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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一級行政單位主管第 11 次業務會報紀錄 

 

時間:95 年 8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 

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郭校長義雄                                   記錄：劉紀萱 

 甲、會議報告 

壹、主席報告： 

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1 

希望各單位能放棄本位主義，

配合總務處執行校園空間規

劃調配，一切依法行政，公正

公平公開，冀能於半年內整頓

完畢。 

總務處 

校園空間規劃

小組 

總務處回覆： 

本處參考校園空間規劃小組有關校園空間調

整建議，先行協調與規劃普大樓閒置空間分

配亟需使用之單位。 

2 

各院、系教評委員請精簡人

數，並重新訂立聘用資格，五

年內無著作者不可擔任委員

一職。 

人事室 

人事室回覆： 

擬提本校學術組織研議小組討論後，配合修

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 

3 

本校行政制度似因人為因素，

有因循怠惰情況，致使校務發

展滯礙難行，目前以行政革新

為首務，請於近期內分批辦理

各處室職員座談，由校長親自

主持，重申行政革新等治校理

念。 

人事室 

人事室回覆： 

本室擬於近期辦理職員相關研習時，安排校

長為同仁精神講話，並重申行政革新等治校

理念。 

4 

請教務長mail各系所所長及主

任，表達校長「行政革新、學

術創新」之殷切期盼，冀能再

造本校學術研究高峰。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擬於 9 月上旬，依校長指示內容函送各系所

主管。 

5 

請主秘mail全校各處室主管及

同仁：向主管表達校長因校務

繁忙，無法親自送達聘書之歉

意；並向行政同仁宣達校長行

政革新理念，盼能共體時艱，

秘書室 

秘書室回覆： 

已將校長致全校同仁的一封信以 mail 方式

發送全體教職員，另校長於交接典禮中之理

念宣達已整理完畢，放置於校長網頁「校長

的話」一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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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攜手渡過本校求新求變、行政

革新之過渡時期。 

6 
為節省公帑，本校各單位應減

少訂報量。 
總務處 

實習輔導處回覆： 

已自 8 月 1 日起統整並減少所屬各組訂閱報

紙種類與數量為 4份。 

總務處回覆： 

實習輔導處已提出減少訂報量，未來本處仍

將隨時宣導各單位配合辦理。 

7 

各系所大型計畫研究經費款項

核撥入校時，應先呈核校長知

悉，俾便能對校務發展統籌規

劃。 

會計室 

會計室回覆： 

一、有關各系所大型計畫研究經費款項核撥入

校時，各委託或補助機關來文通知，由各承

接計畫負責單位簽文呈核，因該計畫申請、

核定皆已事先呈核後開立收據，通知原委託

或補助機關，經費始撥款入校，核撥通知文

通常僅敘明補助計畫名稱及當期撥款金額，

並無計畫內容詳情，依校內分層負責授權，

目前係授權會計主任決行。 

二、依據本校建教合作實施要點規定，有關建

教合作計畫業務，由學術發展處負責處理，

各系所有關建教合作計畫之申請、核定及簽

約事宜，均由學術發展處統籌控管，呈報校

長核閱。 

三、本校大型計畫研究經費之申請及規劃，皆

屬計劃補助款性質，常視其承接計畫單位而

有不同負責統籌單位，有學術發展處、教務

處或其他業務單位，為校務發展統籌規劃需

要，建請指定負責單位統籌控管，將本校大

型計畫申請、核定及執行成果，呈報校長核

閱。 

8 
總務處公文電子化請加速進

行。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一、本處已洽 2家公文系統廠商，訂於 8/18(星

期五)下午 2時來校簡報。 

二、簡報完後將儘速與電算中心開會研商進一

步辦理事宜。 

9 
教務處註冊組請規劃註冊單一

窗口，加速對學生服務流程。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一、近程目標：註冊組於 1 個月內參考清華大

學與元智大學註冊組的 SOP 作業規範。 
二、中程目標：註冊組於 2 個月內協調本處其

他各組及電算中心，提出詳細單一窗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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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書。 

三、遠程目標：4 個月內完成任務。 

10 

本校招生宣導應為全年度工

作，每年請訂立活動主題，系

所配合舉辦相關活動，並配合

公關室廣為宣導，以增加學生

選擇本校就讀之可能性。本活

動並應特別針對高中校友老

師宣導，促使老師主動向任教

學生介紹本校。 

教務處 

公關室 

公關室回覆： 

擬與教務處配合，於本學期舉辦針對高中生

之校園導覽計畫，以及下學期大學博覽會公

關宣傳活動，以利教務處招生業務推展。 

11 

為促進本校教師及同仁向心

力，請多舉辦相關聯誼活動、

體育競賽等，以凝聚本校同仁

向心力。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一、持續宣導鼓勵同仁參加原有之教職員籃

球、羽球、桌球俱樂部例行練習聚會。  

二、規畫成立教職員網球俱樂部，安排於本部

每週二、四晚上 6：30～9：00 聚會練球。 

三、配合 11 月底全校運動會，規畫師生共同參

與之競賽活動。  

四、持續舉辦教職員工健走、游泳、網球、桌

球、羽球、高爾夫、有氧舞蹈、彼拉提斯及

健康體適能運動班。 

12 

請各處室交代所屬職員，經費

核銷時勿逃避稽查，勿以十萬

元以下動支後再追加。 

各一級行政

主管 

總務處回覆： 

本處將於處內主管會報中報告，請各組(隊)

配合辦理。 

13 

行政組織法及本校學程規劃請

儘快送校長了解，俾統籌規劃

日後校務發展方向。 

教務處 

人事室 

人事室回覆： 

行政組織研議小組召集人董俊彥 教授及人

事室將於近日向校長簡報該小組之研議結

果。 

決議：同意備查。 

貳、臨時動議：擬請同意新增射箭場開放管理辦法。 

決議：擬提交 9月份召開之擴大行政會議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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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上次會議交辦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1 

本行政主管會議請改為每二周

的周三下午，於第二會議室舉

行，各一級主管新學年度周三

下午儘量請勿排課。 

與會各單

位主管 
已知照各單位主管配合辦理。 

2 

大學指考本校與他校各科系最

低錄取分數，請繪製統計圖表

發給各系參考，以加強本校提

升競爭力之憂患意識。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本處預定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後，送請各學系

參考。 

3 

通識教育中心規劃及課程推動

情形，請於下次（第 11 次）主

管會議提出報告。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教務長出國，委請代理人企劃組組長黃純敏老

師報告。 

4 

本行政主管會議多項議題需向

周愚文教授諮詢，自下次會議

起，請將周教授列入出席名單。 

周愚文 

教授 
已邀請周愚文教授參與會議。 

5 

本部、理學院校區、林口校區等

地之校園美景及校區古蹟，請

公關室拍攝系列主題照片，交

數媒中心製作光碟，以備各項

活動及文宣所需。 

公關室 

數媒中心

公關室回覆： 

一、目前由數媒中心轉調公關室的兩位同仁尚未

報到，但已轉知並要求提出拍攝構想書及工作

進度。 

二、建請學務處及人事室於本學期協助舉辦校園

美景攝影比賽（學生組、教職員組），以擴大

精美相片作品來源。 

數媒中心回覆： 

將公關室拍攝之校園照片列為優先工作項

目，即刻製作光碟片。另外數媒中心負責「校

園簡介多媒體光碟」招標案，也正在進行拍攝

中，預定 10 月底完成。 

6 

本校禮堂因屬古蹟級建築，為妥

善維護百年流傳計，應逢重大

集會及慶典時才開放使用，場

地維護及管理應由總務處統一

負責。 

原於禮堂舉辦之各項活動，請多

利用體育館、綜合大樓表演廳

等場地；各項學生活動，也應

於本部、理學院校區、林口校

區等地輪流舉辦。 

總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回覆： 

一、校本部禮堂外借業務目前由學務處負責，其

經管權俟核定歸屬後即辦理業務及財產轉移。

二、自 95 年 8 月起至 95 年 10 月止，禮堂整修

不外借。 

學務處回覆： 

一、遵照辦理。 

二、儘速與總務處磋商禮堂維護及管理移轉相關

事宜。 

三、轉知學生社團辦理期末公演或大型活動時，

多利用學校其他大型場地及考量至理學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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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林口校區舉辦。 

7 

校長日前向劉真基金會募款所

得新臺幣 12 萬元整，全數交由

教務處辦理通識教育講座使

用。 

教務處 

會計室 

教務處回覆： 

為能有效擴大學生之參與，擬利用學院週會及

導師會議時間（週三上午 8:30~10:00）辦理，

是否妥適？請討論。 

會計室回覆： 

本項捐贈收入將以指定用途專款控管。 

8 

全國校友總會 9月底改選會長，

請各與會主管廣邀校友加入會

員，推選王金平院長擔任新會

長，以維護師大人愛護校友美

好傳統。 

與會各單

位主管 
已知照各單位主管配合辦理。 

9 

校本部及理學院校區E化教室門

禁、清潔及機具維護，請依權

責劃分確實督導所屬辦理。 

總務處 

數媒中心

總務處回覆： 

一、理學院校區 E化教室整修後，數位媒體中心

尚未移交，移交後遵照辦理。 

二、本部文學院公共教室計 72 間(已有 11 間教

室增添 E化設備，另遠距教學階梯教室 4間)，

本案建請與教務處及數位媒體中心會商各項

待決事項。 

三、本年度教室清潔至 95 年 12 月底止，均已委

外廠商處理。 

四、各增添 E化設備教室及大樓保全、各教室門

禁管理歸屬尚待明確釐清。 

數媒中心回覆： 

擬與總務處密切合作，建構更順暢良好的服務

流程。 

10 

總務處 8/18（星期五）公文系統

廠商簡報會議，應邀電算中心

人員列席參加。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一、本次簡報將邀請公文電子化小組成員(一級

行政單位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參加，其中包

含電算中心主任。 

二、原訂 8/18(五)簡報，惟當天多位主管有要

事無法出席，故改期為 8/29(二)下午 2：30。

三、本案業於 8/11 發文通知，8/15(二)上午並

以電話及 email 通知電算中心行政組陳組長

白莉。 

11 

音樂系館清潔有待加強，系館大

樓與禮堂間垃圾請儘速清掃，

散置走廊課桌椅應儘速歸位。 

總務處 

音樂系 

總務處回覆： 

本校各單位環境清潔責任區，歷來均有明確劃

分，各系所由使用單位負責，禮堂由學務處綜

理，公共區域內清潔與垃圾由本處事務組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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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或外勤班負責，8/14(一)已與各權屬單位協調

並即處理完竣。 

12 

林口校區保健組組長一職，因需

擔負全校區師生身心保健責

任，宜由專人專職負責，請儘

速指派人選，以利新學期校務

推展。 

人事室 

人事室回覆： 

本案經與健康中心協商，將指派護理師一名代

理林口校區保健組組長職務，每週除返校辦公

一日及參加該中心定期會議外，將全心推展林

口校區師生身心保健事宜。 

13 

林口校區宿舍及游泳池請儘速

規劃整修，以利學生使用並提

昇學校形象。 

體育室 

總務處 

體育室回覆： 

已請鄭元龍組長進行作業，並規劃未來有效開

放營運。 

總務處回覆： 

林口校區游泳池將安排廠商先至總務處做規

劃簡報，再做跨處室簡報。 

14 

林口校區懇親宿舍及校長宿舍

請定期清掃，以利本校不定時

舉辦活動使用。 

僑教學院

僑教學院回覆： 

兩處宿舍均派有工友定期清掃，唯八棟懇親宿

舍中，除兩棟之傢俱較為齊全外，其他六棟欠

缺傢俱，且房舍老舊漏水，需全面維護整修。

15 

本部、林口校區間交通往來，請

儘速規劃以租車定時行駛方式

辦理。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一、8/16(三)本處協商決議：校本部與林口校區

增發交通車，自下週二起實施，暑假期間暫訂

每週二、五上午 8:00(林口校區發車)、

8:40(校本部返回)、12:00(林口校區發車)、

12:40(校本部返回)，惟 9 月 5 日及 9 月 8 日

改由校本部發車、林口校區返回；開學後視實

際需要，再行調整。 

二、交通路線及發車時間表，已公告於本處事務

組網頁。 

16 

林口校區自來水管線屬都會區

域末端，現已有水壓不足情

形，應及早向台北縣有關單位

反應，於相關都市計畫內即加

大管線，以免日後新興建築林

立，影響本校日常民生運作。 

僑教學院
僑教學院回覆： 

已去函向林口自來水公司反應，請其設法改善。

17 
本年度游泳池貴賓證發給權限

請交校長核處。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依校長指示辦理，體育室建議案提

下次會議討論，請校長裁示。 

18 

校是會議如何召開，請主任秘書

規劃，請先行組成委員會，及

各處室選出代表，分短、中、

長期計畫，依次進行。 

秘書室 

秘書室回覆： 

擬將校是會議之性質、內容、成員等請示校長

後，再就委員會之成員作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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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交辦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請提具體辦法） 

19 
請秘書室為各單位表率，減少辦

公室報紙訂閱量。 
秘書室 

秘書室回覆： 

 已通知事務組，自 9 月份起，減少訂閱青年、

中華、民生及英文郵報等 4份報紙。 

20 

本校各項大型研究計畫，為校務

發展統籌規劃需要，應由秘書

室統籌控管，將本校大型計畫

核定及執行成果，彙總呈報校

長核閱。 

秘書室 

學發處 

會計室 

 

秘書室回覆： 

 爾後各單位之大型研究計劃，除會學發處外，

亦請知會秘書室，轉呈校長決行。 

學發處回覆：彙整本校近 3年度經費達 500 萬元

以上之研究計畫名單如附件一，爾後並隨時

更新彙報資料。 

會計室回覆： 

   本校大型計畫研究經費之申請及規劃，均為

補助款性質，由各承接單位統籌計畫之申

請、核定、簽約事宜，各案均依行政程序，

知會會計室後，陳請校長決行。 

 丙、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