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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3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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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度第2學期總務會議/103.05.14) 

上次會議通過決議案 決    議 

玖、討論提案 

案 由 一：設計行銷系館一樓至

三樓大樓牆面補土、防水、粉刷

、結構加強乙案，提請討論。 

本案照案通過。案由一至案由四併入大小修討論評估

後整體施作。建築物防漏等應以專案申請預算。 

案 由 二：設計行銷系館一樓至

三樓走廊整修、維護、防水、粉

刷乙案，提請討論。 

本案照案通過。同案由一決議。 

案 由 三：系館教室 201、202、
203、204、205、206、207 及 208
牆面補土、防水、粉刷、整修乙

案，提請討論。 

本案照案通過。同案由一決議。 

案 由 四：設計行銷系系館一樓

教師研究室整修乙案，提請討論

。 

本案照案通過。同案由一決議。 

案 由 五：設計行銷系前門和後

門擴建乙案，提請討論。 
本案得於校園景觀規劃小組會議中討論，建請校長整

體評估後指示執行。 

案 由 六：定期修剪設計行銷系

前門樹木修整乙案，提請討論。 
目前先由事務組以人工方式進行修剪。 

 

柒、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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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案案由 執行單位  
執行 
完成  

執行

中  
未執

行  
相關說明 

       

01  

設計行銷系館一

樓至三樓大樓牆

面補土、防水、粉

刷、結構加強乙

案，提請討論。 

總務處 
設計行銷系 ●  ○  ○  

營繕組回覆： 
行銷館南側外牆防水施作

及美化等於 103 年 11 月中

旬改善完成。 

02  

設計行銷系館一

樓至三樓走廊整

修、維護、防水、

粉刷乙案，提請討

論。 

總務處 
設計行銷系 ○  ○  ●  

營繕組回覆： 
行銷館原先提出欲改善項

目及空間等幾乎將近全棟

建築物之範圍，然該建築物

主要問題為外牆防水須先

行改善，故以大小修預算，

先執行南向外牆防水與美

化，西側外牆則擬以改大預

算編列執行之。 

03  

系館教室 201、
202、203、204、
205、206、207 及

208 牆面補土、防

水、粉刷、整修乙

案，提請討論。 

總務處 
設計行銷系 ○  ●  ○  

營繕組回覆： 
行銷館 204、205 教室之內

牆壁板釘製、牆壁油漆粉

刷、照明增設、電源線路、

網路線路及插座線路等，於

103 年 02 月中旬改善完成。 

04 

設計行銷系系館

一樓教師研究室

整修乙案，提請討

論。 

總務處 
設計行銷系 ○  ○  ●  

營繕組回覆： 
行銷館原先提出欲改善項

目及空間等幾乎將近全棟

建築物之範圍，然該建築物

主要問題為外牆防水須先

行改善，故以大小修預算，

先執行南向外牆防水與美

化，西側外牆則擬以改大預

算編列執行之。 

05  
設計行銷系前門

和後門擴建乙

案，提請討論。 

營繕組 
設計行銷系 

校園景觀規劃小組 
○  ●  ○  

營繕組回覆： 
行銷館與體育館間之中

庭，其維護通道原先評估以

體育館地下室 1 樓南北側

中間門擴寬，然其事涉多重

工種，擬於體育館西南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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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案案由 執行單位  
執行 
完成  

執行

中  
未執

行  
相關說明 

角，將擋土牆部份敲除，運

用水利地及現有校地之寬

度，以期可改善出一條便

道，可作為進入中庭維修使

用之通道，使校園減少維護

死角之現象。 

06  

定期修剪設計行

銷系前門樹木修

整乙案，提請討

論。 

事務組 
設計行銷系 ●  ○  ○  

事務組回覆： 
目前先由事務組以人工方

式進行修剪。 

捌、主席報告 

1、 上次評鑑時委員提出會議資料、紀錄改善要求，即會議資料、紀錄必須載記

前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本次會議資料內第1~3頁即載列之，請各位委

員們參見。 
2、 有關大小修問題及預算編列事項（如附件一「103學年度大小修預算分配表

」）： 
(1) 建議學校不應刪除與學生相關的民生項目。如本學年度原編列5台飲水機

，後被刪除預算，學生為此抗議，言詞激烈。 
(2) 全校大小修預算今年編有230萬。請明年度編列時是否按總收入的百分之

一編列，如此才能因應大小修繕等狀況。 
3、 請各單位如欲追加預算，把握最後期限儘快送達以利彙整。 

玖、各組業務報告 

營繕組 

業務報告 
一、 申請計畫補助案部份： 
（一）營繕組申請 103 年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案，經教育部核定補助 92 萬元整

，總計劃金額為 190 萬，改善位置為（1）美一館之樓梯無障礙昇降平台

壹座從 B1~3 樓；（2）攝影館（原化二館）2 樓之男、女生廁所及無障礙

廁所建置及改善；（3）世紀 9 樓廁所建置無障礙廁所等，於 103 年 10 月

底完工。 
（二）申請 104 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獎勵民間建築物智慧化改善計畫案，於

103 年 10 月經智慧化訪視委員蒞校現場複審會勘結果，預定補助學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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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整，預定改善位置為世紀大樓，預定改善項目為（1）空調監控自動

化整合（2）專業教室空氣品質改善（3）緊急求救系統整合（4）消防警

報移報改善。 
（三）申請教育部補助 104 年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案，於 103 年 12 月 01

日送出申請補助計畫書，預定改善位置為（1）美一館 2 樓之男、女生廁

所及無障礙廁所建置及改善（2）美一館 3 樓之男、女生廁所及無障礙廁

所建置及改善（3）電機館之樓梯無障礙昇降平台壹座從 B1~4 樓等。 
二、 校園安全與無障礙環境改善部份： 
（一）行銷館 B1 之男、女生廁所及無障礙廁所建置。 
（二）美一館、電機館、攝影館（原化二館）、數位教學大樓等天橋走廊連結。 
（三）全校 110V / 220V 等電源插座用電標示。 
（四）老舊消防箱體美化。 
（五）變電站 VCB 更換。 
（六）停車場監視設施維修。 
（七）例行性電梯維修與保養。 
（八）發電機保養。 
三、 能源管控部份： 
（一）水資源監控系統（第一期）於 103 年 11 月建置完成。 
（二）屋頂太陽能回饋金約 92,350 元，從 103 年 02 月至今。 
（三）影藝系實習片廠、拍片工坊及老師研究室等空調電源管控系統建置。 
（四）推進行政大樓之部分空間之空調電源監控系統改善。 
（五）高壓設備檢驗及高壓用電檢測等缺失改善。 
（六）智慧化監控系統維護。 
四、 其他部份： 
（一）影藝系實習片廠、拍片工坊及老師研究室整修工程。專案評鑑總體校務

覆核之補充資料彙整給資源中心。 
（二）美工系研究所教室、研究室等裝修工程。 
（三）表演學程辦公室等裝修工程。 
（四）行銷館南側外牆防水美化改善工程。 
（五）壓克力排球場及紅土跑道整修。 
（六）校園鋼雕藝術品組立。 
（七）專案評鑑校舍油漆美化。 
（八）配合專案評鑑等相關設施改善、環境空間美化工程，例如：藝術中心防

焰壁紙更新等。 
（九）數位教學大樓及圖書館等中央空調系統設備保養維護。 
（十）普通教室冷氣保養(共 60 台，推進 36，數位 24)。 
（十一）全校化糞池抽肥。 
（十二）學校蓄水池及水塔清洗。 
五、 聲明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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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繕組因人力嚴重不足，各單位所提出維修單若未能及時改善完成時，

請各單位多包涵。 
（二）有關電源、照明、空調等須調整管控時間時，請能提前 2 天送單告知，

由其因調課且更換上課教室等，均須先送課務組簽完確認後，再送至營

繕組。 
（三）若相關教學空間有作為技能檢定考場時，其該空間之相關設備（含冷氣

機空調設備）保養維修等，請以各單位檢定場所之設備維護維修費用請

購維修。 

事務組 
一、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職員工之汽車停車清潔費，將於 12 月份薪資中

扣繳。 
二、 請各單位如有租用交通車、校外參訪或進入校園，請事先告知警衛室，其

進入校園之時間、地點及申請單位，以便掌握訊息。 

保管組 
一、 本學年度抽盤工作預計12月中旬即將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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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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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前報部。 
四、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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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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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承辦單位的支出項目是由單位代墊，請承辦人於核銷時，於支出憑證明

細表上的明細項目特別註記"代墊"二字，例如：演講費（代墊），另須印製

支出明細表，詳列實際受款人的個人資料、款項與稅額。 
二、 邀請校外之國內人士演講，核銷時之稅額類別請選擇"9B"（研習或授課為

"50")，雖演講申報之稅率為10%，但屬定額課稅，須超過18萬始開始計稅

，另外國人士演講之金額在5,000元以上者，才需扣繳20%稅額。 
三、 各單位於核銷時，若有學生支領工讀金，請承辦人明確告知學生該項收入

會列入家戶的綜合所得一同申報，並請學生轉知家長，另為了避免產生糾

紛，請單位核銷時避免使用掛名。 

文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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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籲請各單位，如需發文或任何活動及研討會證書需用印時，請提早作業。為

避免延誤行政時效，請勿於最後一個工作天送至文書組。 
二、 依據 教育部臺教秘(三)字第1020020971A號書函，於102年3月20日本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完成修正本校「蓋用學校印信作業要點」及相關附件表單，主

要修正內容為「契約（協議）書」蓋印規定： 
（一） 以代表人名義簽約：蓋用校長職銜簽字章。 
（二） 以代理人名義簽約：蓋用代理人私章。 
102年3月26日業已用系統郵件寄發予全體同仁，於此再次宣導上述相關規定。 

三、 各單位於製作獎狀、研習證書及感謝狀…等證書，請避免使用光滑面或凹凸

花紋紙張製作，以免蓋用校印及校長簽字章時無法上色，並於99年6月23日
訂定「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蓋用學校印信作業要點」，本要點請

詳閱本處新網頁，網址：http://general.tf.edu.tw/oga/Legislation/D04-03蓋用學

校印信作業要點.pdf 。為節省行政資源並提升行政效率，煩請各單位留意，

避免不必要的作業時程。尤其籲請藝術設計學群之所系科，在追求獎狀、研

習證書及感謝狀美觀之餘，請考慮紙張用印油墨的吸附度為首要，如仍使用

不符規定之紙張蓋印，文書組除不予受理外，且礙難配合二次作業。 
四、 依據 教育部臺技(二)字第0990197865號函，自99年8月1日改名東方設計學院

後，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高職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及

私立學校法規定，變更為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爰組織規程全銜及條文

第1條之學校名稱應修正為「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在此再次籲

請全校各單位於製作各項文件時，撰寫校名時務必以全銜「東方學校財團法

人東方設計學院」稱之，俾利提升行政效率，敬請配合辦理。 

環安組 
一、 鑑於教育部及環保署對於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之重視，本組致力提供全校師

生安全無虞的學習環境於8/20~21日辦理「103實驗室管理與衛生安全教育訓

練研習營」，經費方面感謝教資中心的支援。本次研習會報名參加人數計75
人。 

二、 教育部8/27日對本校進行「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自我評核」訪視評鑑，會後

委員羅列建議缺失事項共計13項，目前尚持續進行改善中。 
三、 為配合教育部推行「校園環境安全衛生自我管理」政策，環安組進行編制相

關文件並經核定，文件清單如附件，目前已將系統文件掛載於總務處環安組

網頁(http://general.tf.edu.tw/oga/環安組/EHS.htm)，提供參卓。實習場所管理

運作用之相關表格亦羅列其中。 
四、 為提升本校實習場所自主管理，環安組已擬定「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草案)」掛載於總務處環安組網頁(http://general.tf.edu.tw/oga/環安組/實習場

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pdf)，供各實習場所之管理單位、人員於管理運作上的

依循與參考。 

拾、討論提案：無。 

http://general.tf.edu.tw/oga/Legislation/D04-03%E8%93%8B%E7%94%A8%E5%AD%B8%E6%A0%A1%E5%8D%B0%E4%BF%A1%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general.tf.edu.tw/oga/Legislation/D04-03%E8%93%8B%E7%94%A8%E5%AD%B8%E6%A0%A1%E5%8D%B0%E4%BF%A1%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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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各單位建議事項（補充）： 

總務長 
因應餐飲系專案評鑑，餐飲系教學空間必須進行情境設計。於此次會議上提出

，是否同意由大小修經費預算補助支付餐飲系教學空間的情境設計經費13萬
元，請委員進行投票表決。 

表決結果：本次會議出席人員有20名，以舉手方式進行投票，每名1票。贊成同

意由大小修經費預算補助支付餐飲系教學空間的情境設計費13萬元

整有11票。 
總務長 
討論結果同意由大小修經費預算允許下，再補助餐飲系教學空間情境設計費13
萬元整。 

其他補充： 

圖書資訊處（楊弘章代表） 

圖書館廁所地面塌陷瓷磚脫落等問題，是否可請總務處協助整修？ 

總務長 

此亦為民生問題，於下年度編列預算時以專案編列之；或以改大預算爭取追加

編列，費用再請營繕組評估。 

美妝系（許德發代表） 

新世紀大樓 6樓有一氣窗未加裝鐵窗，是否可請總務處協助加裝，以防止鴿子

飛進廁所？ 

總務長 

請營繕組處理之。 

拾叁、散會：約上午 11 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