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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4 年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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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第1學期總務會議/103.12.10) 

上次會議通過決議案 決    議 

拾、討論提案：無 

柒、上次會議討論事項執行情形：103 學年度大小修預算執行情形，如附件一（

會議上發放）。 

捌、主席報告 
1、 感謝各單位支持，讓總務處在有限的經費下，致力學校的建設以及滿足各單

位的需求。去年的預算編列是230萬，感謝各單位支持影藝、餐飲兩系的專

案評鑑。會議資料附件有103學年度大小修編列表，可看出預算挹注在專案

評鑑情形，讓專案評鑑能順利過關，且下個月改大訪視能順利進行。改大訪

視缺失的改善即以追加預算處理，無法用年度預算來支應。 
2、 104學年度的預算編列仍為230萬，請各單位可至總務處網頁/營繕組/表單下

載下載填寫提出大小修預算需求。目前僅有影藝系提出，會後可以請各單位

陸續提出。設備的部份先不列入，在最後預算審查時再排序列出，屆時總務

處將依大小修款項統合支配運用。 
3、 待會各組業務報告前，將請營繕組因應專案評鑑，支援影藝系整修部分先做

說明。 
4、 今日會議有三位組長因上課不克前來，所以三組業務報告將由文書組組長代

為報告。 

玖、各組業務報告 

營繕組 
一、 申請計畫補助案部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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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得補助學校 100 萬元整，於 104 年 4 月初招商完成預定於 7 底完工，改

善位置為世紀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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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預定申請教育部補助 104 年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案，於 10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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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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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彙整

資料單位與教育部承辦單位有所落差，致使學校尚未列入補助名單內，

也去電教育部承辦單位反應其後續補救之可行性。 
二、 校園安全與無障礙環境改善部份： 
（一）104 年度消防設備檢修及申報。 
（二）食化館與電資館等 1~5 樓高低差改善成斜坡。 
（三）美一館監視器維修與設置。 
（四）東門總變電站之復歸器更換。 
（五）數位大樓西側人行通道積水改善工程。 
（六）體育館及中正樓等斜坡道欄杆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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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於 104 年 2 月建置完成。 
（二）屋頂太陽能回饋金約 107,435 元，從 103 年 5 月至 104 年 4 月份帳單。 
（三）智慧化監控系統維護。 
（四）推進大樓廁所更換裝設省水龍頭。 
（五）停車場 LED 照明設備維修。 
（六）推進大樓自來水水源異動整治。 
（七）自來水總站馬達維修。 
（八）女生宿舍鍋爐柴油泵浦維修。 
（九）啟用東門地下水井供澆灌使用。 
（十）宿舍增設水塔。 
（十一）高壓電氣設備檢驗缺失改善 
四、 其他部份： 
（一）表演學程辦公室等裝修缺失改善。 
（二）圖書館地坪長條塑膠地磚修繕。 
（三）攝影館 2 樓攝影教室隔間。 
（四）迴音廣場漏水整治。 
（五）世紀大樓東、西、南側外牆鼓起磁磚主動剔除。 
（六）女生宿舍地磚鼓起整修。 
（七）數位大樓冰水主機冷卻水塔維修及冰水管路漏水修復。 
（八）消防檢修申報滅火器缺失改善。 
（九）教室冷氣保養。 
五、 聲明部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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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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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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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老師因個人事務有請假或調課時，而使上課教室時間與原電源設定有

所不符時，也請能提早告知，以利更改電源時間。 
（四）學校目前仍處於第二階段限水，故校內供水仍以調控方式供水，若因教

學上課所需用水時，請能於提前 2 天送單告知，以利有效性供水上課使

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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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4 學年度的預算編列為 230 萬，請各單位可至總務處網頁/營繕組/表單

下載下載填寫提出大小修預算需求。目前僅有影藝系提出，會後可以請

各單位陸續提出。東方設計學院 104 學年度大小修預算編列序表，詳見

附件二。 
主席補充指示 
1、 以往學校每日的用水大約一百二十六噸，以數位電表監控。目前自來水公司

因限水措施，所以每天的用量限於一百噸以內。學校目前有三個進水管道，

一是東門；第二是數位大樓，有獨立的電表；第三是大門口，目前有一口徑

小的電表，可以支應推進大樓及應外館。 
2、 男生宿舍因無儲水塔，本次動用校長設備準備金，於男生宿舍頂樓做了4個

水塔；女生宿舍因世紀大樓有地下蓄水池，可不需擔心。同時東門也增加三

個15噸的不鏽鋼水塔，日後儲水量大約增加約100噸。 
3、 目前學校有多處已更換水龍頭等省水設備裝置來節約用水。 

事務組 
一、 請委員們協助轉知，數位大樓 1 樓樓梯口請勿停放腳踏車，以免影響通道

及行走的方便性與安全性。 
二、 各單位如借用公務車請保持車內清潔，並於活動結束歸還公務車前，務必

協助車內清潔善後工作。 
三、 4 月 27 日體育組通報，於數位大樓往運動場斜坡旁的馬纓丹花叢中發現毒

蛇出沒。緊急連絡消防隊處理，消防隊於 15 分鐘即到現場抓獲眼鏡蛇。本

組除張貼警語公告周知外，於此請委員們協助轉知請各單位務必注意，因

天氣炎熱造成毒蛇出沒等危及安全問題。 
主席補充指示 
1、 學校的生態環境極優，飛禽走獸皆備，只能提醒大家儘量行走水泥地，因水

泥地高溫，毒蛇不會盤據其上。也請上體育課老師轉知，請同學留意。另外

亦請留意虎頭蜂的問題。事務組人力相當缺乏，加上施先生離職，尚請各單

位多多諒解以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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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組 
一、 本年度全盤計畫業經校長核示，保管組依本校「財產盤點辦法」及「內部

控制暨稽核作業規章」之相關規定辦理，現已進行中請各單位及相關負責

老師配合。 
二、 103年度獎補助款績效訪視自評表順利報部，資本門部份謝謝相關業務單位

配合也請及早準備，各系應準備103年購置之設備使用、維修、保養紀錄；

系務會議及相關規劃紀錄，八月份起將會開始陸續到各校進行實地訪視。 
三、 104學年度報廢預算編列作業開始，已於5/6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續需送校

務會議、董事會議通過，未除帳前仍應將財產保管好以利盤點，另報廢品

須由總務處統一處理。 

出納組 
一、 本組預計在104學年度開始辦理超商繳交學雜費，目前開放的超商有7-11、

全家、OK與萊爾富，請各系廣為宣導，另學生持繳費單至超商繳費時，會

被超商另行收取15-20元的手續費。 
二、 學生目前可透過銀行臨櫃、ATM轉帳、信用卡、超商繳費（104學年度起）

等四種方式繳交學雜費，請各系學生必須在繳費期限內繳納。另每學期開

學後，本組只在週四早上提供逾期未繳學費的學生臨櫃繳交現金，請學生

多利用上述的四種方式繳(補)交。 
主席補充指示 
1、 學校的新措施，便利學生註冊繳費，減少學生攜帶大筆現金到學校的危險。

下週即於學務通報宣導 104 學年度起辦理超商繳交學雜費相關事宜。 

文書組 
一、 教育部來文轉知依據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為

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104年3月25日起有關公文之期望、

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格）書寫」，期望、目的語如「請 鑒核

」、「請 核示」、「請 查照辦理」等；稱謂用語如鈞長、鈞座、大院、大部

等，均無須挪抬（空格）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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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組再次籲請各單位於製作獎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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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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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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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留意，如仍使用不符規定之紙張

蓋印，文書組將不予受理直接退件回原單位。本事項已在行政會議及校務

座談會中宣導多次，請各單位務必配合。 
四、 再次籲請各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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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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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籲請全校各單位於製作各項文件時，校名帶全銜為「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

方設計學院」，俾利提升行政效率，敬請配合辦理。 
主席補充指示 
1、 產學和其他重要計劃合約簽訂，核銷時務必寫上校名全銜。因為簽約跟核銷

的全銜名稱必須相同。 

環安組 
一、 本校推進大樓廢水排放學年度定期檢測於103年11月14日與台南市「首皇實

業有限公司」簽訂檢測合約，並於11月26日完成上學年度廢水抽樣檢測，報

告數據已呈報高雄市環保局備查。 
二、 配合環保署毒化物災害共同防禦政策，本校於103年12月5日依毒管法規定加

入以「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為主的毒災聯盟聯防系統。會員日後有參與

、提供防救資財及設備之義務。 
三、 環安組於104年3月23日召開「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會中通過本校「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條文審議，並已陳送高雄市勞檢處備查再案。相關文件公告於

總務處環安組網站「環安衛自主管理系統文件」中，請各單位自行下載參酌

/引用。 
四、 因應職安法實施，本組於104年4月22日辦理「教職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特別邀請高市勞檢處檢查員陳怡佑小姐擔任本教育訓練課程主講。本次教

育訓練總計報名人數共176人。 
五、 本學期例行性防護團常年訓練於104年5月6日上午10點於數位教學大樓階梯

三教室舉行，配合生輔組「在校生防火防災演練」，活動至下午2點30分結

束，會中特別邀請「高雄市全民防災協會」郭文傑教官及湖內消防隊陳世其

先生擔任本次訓練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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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補充指示 
1、 職安法與公安法是不同的。職安法範圍進校門即算，且包括人。而公安法以

往限於專業教室，現亦擴大範圍。 



 6 

2、 另外有關安全問題。環安組已通知各單位，但目前如圖書館仍有缺失（因其

安全門上鎖），如果日後環安檢查時未合乎要求，檢查機關即開紅單罰款，

屆時罰款將請各單位自行負責。請各單位加強宣導安全門等安全相關問題，

並請勿使學生任意到頂樓活動。請各委員能協助宣達。 

拾、討論提案：無。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各單位建議事項（補充）： 

一、 觀光系（郭川霞代表）：能否協助陸生註冊繳費問題？ 
回應：總務長 
因為陸生到學校時間不定，會後可研商討論。 

二、 總務長：請會計主任說明經費運用狀況。 
回應：會計主任 
104年度年度大小修預算仍編列230萬，如有特殊狀況，則另外編列追加。 
總務長：大小修預算為230萬，總務處總額編列300萬，但要處理學校諸多

問題，尤其是有關安全問題，如世紀大樓磁磚剝落問題， 單單搭設鷹架，

以坪數計量，一天就要一百多萬，所以目前用安全網來處理。學校各處亟

需改善的問題很多，一以安全為優先順序，讓有限的經費做最大的考量。 

三、 休閒運動學程（蔡瑞祥代表）：提二問題。一為數位大樓梯間牆面髒污問題

。二為牆面張貼海報致使油漆剝落問題。 
總務長：因應校園美化觀摩會已裝置壓克力盒以放置小海報或宣傳資料。

後續將再製作公用看板以繼續維護校園美觀。 

拾叁、散會：約上午 1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