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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 第5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12月28日（星期二）13:10-13:45 

主    席：余校長致力 

出席人員：林教務長兼四創中心主任群博、蔡學務長兼軍訓室主任源成、歐總務長昱廷、林

研發長秀柑、高主任（人事室）兼公關長國平、石館長櫻櫻、傅國際長兼海外實

習長秀仁、丘處長添富、賴特助弘程、陳主任玫玉、劉主任柏伸、蔣主任博欽、

陳主任嘉康、陳主任小倩、林副主任金成、王院長冠閔、任院長文瑗、程院長榮

祥、吳主任嘉生、葉主任春淵、李主任淑芳、李主任國良、翁主任志宗、王主任

昭雄、屈主任妃容、張主任文賢、吳主任季達、劉主任育良、陳主任建良、林主

任昱呈、沈主任文祥、曾組長漢文、杜主任信宏、吳組長茂德、薛組長良斌、康

組長筆舜、紀組長逸倫、稅組長尚雪、邱主任美華、賴組長崇仁、張組長美鳳、

施主任雪切、吳組長翠姬 

列席人員：李昌茂教官 

應到：44位 未到：0位 實到：44位（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沈靜萍 

壹、 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為今年度最後一次行政會議，上週末「市長盃錦標賽」如期舉辦，

非常成功，在主管群組中也傳送了很多很好的訊息，希望今後各位主管多多分享

舉辦活動或相關訊息，讓大家對學校動態能有更多了解。其次，下週將進行校務

評鑑，目前評鑑簡報內容已經確定，並且傳送至主管群組；昨天也已經收到待釐

清事項，需要各單位協助回應，請大家共同努力將評鑑工作完成。另外，1.24.至

1.28.期間為本校共休時段，但許多高中職屆時尚未放假，已知有些院系已經安排

參訪或相關活動，擬與部分高中職建立關係，請大家把握這個時間點，持續進行

招生工作。最後，明天將辦理日間部忘望年會，有勞學務處協助，也請各位系主

任與導師說明，此一活動對於輔導、留生的作用，讓同學們檢討過去、策勵未來，

邁向新的一年，在也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無疑義。 

參、 各單位報告重要事項及計畫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群博報告）： 

依據【教-表 1】統計數據，本學期日、夜間部學生合計流失 4 百多名，且目

前轉學考報名人數大幅減低，難以補足缺額，因此請各系對於留生多多費

心。 

二、四創中心（林主任群博報告）： 

12.22已舉辦創新創業諮詢講座，期能除創新創作之外，進一步推動創業。 

三、學務處（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一)明日將舉辦日間部一年級忘望年會，此一活動與班會之性質不同，院、系應

有完整規劃。另因會計年度將屆，請各系將簽到單盡速送回，俾憑辦理核銷。 

(二)有關本校同學參與國內外重要競賽獲獎情形，學務處依據各院彙整資料作成

簡要分析如簡報，請各位參酌，所彙整之具體內容亦包括連結，內有照片等

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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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校長致力：非常感謝學務長提供分析與簡報，本次彙整結果為校務評鑑前相

當完整的一份資料，將由秘書室傳送給各位主管利用，未來並請

各單位定期更新。 

四、總務處（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一)預計 111 年暑假對人文書院進行結構補強，前置作業包括單位搬遷及教室重

新安排，屆時將邀集相關單位開會協調。 

(二)提醒各單位，於採購時金額逾 1 萬元者，依規定由出納組直接支付廠商，如

需先代墊者，請依規定辦理預支。 

五、研發處（林研發長秀柑報告）： 

(一)有關校務評鑑待釐清事項之回應，請各單位務必於 12.28.中午前提出，以便

彙整。另資料冊檢核進行中，請各單位配合補正。 

(二)111.01.04 實地訪評當天之參訪分為 A、B 二路線，將派二位老師於各點提

醒解說主任或老師所餘時間。當天共有 17 位委員及 4 位助理蒞校，須請總

務處協助停車事宜，並請三院指派主任或老師至僑光館協助接待評鑑委員。 

六、公共關係處（高公關長國平報告）： 

公關處固定於每月第 2 個週二召開公關會議，下次開會日期為 111.1.11，將

與各位分享各系 1分鐘宣傳短片。 

七、人事室（高主任國平報告）： 

(一) 110 學年度技專校院評鑑問卷調查結果人事室業務部分，有列為須注意與處

理之項目，尤其在學生填答部分，有四分之一學生對於「學校處理各項申

辦業務之行政效率良好」存有疑慮，請各位行政主管留意。 

(二)自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起，兼任教師聘任將採總量管制。 

八、圖書館（石館長櫻櫻報告）： 

無補充報告。 

九、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傅國際長秀仁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產學合作處（丘處長添富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一、秘書室（賴特助弘程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二、會計室（陳主任玫玉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三、資訊中心（劉主任柏伸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四、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歐總務長昱廷代理報告）： 

有關工作報告第八點，本校學生餐廳經台中市政府環保局依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公告列管一事，惟經了解法規

內容，本校學生餐廳樓地板面積、座位數量皆未達列管標準，於申請環保

局會勘後，已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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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體育室（陳主任嘉康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六、技能競賽中心（陳主任小倩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七、商學與管理學院（王院長冠閔報告）： 

今日豐原高商 250 位師生蒞校參訪，進行微課程授課，並對下學期支援該校

專題課程達成共識，感謝本校 13系給予協助。 

十八、金融教育中心（王主任冠閔報告）： 

本中心預計於寒假共休後舉辦國家考試，屆時需請各單位協助支援。 

十九、財務金融系（王主任冠閔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企業管理系（李主任淑芳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一、國際貿易系（葉主任春淵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二、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李主任國良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三、財經法律系（翁主任志宗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四、觀光與餐旅學院（任院長文瑗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五、餐飲管理系（王主任昭雄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六、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張主任文賢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七、旅館與會展管理系（屈主任妃容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八、應用英語系（吳主任季達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九、語言中心（吳主任季達報告）： 

請各系持續推動高教深耕計畫 2-2-5特色領域人才彈性英語教學(FBI)關

於學生基礎能力扎根培訓、教師特色專業領域能力培訓等項目，本中心

已發出 EMI 相關研習訊息，請轉知教師踴躍參與。另外 FBI 創新教學

模式及導入南向政策計畫部分，也請各位同仁多予協助。 

三十、設計與資訊學院（程院長榮祥報告）： 

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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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資訊科技系（程主任榮祥報告）： 

無補充報告。 

三十二、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林主任昱呈報告）： 

無補充報告。 

另有關機械系籌備處近期工作，已備妥招生簡報，以競賽、升學、實習

及就業等方面代表性學生回溯其學習歷程之方式，引導高中職學生認識

機械系課程，並引發學習興趣。 

三十三、生活創意設計系（陳主任建良報告）： 

本系將於明年 1.22 及 1.23舉辦高中端教師研習活動，屆時請各位主管代

向夥伴學校廣為宣傳。 

三十四、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劉主任育良報告）： 

請各位主管代為宣傳下列活動資訊： 

(一)本系將於明年 1.22 至 1.23 辦理 2022 高中職資源共享寒假體驗營隊，內

容包括雲端平台互動、網站設計及動畫特效，活動全程免費，已經開放

線上報名。 

(二)另本系主辦「2022 全國高中職創新設計競賽」，將自 1.1起徵件至 3.10

止，參賽作品將在明年三月下旬於設資院四系聯展中展出。 

三十五、通識教育中心（吳主任嘉生報告）： 

無補充報告。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僑光科技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成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茲新

增本條規定。 

二、本議案經 110 年 11月 18日召開之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主管會議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三、法規提案單、法規對照表及修正之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P6）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僑光科技大學招生宣達團組成實施要點」廢止案。 

說 明：一、因本法規修訂於民國 95年，已過時不合時宜，故提請廢止。 

二、法規提案單及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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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110 年 04 月 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12月 2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僑光科技大學為維護校園安全，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防救功

能，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第三條規

定，設置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執掌如下： 

一、擬定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整體計畫。 

二、訂定校園安全事件暨災害防救作業規定及流程。 

三、協調整合本校各單位執行校園安全維護暨災害防救事項及資源。 

四、蒐集校園安全及校內災害事件相關資訊，檢討工作狀況並督導改

善。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院院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人事室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

任、資訊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軍訓室主任、諮輔中心主任組成。 

        校長為本會主任委員，並任會議主席；校長因事不能主持會議時，由

學務長代理主持會議。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 

第四條  本會下設「僑光科技大學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以負責

校園安全事件之通報及作為緊急協處平台。 

        前項中心組織運作採任務編組方式，配屬學務處，由學務長及軍訓室

同仁共同組成。 

第五條  本會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議決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之。 

第六條  本會會議得邀請本校相關教職員生及警政、醫療、消防、環保等校外

單位代表列席  。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