系) 

 自評書、基本資料 

 委員建議、改善行動、期程 

2019/10/15 

3.評鑑基本資料  完成責任報表填報 

 協助校閱 

 補充最新資料(2019/10/15 止) 

指定主管以外聯絡窗口，進行後續資料、檔案補強聯繫。 

 2019/10/15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紀錄 

12 
 

大華科技大學 108～109 學年度 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書撰寫分工一覽表    

108.09.10 修正 

指標   核心指標 統籌單位 
負責 

撰寫單位 
互校單位 

資料佐證 

支援單位 
 暫定稿需補強處 

項目一                                        

校務經

營與發

展  

1.1 學校定位與發展目標 

研發處 

研發長 

教務處 

綜合行政處 
強調聚焦 AI、智慧車

輛與製造 

1. 2 校務發展計畫之訂定、執行與檢討  研發長 綜合行政處 
系科評鑑改善、停招

後續說明 

1.3 校務經營之機制與運作 綜合行政處 人事、會計、研發 

章程修訂陳現 

組織精實運作機制 

內控、內稽 

項目二                                        

課程與

教學  

2.1 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符合之情形 

教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院系、通識中心 
學制差異 

教育目標區隔 

2.2 課程與教學所需設施之關聯情形 教務處 院系、總務處 新系之規劃 

2.3 師資結構與提升教學成效之作法 教務處 
院系、教發中心、人事

室 
新系師資補強 

項目三                                       

學生學

習確保

與成效 

3.1 教學品保系統建構與執行情形 

教務處 

教務處 

研發處 

院系、教發中心 教學評量精進 

3.2 提升學生素養、基本能力及專業能力

之作法 
學務處 

院系、通識中心、教務

處 
指標修正與成果衡量 

3.3 學生之學習成效表現 教務處 院系、研發處 
通識素養、語文能力

提升、專業證照強化 

項目四                                               4.1 校務經營與發展成效 研發處 研發處 綜合行政處 教務處、會計室 產學案、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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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經

營績效

與自我

改善 

4.2 校務資訊公開化與反饋運用之情形 教務處 教務處、會計室 IR 研究成效 

4.3 學校自我改善機制與運作之情形(含

對校內院系(科)所自我評鑑之規劃與處

理情形) 

研發處 院系、稽核 自評與系科評見改善 

1. 撰寫同仁，6~7 月集中接受研習，就自評書重點內容、編碼、字體規格、圖表標示與頁數，取得共識與規定後，分工撰寫，並上

傳評鑑平台 

2. 統籌單位:自評書各大項綜整與撰寫  

3. 負責單位:各大項核心指標特色說明文字與績效撰寫，並請協助互校。 

4. 支援單位:核心指標分類績效說明文字、圖表與資料提供 

5. 108 年 8 月底前完成第 1 次初稿；9 月補充資料，10 月完成一校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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