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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貳、地  點：第一會議室 

參、出  席：詳簽到單 

肆、上級指導：吳校長淑明 

伍、主  席：陳總務長清汶               記    錄：李靜惠 

陸、上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 
(101學年度第2學期總務會議/102.05.08) 

上次會議通過決議案 決    議 

案 由 一：請協助清理數位大樓

8 樓至 9 樓冷氣氣窗平臺的鴿糞

。 

有關鴿糞清理費用，會計主任建議以特殊需求案處理

（數位大樓與新世紀大樓的鴿糞清理併案處理），待營

繕組評估後，再提行政會議確認之。 

案 由 二：請協助於數位大樓高

樓層冷氣氣窗加裝網子，以防止

鴿子等鳥禽停駐。 

有關鴿糞清理，會計主任建議以特殊需求案處理（數

位大樓與新世紀大樓的鴿糞清理併案處理），待營繕組

及相關單位評估後，再提行政會議確認之。 

臨時動議 
案 由 一：校園野狗問題嚴重，

請總務處驅離，以維學生安全。 

擬集結學生意見，再提請相關單位研議處理。 

柒、主席報告 

一、 總務處工作是支援全校總務事務，目前人力見絀，如有不足之處請見諒。 

二、 本學期在用電節能方面己進步許多，來校參訪的嘉賓均讚許有加，但為達

教育部用電負成長百分之六之目標，仍有改進的空間。目前全校用電仍正

成長的原因，經檢討分析後可能有二：一為使用設備數量的增加；二為校

長指示延長工作坊操作使用時間，故請各單位留意工作坊能源管控部分。 

三、 請各單位辦理文件簽核時，必須再檢視確認幾件事：一為文件件數的數量

，為避免有時只簽最上方文件，可於下方所有須簽核文件貼上標籤註記；

二若須補件回押時須註明清楚，之後須將鉛筆註記處擦拭乾淨；三為承辦

人及主管核章部分在相關文件送出時須再檢視，以免文件往返延誤時程。 

四、 103 學年度的大小修（不含建築體內的設備，如空調冷氣）部分，請各單位

會後寒假期間仔細思考系發展規劃，須總務處協助之處請不吝提出。 
五、 政府目前推動環保標章物品的採購，請各單位採購時多留意，對爾後獎補

助款或有影響。 

捌、各組業務報告 

營繕組 



 2 

一、 103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獎勵民間建築物至會改善作業案於 11月 13日寄

出申請補助計畫書。 
二、 申請教育部 103 年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案計畫申請補助將於 11 月底提

送計畫書。 
三、 東方設計學院第 14 屆第 22 次董事會議預算追加案補助案及 102 學年度暑

假期間等工程執行情形，如附件六。 

事務組 
一、 學生反應女生宿舍附近常因狗的群聚活動造成不適或不便。請同學們勿任

意在女生宿舍餵食狗，並隨時關好樓梯口之拉門。 
二、 全校廁所已裝置滾筒式衛生紙機及衛生紙，請同學愛惜公物並珍惜資源。 
三、 本學期新增台南路線，事務組已在本校網頁學生專區校車資訊裡公告，下

學期請導師協助幫忙告知台南地區的學生，有關交通專車之訊息。 
四、 本學期校園停車清潔費將於 12 月 25 日扣除。 
五、 請各單位配合如有 10 萬元以上之維護合約，必須於合約屆満前一個月提出

請購，始合乎採購公告作業程序，以利請購。 
六、 請各單位租用交通車、校外參訪、進入校園，請事先告知警衛室時間、地

點、單位，以便掌握訊息。 

保管組 
一、 本學年度抽盤工作12月16日即將開始，下學期將進行全盤作業，各單位尚

未完成報廢之設備仍需保管完善。 
二、 102學年度折舊預算及報廢預算業經本學期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董事

會會議通過，尚未完成除帳手續前，請仍應妥善保管；另還是要提醒相關

單位，規劃新空間、新設備時須同時考量舊設備報廢問題。 
三、 全校各單位校舍面積及校地面積統計完成，順利於10月30日前報部。 
四、 103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部份，已完成支用計畫書報部，請配合總務處業

務單位之作業流程。 
五、 102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部份即將結束，請購部份皆已完成，核銷部份請

儘快。 
六、 請各班導師輔導學生做好教室整潔及財產維護工作，另各系所屬教室建議

請上鎖以確保安全。 

出納組 
一、 各單位邀請外國人(非本國居住者)來本校參與活動，若其所得項目(例如：

演講費)是由本校所支付，在領取該筆款項後十日內須申報所得。 
二、 各單位核銷時，若有代墊款項，必須隨附收據明細表，另於出納系統建立

基本資料時，請確實填寫受款人之身份證字號、金額，特別須留意住址之

完整性。 
三、 請各單位於核銷時，在列所得類別時，應明確區分鐘點費與演講費之差異

，其稅額類別代號亦不相同，分別為50與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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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各單位在送核銷公文時，除非明細項目須申報個人所得(例如：鐘點費、

演講費、工讀金等)，才須將文送至出納組，其餘可直接將出納組長簽名欄

劃掉，切勿再將公文送至出納組，以加速公文傳遞速度。 
五、 本校學生繳交學雜費時可透過網路使用信用卡繳費，請至學校學校首頁

學生專區信用卡繳費，進入後擇一點選「彰銀-學費入口網」或｢中信銀入

口網」。 

文書組 
一、 102年8月13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本組假本校第一會議室完成辦理「

102學年度一、二級新任主管暨新進職員電子公文系統線上簽核使用說明會

」。教師異動單位後電子公文系統查詢方法，可參閱操作手冊第58頁，已公

告在本校網頁教職校務【藍色區塊】。 
二、 重申上一學年度第一次總務會議報告事項：奉 上級指示自101學年度第1學

期起，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紀錄需於會議結束後一週內完成，以提升行政效

率。 
（一） 敬請各單位配合會議相關資料及附件繳交時程：請於會議結束後 3 個上

班日上午 12 時前送交文書組彙整後呈核，逾期者則以補件方式處理（

需附簽核紀錄）。 
（二） 臨時提案單位請事先留意交件時程。 
（三） 行政、校務會議紀錄相關資料及提案附件繳交紀錄表隨會議紀錄一併陳

核。 
三、 請各單位檢視新增或修訂辦法時，務必確認通過會議之日期及其核定內容。 

環安組 
一、 環安組與生輔組於9月12日(四)上午9時20分至10時50分新生入學輔導課程

實施「防災宣導及演練」，內容包括：滅火器訓練、CPR急救訓練及緩降機

演練，高雄市消防局湖內分隊派10位隊員指導協助訓練，已順利辦理完畢

。 
二、 環安組與生輔組於11月6日(三)下午社團活動時間進行「住宿生消防安全訓

練」，規畫內容包括：滅火器使用訓練、煙霧袋使用演練及CPR急救訓練，

並由湖內消防隊派員指導協助辦理。 
三、 本校各大樓1樓滅火器已全部由吊掛式改為置放新製作的木箱，以強化校園

景觀美化工作。 
四、 高雄市環保局派員於9月27日(五)下午至本校稽查毒化物儲存管理情況，各

項檢查結果均正常。 
五、 本校已於8月12-13日完成102年度「化糞池污物清理作業」，並於10月1日函

高雄市環保局完成申報工作。 
六、 環安組於10月30日依規定於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完成本校「危險機

械設備」資料更新作業。 

https://school.chb.com.tw/CreditCard/CardPay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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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環安組已依教育部規定，於102年10月30日完成本校「102年度第3季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紀錄」網路試申報作業。 
八、 高雄市環保局於11月13日(三)上午派員至本校進行廢水處理稽查，本校無違

反法規事項，運作正常。 
九、 湖內消防隊人員於11月14日(四)至本校進行「使用液化石油氣連接燃氣設施

之場所檢查」，稽查學生餐廳廚房之瓦斯設施安全情況，本校皆符合規定

。 
十、 本校「102年度實驗室查核」將於12月份由各實驗室管理教師上網填報資料

，並由環安組彙整完成網路陳報教育部作業。 
十一、 環安組擬於103年1月份召開本校102學年度第2次「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及「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議，並完成102年度第4季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作業。 

捌、討論提案 

案 由 一：設計行銷系前門樹木修整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設計行銷系 

說    明： 
一、 體育館側邊及設計行銷系前門公共空間榕樹氣根會深入教室破壞教室空

間結構與壁面，為維護教室美觀及安全，建議定期修剪整理維護。 
二、 樹木氣根深入教室現況相片如附件一。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目前已交由事務組以人工方式進行修剪，後經校園

景觀規劃小組評估後再討論是否遷移。 

案 由 二：設計行銷系前門和後門擴建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設計行銷系 

說    明： 
一、 設計行銷系前門和後門太窄，寬度不夠， 大型車輛如工程車等無法進入

，系館遇施工或修繕時造成不便，故提案加寬行銷系前門和後門，以便

後續交通運輸通行。 
二、 設計行銷系前門和後門現況相片如附件二。 
 

案 由 三：設計行銷系系館一樓教師研究室整修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設計行銷系 

說    明： 
一、 系館一樓濕氣重，教師研究室充滿壁癌，水痕與過去建築遺留之物件如

浴缸，地板多以水泥地為主，殘破不堪， 為增進教師教學的熱忱與健康

， 整修教師研究室是當務之急。 
二、 教師研究室現況相片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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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案由二至案由五得併案處理。有關設計行銷系前後門、教師研究室

、系館教室整修及一樓至三樓走廊及鐵門修整維護，待會後附上詳

細相關資料，再提校園景觀規劃小組會議討論，以全校體發展為考

量。 

案 由 四：系館教室 201，202，203，204，205，206，207 及 208 整修乙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設計行銷系 

說    明： 
一、 系館老舊，濕氣極重，教室內油漆脫落，壁癌叢生，冷氣毀損，窗簾破

舊，天花板破損， 提案整修系館教室201，202，203，204，205，206，
207及208，以利教室空間做最大的安排，增進同學學習空間的運用。 

二、 系館教室201，202，203，204，205，206，207及208教室現況相片如附

件四。 

案 由 五：設計行銷系館一樓至三樓走廊及鐵門修整維護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設計行銷系 

說    明： 
一、 系館一樓至三樓走廊牆壁油漆脫落，壁癌叢生，殘破不堪。 
二、 鐵門開關不易，學生進出安全沒有保障。 
三、 一樓至三樓走廊及鐵門現況相片如附件五。 

決    議：案由二至案由五因屬性相關得併案處理。有關設計行銷系前後門、

教師研究室、系館教室整修及一樓至三樓走廊及鐵門修整維護，待

會後請營繕組與設計行銷系配合確認並做詳細評估，再附上詳細相

關資料，提校園規劃小組會議討論，以全校體發展為考量。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拾壹、各單位建議事項（補充）： 

攝影學程（邱主任） 

本人於陽光草坪曾遭 7~8隻流浪狗包圍，並遭其中較巨大的黑狗攻擊。是否有

因應對策，以防其他師生遭受其害。 

電子與資訊系/遊戲與動畫設計系/動畫多媒體設計科（鄭主任） 

本人亦曾受害。甚至有學生暗中拍攝，當受害者回擊時，學生即截取片斷並予

不當評論，且有醜化學校之言語。 

事務組戴組長 

一、 校園流浪狗問題已有一段時日，最初接獲警衛與流浪狗衝突問題即與住宿

兩位女生（一為影藝系日四技四年級生；另一為美工系日七技三年級生）

溝通協調。溝通協調大致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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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7  接獲警衛與流浪狗衝突問題通報。 
2013/10/20  與總務長、學務長、生輔組組長於學務長室溝通。兩位女生表示狗

的攻擊乃因不熟識所致，答應協助讓流浪狗能親近警衛；本組也滿

足兩位女生所提要求，購買狗鍊及狗口罩等相關用品，並於後建置

狗屋以便照顧。 
2013/10/27  連絡兩位女生，均表示打工沒空。 
2013/12/04  流浪狗直吠了一兩個小時，其他家長來電反應。事務組一直與兩位

女生連繫，遲至 12/05 下午四點才連絡上。兩位女生表示，流浪狗

並非她們的責任等。 
至 12/10 止，兩位女生一直迴避，致使執行無功，問題仍存。 
二、 目前校園流浪狗所衍生問題較嚴重如下： 

（一） 確已有兩位主任（參與此會）受到校園流浪狗的攻擊 
（二） 美妝系一樓及觀光系七樓沙發均遭到破壞 
（三） 體育組運動用品（如籃球等）亦遭囓咬 
（四） 影響招生：曾於女生宿舍樓梯狂吠來校參訪之國中生，參訪學生表示以

後沒有就讀本校意願。 
以上。 

環安組胡組長 

學校應具體擬出法規公約，促使全校教職員生一致遵守，權責單位則依法規公

約執行。 

總務長 

一、 住宿生原本就有生活公約，依公約不得於宿舍內豢養任何動物。 

二、 董事長特別叮嚀妥善處理校園流浪狗的問題。 

三、 請學務處能提出方案討論校園學生與流浪狗（或其他造成校園問題之動物

）停留校園問題，提行政會議以利總務處及執行單位能明確後續依程序處

理，以避免教職員生再受其害。 

拾貳、散會：約上午 11 時 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