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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一級行政單位主管第 22 次業務會報紀錄 
時 間:96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地 點:校本部行政大樓第二會議室 

主    席:郭校長義雄               記錄：魏雪珍 

出席人員: 陳副校長瓊花、張副校長國恩、李教務長通藝(孔秘書令泰代)、洪

學務長久賢（陳秘書景禮代）、侯總務長世光、莊處長振益、陳處

長麗桂、李主任忠謀（林秘書冠民代）、卓主任俊辰、戴組長祖錦、

林主任淑端、林主任碧霞、程主任紹同、王主任新華、周主任中天

（請假）、周教授愚文（請假）、林主任秘書安邦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為營造綠色科學環境，及能源節流，嗣後本校各項會議以取消

書面資料準備，採無紙化作業方式改進。  

二、陳處長麗桂報告：詳如所附書面資料。 

三、上（第 21）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請提具體辦法） 
決議 

1 

各單位負責採
購同仁，應本
於愛校精神，
共體時艱，開
源節流，謹守
本份，並做適
當輪調，建立
人力資庫。 

總務處 

1、將提案「校長與一級行政單位主管

第 22 次業務會報」討論，建議本

校各一級單位應設置採購專業人

員至少1名兼辦採購文件之初審事

宜，期以提高本校採購效能與品

質。 

2、截至 96 年 5月 14 日止，本校取得

採購專業人員證照同仁共計 46

名，其人力資料庫業建置於工程會

資料系統中，可供各單位實施採購

人員輪調之參考。 

請陳副校長、

候總務長及人

事室林主任通

盤規劃研議。

 
2 

因應新組織規
程實施，近期
全面完成單位
分組整併，人
員適才適用，
以展現精英組
織，提高本校
行政效率。  

人事室 
總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有關各行政單位之組織與人力精簡方

案，刻由陳副校長瓊花邀集人事室主

任與相關行政單位主管研議，預定於

本（96）年 6 月底前簽請  校長核定

後，自下學年度起運作。 
總務處: 

本處於5月 16日提出組織調整草案與

陳副校長、人事室林主任共同研商討

論組織整併人事精減事宜。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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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請提具體辦法） 
決議 

秘書室: 

配合人事室訂出時間表，預計於七月

底前完成人員精簡工作。 

3 

 
請儘速完成公
館校區游泳池
工程，專家評
估作業。 

總務處 

1、96 年 5 月 10 日簽奉核准與中華
建築中心規劃設計監造簽約。預
定 96 年 5 月 17 日上午 9時於本
處辦理規劃評估說明會之會前準
備會議，並於 5 月 24 日上午 10
時於公舘校區辦理正式說明會。 

2、目前對本案已備妥 3個方案，將
分別評估、分析其可行性： 

(1)以級配砂石填平泳池，與四週
地坪齊平。 

(2)以鋼構架空，上面鋪地板與四
週地坪齊平。 

(3)僅將池底不平處整平，四週加
做欄杆。 

除以上 3個方案外，會議中如有系所
提出其他可行方案將列入一併評估。 

照案通過 

 
4 

 

學生宿舍餐飲
衛生問題，請
相關單位多加

注意。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學務處： 

學生宿舍餐飲衛生問題，由健康中心

洪營養師負責督導，洪營養師認真負

責，經常不定時巡視反應相關問題，

再由生輔組透過管道向學生宣導。 
健康中心： 

一、本校目前三個校區各福利部門

(含學一舍餐廳、學七舍中餐

廳、學七舍西餐廳、庭園會館、

師苑、文薈廳、林口校區學生餐

廳、林口校區熱食部、學一舍百

貨部、學七舍百貨部、嘉美西

點、草本茶集、藝文閱讀咖啡

區、無毒一身輕、林口校區販賣

部，共有 15 個）按所建立的制

度作輔導與建議。 

(一)對於新進駐廠商的職前衛生講

習及協調建議（含人員體檢狀

況、食物來源及食物製備流程..

等）。 

(二)每學期餐飲工作人員體檢表之

下學期林口校

區餐飲契約事

宜，委由林主

任秘書安邦及

採購單位人員

負責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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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請提具體辦法） 
決議 

整理及個別衛教；對於新進人員

及未體檢者的資料追蹤。 

(三)每週對各福利部門的現場輔導

與檢查。若衛生狀況嚴重者，則

發出書面「改善通知單」，並加

開講習會及現場輔導次數。其中

由工讀生及宿委協助進行的工

作如下： 

1、餐廳衛生檢查表及百貨部衛生

檢查表。 

2、食物樣品抽存工作。 

3、餐具檢查工作。 

4、儲存冷凍冷藏庫溫度抽查。 

(四)定期網站 BBS 瞭解同學對本校

各餐廳及百貨部的反應情形並

立即解決。 

(五)對於所發生的膳食衛生事件檢

測發生的原因，並拍照紀錄及再

次檢視食品的安全來源。 

(六)每學期舉辦各餐廳餐飲工作人

員衛生講習會各四次，目前已舉

辦 13 場，有 187 人次參加，配

合講習題目搜集相關資料，並印

製成講義供參考。 

二、林口校區學生餐廳廠商，在膳食

衛生方面確有努力改善，值得肯

定。然每餐供應的菜量則一直呈

現不足的情形，雖經協調有所改

進，仍建議改善，並控管防蚊蟲

進入。 

5 

本校數位媒體
簡介內容，應
融 入 文 學 素
養，以學生各
項 表 現 為 主
體，展現多彩
多姿的師大人
精神。 

資訊中心 
公關室 

資訊中心： 

1.提供虛擬攝影棚支援各拍攝單位

之棚內攝影作業。 

2.支援公關室負責拍攝影片之旁白

錄音。 

3.提供去年拍攝本校簡介之原始母

帶，供各製作單位剪輯。 

 

請學生會同學

協助,提供創

意及各系所特

色 介 紹 為 腳

本，並參考其

他大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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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請提具體辦法） 
決議 

公關室: 

1、由本室媒體公關組先行與資訊中

心協商，增製外語版本簡介。 

2、新版簡介暨公關形象影片重製計

畫由本室進行規劃。 

6 

部撥林口校區

2 億 元 補 助

款，除用在硬

體建設上；也

需對軟體部份

加強；先撥部

份款項添購圖

書設備。 

僑生先修部 

總務處 

圖書館 

僑生先修部: 

僑生先修部原有圖書甚為不足，擬請

各學科老師提供必須購買之書單，請

圖書館採購。 

總務處: 

1、教育部承諾先行核撥本校 2 億元

協助本校與僑大先修班整合事

宜，本校已於96年2月底提出「林

口校區教學環境及設備建置計畫

書」向教育部申請本項補助款，

其中有關經費需求資本門編列

3,000 萬元，經常門編列 1 億

7,000 萬元整，共計 2 億元整，

惟至今補助款尚未核撥到校。 

2、本計畫預算編列除硬體設施外，對

於加強軟體部分編列有以下兩大

項經費需求，合計約有1億1,000

萬元： 

(1)教學與研發部分：語言教室約

900 萬元、e 化教室約 1,500 萬

元、圖書館改善(含書籍、書架、

資訊化、照明及空調等)約有

2,000 萬元、擴增教學與研發空

間建置約 1,000 萬元及教學設備

更新約有1,000萬元；計有6,400

萬元。 

(2)公共設施部分：則有校區整體

門禁系統(含教室、研究室、公共

區域、各大樓門禁管理系統與設

備)約 4,600 萬元。 

 

通盤檢討並規

劃圖書整理方

案，以節省使

用空間。為節

約能源，宜採

用 省 電 型 燈

泡，達綠色建

築物為目標，

並由張副校長

及總務長統籌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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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請提具體辦法） 
決議 

 

圖書館： 

林口分館為因應今年度大學新生入

學之教學需求，已積極蒐集待採購圖

書資源清單。另環境設備部分包括大

廳牆壁、燈光照明、空調系統亟需經

費改善，目前已請建築師初勘，將提

經費預算。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校本部校區機、踏車停放規劃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配合校園整體規劃，調整校本部校區機、踏車停放規劃。 

二、擬於圖書館校區北側、機械大樓南側及學一舍等處，設立機、踏車停車

位；預計可設機車停車位 1,052 位、腳踏車 103 位（圖書館校區北側機

車位 609 位；機械大樓南側機車位 230 位及腳踏車位 80 位；學一宿機

車位 213 位及腳踏車位 23 位）。其所規劃設立之機車位，將取代校本部

校區現有停車位（合計約 820 位），且另擴增 232 個停車位，以供教職

員工生使用。 

三、所需之經費約新台幣 1,976,394 元整（相關規劃圖說及經費概估請詳參

附件）。  

決議:請總務處規劃，提景觀專案小組會議通過簽請 校長後實施。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為提升本校採購效率與品質，建議各一級單位設置編制內人員兼辦採購

案件之申請文件初審事宜，提請  討論。 

說明： 

一、鑒於政府採購案件執行良窳，攸關本校之採購效益與品質，且依政府

採購法相關法規均明文規定，採購事項及公開評選之工作小組成員均

應由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者擔任之。爰此，本校應預前妥善規劃因

應並培育採購相關專業人才，建立人力資料庫，以因應未來人力需求。 

二、本校目前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者計有 46 名，除少數如採購組同仁因

業務需要，經常接受採購法相關課程研習外，絕大多數未再參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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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或訓練，造成人力資源浪費，有悖本校組織再造之目標。 

三、經查本校目前行政單位計有 46 個，學術單位有 82 個，其中屬一級單

位有 43 個，有關採購案件之事前規劃評估、規格及契約條款需求擬定、

以及採購案申辦作業等事項，目前大多交由各系所之助教、計畫專兼

任助理、臨時人員等辦理，惟該等人員均不具備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資

格，對政府採購法令及採購作業亦欠缺熟悉度，加以流動性大，工作

經驗難以傳承與累積，以致採購作業程序常有不符政府採購法令規

定，此不僅對其造成工作負擔與壓力，且對本校採購效益與品質具有

不良影響。 

辦法： 

一、於各一級單位(各院、處、部、館、室、中心等)設置兼辦採購案件之

編制內人員至少 1 名，該員擔任所屬單位之採購案件初審事項，並為

該單位窗口，以協助採購案件之開標、審標、比議價及決標程序。 

二、該員應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或進階資格，並定期接受採購法相

關課程之講習或訓練；其尚未取得資格者，由各一級單位主管規定期

限內儘速取得。 

決議: 請陳副校長、候總務長及人事室林主任通盤規劃研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聘任林口校區女生宿舍管理員乙名，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 96 年 5 月 15 日第 8 次「校長室下午茶」決議辦理。 

二、目前林口校區僑生先修部生活輔導組置 2位組員及 2 位助教（學科助教

支援），1位組員（女）負責學生生活輔導相關例行性業務，另 1位組

員（男）則負責管理男生宿舍，女生宿舍目前無管理員負責業務。 

三、為使女生宿舍安全及提供服務，擬增置管理員乙名，實有必要。 

決議：由學務處統籌規劃，以學生安全為最優先考量。 

 

 

參、散會（四時三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