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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4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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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期總務會議/1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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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大小修預算執行概況（截至目前為止），如附件一。 

捌、主席報告 
1、 學校為配合教育部政策，空間規劃略作調整。目前已確定將推進大樓一樓原

藝術中心改為學生創業實習平台空間；藝術中心所需的展覽空間則移至應外

館一樓原東方書坊及校史館處；校史館改遷至圖書館五樓；東方書坊改遷至

原美工系繪畫工坊位置。美工系繪畫工坊與玩具科素描教室應以學群概念整

合教學空間。以上均需依程序完成請購，並提出空間變更申請等後續事宜。

請各委員將訊息向所屬單位說明。另外校園規劃小組將考量空間使用率，於

寒假中進行教學空間總檢討，如此亦可節省能源開銷。 
2、 請各單位合乎程序完成請購、核銷。本次會計師查帳提出本校須改進項目，

即請各單位須配合總務處行政作業程序完成請購、核銷，以提高效率。另外

各單位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預算區隔須明確。教師們如作各項設備應用，請

提醒配合之廠商須如期配合作業期程，避免拖延成了缺失。又，各單位報廢

問題，請儘速配合清帳作業。 
3、 本校國際化活動與日俱增，境外活動或產學相關均牽涉到採購及核銷。有鑑

於此，應邀集相關單位會商，共同訂定境外活動核銷作業要點以應變之。 
4、 本次改大訪視意見對總務處致力改善校園環境予以肯定，此為全校各單位通

力協助配合的成果。次而須留意細部環境，如目前菸蒂問題亟待處理，總務

處將與學務處協商配套方式改善，屆時請使用者配合。 

營繕組 
業務報告 
一、申請計畫補助案部份： 
（一）104 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獎勵民間建築物智慧化改善作業」補助計劃

案於 9 月 1 日建研所委員實地完工核驗完成，完成項目為（1）空調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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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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內政部建研所補助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二）申請教育部補助 104 年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案，受教育部第二階段

補助新台幣 42 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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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一館 3 樓之男、女生廁所及無障礙廁所建置等，

於 10 月底完工於 11 月初正式啟用，以提供便利、安全、無障礙的衛生

環境供師生們使用。 
（三）預定申請教育部補助 104 年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案，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前送出申請補助計畫書，預定改善位置為（1）電機館之無障礙昇降

梯壹座從 B1~4 樓（2）電機館 B1 樓之無障礙廁所建置及改善（3）電機

館 2 樓之無障礙廁所建置及改善。 
二、校園安全與無障礙環境改善部份： 
（一）104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二）105 年度消防設備檢修及申報，將於寒假檢查。 
（三）風災部分毀損監視器維修與設置。 
（四）變電站高壓設備 VCB 維修與更換。 
（五）年度自來水水塔清洗。 
（六）停車場及中正樓北側斜坡道等地坪凹凸整平修復。 
（七）例行性電梯維修與保養。 
（八）發電機保養。 
（九）消防滅火器過期藥品從新灌藥。 
（十）年度化糞池清理。 
（十一）數位大樓女廁所裝設緊急求救鈕。 
（十二）男女生監控設備整合。 
三、能源管控部份： 
（一）女生宿舍建置空調電源數位電錶，於本學年度起男、女生宿舍之空調電

源為以使用者付費原則管制與供電。 
（二）屋頂太陽能回饋金約 123,459 元，從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10 月份帳單。 
（三）智慧化監控系統維護。 
（四）各大樓一樓廁所更換裝設省水龍頭。 
（五）停車場 LED 照明設備維修。 
（六）自來水總站馬達維修。 
（七）宿舍鍋爐柴油泵浦維修。 
（八）高壓電氣設備檢驗缺失改善。 
（九）推進大樓 RO 飲水機回收水 104 年 8 月~104 年 11 月止計以回收 67m3。 
（十）新世紀大樓開始啟動節能監控管制 104 年 8 月~104 年 11 月與去年同期比

較以減少用電 23960KW。 
四、其他部份： 
（一）數位大樓雨庇維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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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廁所改善。 
（三）男女生宿舍添購變頻冷氣機。 
（四）推進及數位大樓教室窗簾整修。 
（五）登革熱防疫改善之冷氣機滴水承接用水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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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冷氣保養。 

主席補充指示 
1、 營繕組目前人力單薄，有限人力須支援全校事務，請各單位見諒。雖本次董

事會未獲准風災補助，但受災損部分仍須盡力修復。同時感謝組長為無障礙

設施建設努力，且本人對美一館廁所能如期完工倍感欣慰。 

事務組 
一、學生反應女生宿舍、新世紀大樓附近常因狗的群聚活動造成不適或不便。

請單位能轉知同學勿任意在女生宿舍、新世紀大樓附近餵食，協助保持校

園環境清潔衛生及安寧。 
二、本學期校園停車清潔費將於 12 月 25 日扣除。 
三、請各單位租用交通車進行校外參訪等活動，交通車如欲進入校園，請務必

事先通知警衛室時間、地點、活動申請單位，除共同維護校園安寧外，亦

可掌握安排調度事宜。 
四、請各單位購買設備物品、裝修工程後所拆下來之廢棄物，須請廠商負責清

運，不得拋棄至本校垃圾場及任何地方。 
五、請各科系幫忙宣導轉知，班級同學如食用完便當盒等食物垃圾，或清理班

級教室後的整包垃圾，勿圖一時之便而置放廁所，請共同保持廁所清潔，

愛惜公物並共同維護。 

主席補充指示 
1、食物垃圾勿棄置廁所之事，請於學務通告內周知全校教職員工生，以加強宣

導。 
2、廢棄物清運部分，除知會負責廠商外，並請營繕組協助事務組。 

保管組 
一、105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部份，11月30日已完成支用計畫書報部，請各系

配合總務處業務單位之作業流程，105年1月開始提出申請。 
二、本104年度獎補助款資本門，目前陸續核銷中，感謝相關單位配合。 
三、本學年度抽盤工作已經開始執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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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請各班導師輔導學生做好教室整潔及財產維護工作，另各系所屬教室建請

上鎖以確保安全。 
五、50周年校慶校友回娘家暨校友百人藝術設計巡迴展活動規劃執行中，請各



 4 

單位配合。 

主席補充指示 
1、請各單位務必配合請購核銷作業期程，為符合內控要求，如有需要將以管考

協助。 

出納組 
一、自104學年起與各大超商完成超商代收契約後，本學期使用超商繳費人數已

達六成，預計下學期使用該項服務人數會超過七成，煩請各系代為宣傳繳

交學雜費的方式，除了超商繳費與銀行臨櫃繳費外，可多利用ATM「繳費

」（勿使用ATM轉帳）與信用卡繳費。 
二、本組於10月與彰化銀行完成銀聯卡繳費契約，未來陸生來本校就讀，除現

金繳費外，下學期可使用中國銀聯卡繳交學費，然繳費者須特別留意繳費

時會另外收取通路服務費，按刷卡金額 1.5%計算。 

主席補充指示 
1、請國際組郭組長能協助陸生完成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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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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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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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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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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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全校各單位

於製作各項文件時，校名應帶全銜為「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俾利提升行政效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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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31日適逢月底、年底及星期四（2015年最後一個工作天），為避免電子

公文交換系統壅塞或郵班延誤，影響行政時效，請各單位若需發文務必提

早作業（含紙本公文作業）；若需郵寄信件請以趕赴當日早上郵班為宜，因

下午郵班原則上不入校。（早上郵班到校時間受限於當日湖內區郵件遞送數

量，因此無法確定。如需當日郵戳，請務必於早上9點前或前一天下班前先

將郵件送至文書組，則較為妥當。）若為大量郵件寄送，則請提前兩日送

至文書組為宜，俾利處理相關前置作業。 

主席補充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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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各單位特別留意文書組第五點所宣導事宜，留意歲末年終日前的各項業務

要求，須預留較充裕的時間。 

環安組 
一、環安組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制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文件皆經校長核定並公告於環安組網站。 
二、104年度化糞池污物(水肥) 於9/7日清理完畢，依據高雄市環保局土字第

10437629100號規定，已辦理申報完畢。 
三、本學期第一次廢棄化學藥品暨廢液清理於9/14日完成清運至成大資源中心處

理，耗資214925元。第二次清運處理，預定於104年 12月25日執行。 
四、教育部104年大專生行動校園環境教育計畫，由本組委請「陽光草皮文創團

隊」(指導老師陳清汶總務長)提出「北嶺有蝸牛一一動手勤學計畫」已獲通

過，目前計畫執行中。 
五、本校配合環境教育法規定於105年6月前設置環境教育人員至少一人，推薦觀

光系呂青華老師於11/20提出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目前文件審查中。 
六、本學期校園已發生多起同學把玩滅火器，除了造成環境汙染外，影響校園安

全維護的缺失，感謝軍訓室同仁協助，除請犯行同學賠償滅火器補充費外，

生輔組亦依校規予以記過處分。同仁如有碰到同學把玩時請反映給環安組或

校安中心處理。 
七、104年2月2日經勞檢處檢查結果後等9項缺失通知至今已大致改善完成，唯體

育館室內防墜部分，尚未能編列經費進行改善。 
八、近日來鄰近學校有多起學生跳樓事件，本校頂樓安全門雖裝設並開啟警報器

，但偶被學生破壞無法正常動作，校安中心已將此列為巡查重點。在此籲請

委員轉知系上同仁能多加注意所屬建物頂樓安全門的狀況。 
九、為確保緊急安全逃生路徑順暢及避免消防設備操作的阻礙，請各單位於樓梯

間及消防設備附近務必保持順暢、淨空，確保校園環境之公共安全，並符合

「建築法」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 
十、12/2日本組併同生輔組辦理104年度下半年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活動，包含防災教

育、急救訓練與防火器材演練，感謝與會老師、事務組及教官同仁的幫忙。 

主席補充指示 
1、環安事務日增，可見得環境安全日趨重要。改大後，環安工作應為一級單位

，不可等閒視之。 
2、清運費用將編專款專用以支應開銷。 
3、各單位使用之空間如已改變，或空間名稱改異後使用面積即須修正，請營繕

組協助改大計畫書修改。 

玖、討論提案：無。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各單位建議事項（補充）： 



 6 

一、 軍訓室（黃榮貴教官）：假日或下班後如有警報鈴聲，有否常規因應處理模

式？ 
回應：總務長 
將請環安組與營繕組討論後，於學務通告內統一公告周知，或各單位張貼

應變之SOP流程作業圖以積極處理。 

拾貳、散會：約上午 11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