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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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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雁閣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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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 第4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11月30日（星期二）13:1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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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振璋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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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小倩代理）、屈主任妃容（吳主任季達代理）、張主任

文賢（唐老師受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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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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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會議將有幾個處室提出重要事項或專題報告，若對報告內容有任何意見

或建議，請各位主管提出來，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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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本校學生表現優異者，須請各單位協助彙整得獎、傑出表現之詳細資料

及相關附件，以提供招生工作之運用，包括作為文宣製作之素材，以及日後

與學生畢業之高中職能有所聯繫。 

余校長致力： 

1.有關學生榮譽表現資料的建立，具有多功能用途，不只運用於招生、宣傳工

作上，校內各重要報告之撰寫，如校務評鑑、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計畫、

校務研究等，皆需要使用這類資料，因此有完整建立的必要。 

2.學生表現可能是獲得校內外獎學金、參與各式活動、競賽或科技部大專生計

畫等等，涉及體育、技能或學術性質，不一而足，需有一主責單位負責彙整；

因屬學生事務，故請學務處負責彙整，以免資料支離破碎。並請學務長、教

務長及各位主管協助設想應填寫之資訊，以符合實際需求，避免遺漏；至於

附件部分，包括照片、海報、新聞報導等，可以用超連結方式予以記錄。 

3.請各系於下次行政會議就109年8月至今學生得獎及傑出表現情形提出報告，

今後固定列為各系行政會議報告事項內容，以便逐步建立資料庫。明年一月

春節前，董事長與我將運用這些資料寫信給重要生源高中職校長，並請各院

院長、各系主任盡可能運用、發揮這些資料的效用。 

4.各系應於網頁上建置榮譽榜，已建立者也須注意資料的完整、正確與即時更

新，例如以體育校隊名義參賽得獎同學，除了在體育室網頁公告外，也應納

入所屬學系的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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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學務長源成：建議由院彙整各系資料後，送交學務處。 

(二)高教深耕計畫至今已動支但尚未核銷之金額尚有 336 萬元左右，請各單位盡

可能在 110.12.10 前核銷完畢，以利計算最後餘額並辦理相關程序，避免最

後無法核銷。各單位動支及實支情形將作為明年度經費分配考量依據。 

(三)因今年招生情形缺額達 8 百餘位學生，生師比已達標，故各系排課時無須執

行專、兼任教師 1:1 之比例，並提醒各系招生須特別用心，以免造成師資過

剩，通識中心亦可檢討是否尚須聘任兼任教師。 

二、四創中心（林主任群博報告）： 

110.12.22 舉辦創新創業諮詢講座，將請專業講師評估去年得獎學生作品有無

可能商品化，請有興趣的教師踴躍參與。 

三、學務處（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一)學務處人事異動報告：新任生輔組組長為薛良斌教官，學務長暫兼代理軍訓

室主任，並請李昌茂上校協助。 

(二)學務處本學期工作重點為留生，除加強導師輔導學生功能，蒐集師生活動照

片與故事，並透過社團、各種活動之舉辦，使新生回饋予原高中職學弟妹，

為本校未來招生埋下種子。 

(三)學務處積極協助弱勢同學申請獎助學金，各系學生如有特殊境遇，請與學務

處聯繫。 

(四)學務處要求同仁請假、加班皆須依規定辦理，若有加班則有二級主管陪同。 

(五)因目前師生施打 Covid19 疫苗人數已有相當比例，自 110.12.06 起由學務處

聘請工讀生執行防疫站量測體溫及掃描 QRcode 工作。 

四、總務處（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一)請各系協助宣導，除住宿生以外，學生私人信件請勿寄至學校。 

(二)各單位如有邀請外賓蒞校，請派員至校門口協助指引。 

五、研發處（林研發長秀柑報告）： 

(一)111 年度支用計畫書已於 110.11.29 寄出，感謝各單位的協助與配合。 

(二)校務評鑑準備工作仍持續進行，111.01.04 實地訪評當天需請各單位協助相

關工作。 

(三)經常門經費尚未核銷之單位請在 110.12.10 前完成核銷。 

(四)110.10.01 台評會就本校教職員生進行評鑑問卷調查，結果簡要分析如下 

(校務研究辦公室謝明軒老師報告)： 

1.教師問卷調查計 42 題、行政人員 32 題、學生 42 題；教師與行政人員之所有

問項加權成績皆高於 4 分以上，但學生部分有問項成績偏低之情形發生。 

2.詳細資料分析內容請參見附件，針對學生問卷部分，重要發現包括滿意度排

序前 5 名及末 5 名，代表本校之強項及尚待改進之處；另外滿意度末 5 名事

項在低年級學生評分較低，高年級學生評分則有回升，因此可針對低年級學

生進行重點輔導；其次則是這次問卷也提供了教師與學生、行政人員與學生

間滿意度差異情形，經由 SWOT 分析可將上述發現分別列為機會與威脅，

提供未來校務發展與改革之參考。 

余校長致力：請各位就問卷調查結果提供詮釋。以宿舍為例，上週教育部防疫

訪視時，我們就表示，本校宿舍雖然不是六星級宿舍，但可能是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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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值最高的學生宿舍，因為本校的理念是在提供同學們減少經濟上支出的

機會，因此儘管他校設有六星級宿舍，本校宿舍不見得也必須是。但無論如

何宿舍仍要做到安全、整潔、衛生、便利，提供同學們良好的居住環境。前

陣子學務處舉辦住宿生設計房門門牌的活動，讓同學們發揮創意，這也是非

常好的活動，讓同學們養成照顧、管理自己環境的能力與習慣。其次，儘管

目前疫情稍有紓緩，但病毒變異株不斷發生，千萬不能等到再次爆發疫情之

後才開始設想遠距教學的軟、硬體設施，平時就應該強化系統的運作。另外，

整體環境、外語能力的提升等等，都不能只靠單一單位執行，需要相關單位

互相配合協助，整體成效才能獲得改善。 

歐總務長昱廷補充報告：因為目前學生對套房式的環境接受度較高，故已規劃

未來將 4 樓的 6 人房改成 4 人房套房。 

六、公共關係處（高公關長國平報告） 

公關處所列追蹤事項第 2 點、第 3 點部分需請各院各系協助配合，另外未來

固定每週二召開公關會議。 

七、人事室（高主任國平報告） 

(一)近三年生師比已列於議程，請各系及通識中心未來謹慎考量兼任教師之聘任，

除非有特殊需求，並經校長核准，請勿聘任沒有教師證的兼任教師。另行政

支援人力比亦如議程所示，請各系及通識中心就上述事項於系務/中心事務

會議向同仁充分說明並作成紀錄，副本送人事室存查。 

(二)各單位約聘專案人員續聘時應依據本校約聘專案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辦理，人

事室將修正約聘專案人員聘約，增訂對專案人員上一年度工作成效進行評估

之條款，自 111 年 1 月起適用，並向單位主管及專案同仁說明。 

(三)人事室贊同學務長報告所列同仁加班有二級主管陪同、依規定辦理之作法，

但人事室原則上不鼓勵加班，刻正彙整所有同仁加班之統計。 

八、圖書館（石館長櫻櫻報告）： 

(一)自本期校刊起，內容將加強與校友之互動，或各單位有舉辦重要活動，請事

前通知圖書館，以便進行採訪記錄。 

(二)目前圖書、期刊之採購係以系為單位薦購，若各系主任知悉教師對圖書館館

藏服務或採購上之建議，敬請不吝賜知。 

九、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傅國際長秀仁報告）： 

111 學年度春季班境外生有 17 位學生報名，感謝餐飲管理系協助資料審核，

相信對學生報到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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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每年進行 2 次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議程上已列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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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請各單位提醒所屬教職員勿開啟與公務無關之電子郵件。 

十四、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歐總務長昱廷代理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五、體育室（陳主任嘉康報告）： 

(一) 校慶啦啦舞競賽及運動競賽已順利舉行完畢，感謝各位師長的參與。 

(二)本校男子籃球隊首次加入公開一級之比賽將於本週五(12.03)在義守大學

舉行，將有網路直播，屆時請大家共同為本校男籃加油。 

十六、技能競賽中心（陳主任小倩報告）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已在籌備中，請各系師長發掘新的選手並鼓勵同學

參賽；競賽項目確定後將寄至各系。 

十七、商學與管理學院（王院長冠閔報告）： 

近期各院系舉辦各項參訪活動，若有需要協助配合之處，敬請賜知。 

十八、金融教育中心（王主任冠閔報告）： 

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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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系日間部招收 98 位高中生，學測將於 111.01.21~23 舉行，目前本

系已緊鑼密鼓進行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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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小倩代理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六、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唐老師受衡代理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七、旅館與會展管理系（吳主任季達代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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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目前正在推動 PVQC 英語字彙校內競賽，接著辦理 CSEPT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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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C 校園考。 

三十、設計與資訊學院（程院長榮祥報告）： 

設資院與新民高中合作彈性課程教學，目前第二學期已進入尾聲，未來第

三學期仍將繼續合作。 

三十一、資訊科技系（程院長榮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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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生活創意設計系（陳主任建良報告）： 

無補充報告。 

三十四、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劉主任育良報告）： 

無補充報告。 

三十五、通識教育中心（蔡老師振璋代理報告）： 

無補充報告。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 112 學年度第一階段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申請項目。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100158821 號函辦理。 

二、為因應生源變化，112 學年度招生相關增設、改名及分組調整規劃如下表： 

項目 系科 學制 說明 

增設 財務金融系 碩士在職專班  

改名 應用英語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申請改名為「應用外語系」 

三、本案之提案單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設置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籌備處案。 

說 明：一、本校 111 學年度經教育部 110 年 05 月 2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00715161M

號核定增設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日四技及進修部各招收一班。 

二、為推動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各項招生業務，擬設置機械與電腦輔助工

程系籌備處，請討論。 

決  議：一、通過設置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籌備處，並請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林主

任昱呈暫代籌備處主任，並請籌備處主任列席行政會議。 

二、本系簡稱機械系。 

陸、散會（1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