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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內容 

一、會議紀錄摘要。 

二、各單位執行工作要項之公告。 

三、各單位舉辦活動等之動態。 

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摘要(104年 11月 3日) 

◎主席致詞： 
1、 為節約能源、節省學校電費，各單位欲裝置紗窗者，可向總務處提出申請，統一採購。 
2、 本校 106學年度將接受教育部評鑑，請各單位檢視所屬環境，如有設備需修繕，請編列在 105學年

度預算，及早準備。 
3、 請相關單位研擬將實務教學工作坊或學術研討會，列入獎勵補助款支付項目中，未來可規劃運用於

各系舉辦學術研討會等，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蒞校演講，互相交流及觀摩學習，俾提升教學品質及學
生學習成效。 

4、 三創（創意、創新及創業）可以獨立發展，亦可結合串連，形成完整體系。另延伸技職再造第三期
強調「創客」精神。研發處及通識中心已開始規劃，務請各單位協助推動，深耕發揚。 

◎工作報告： 
1、 本學期期中考已結束，請教師針對任教班級學習表現較差的學生，主動提供適切之輔導與協助，

請教師填寫紙本資料【教學服務組網頁－表單下載－個別科目授課教師輔導紀錄表】，送交各系
辦備查。 

2、 新版導師晤談系統(含成績預警)，資訊組已於 11月 16日(一)正式上線，煩請各教學單位協助提
醒導師上網填寫 103.2學期成績預警輔導紀錄表。【路徑－資訊服務系統－導師資訊—晤談登入
作業(含預警)】，並請於 12月 7日(一)前送交系辦彙整。 

3、 為避免造成學生期末缺曠過多導致被退學情事，請各班導師先行掌握各班缺曠課已超過 40 節次
以上學生資料，生輔組訂定本學期學生操行成績提升方案，茲敘明辦理步驟如下： 

(1) 印：學生列印缺曠課明細(A4 直式橫印)後，自行統計目前缺曠、遲到、各類假別時數。 

(2) 找：學生持列印缺曠課明細表找導師報到，如果導師同意其補請，請於第一頁右下方簽名。 

(3) 領：學生持導師同意補請(已於第一頁右下方簽名)之缺曠課明細表找輔導教官報到，輔導教
官連署簽章後，領取愛校服務申請表。 

(4) 核：領取愛校服務申請表並填具後，找生輔組長晤談並確定愛校服務時數，核銷 1 節缺曠需
做 1 小時愛校服務。 

(5) 做：於指定時日內找導師、系科、教官、學校各單位完成約定愛校服務時數認證。 

(6) 結：完成愛校服務後，持愛校服務申請表至生輔組找生輔組長結案。 

核准補請缺曠者均以病假論，同學務必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五）前完成申請程序，12 月 25 日
（五）前完成愛校服務結案，逾時將依實際缺曠節數登錄，不再予以補請假。 

4、 本(104-1)學期教職員工期末聚餐初步研擬訂於 104年元月 19日（週二）中午在第二校區新建專
業大樓一樓舉行，感謝餐旅系、廚藝系相關專業教師同仁費心籌辦，亦規劃專業教室（含大明樓
地下室）導覽及摸彩活動，敬請各單位主管轉知所屬同仁撥冗參加。 

5、 教職員運用本(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辦理研討會、參加學術研討會或研習活
動…等案件，務請配合獎勵補助款年度核銷時程，於本(104)年 12月 18日（星期五）前完成校
內核銷，以免造成個人及學校的困擾。 

6、 教育部新版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於本(104)年 11月 18日啟用，新系統要求較為嚴謹，為利發文（電
子公文交換）順暢，敬請各單位主管轉知所屬行政同仁，編輯函（稿）應注意事項如下： 
(1) 附件檔案（容量總和）小於 2MB。 
(2) 每一個檔案名稱小於 10個字（含中英文）。 
(3) 受文者單位名稱應正確（請勿縮寫）。 

◎提案討論： 
提  案：擬訂定本校「104學年度寒假行事曆」案。-人事室 
決  議：通過。 

◎主席結論： 
1、 請各學術單位，積極鼓勵師生培養閱讀習慣，以提高本校圖書借閱率。 
2、 欲辦理變更系名之系所，請多加留意作業時程。 



貳、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摘要(104年 12月 15日) 

◎主席致詞： 
1、 復興路旁之水泥牆面，將規劃拆除重新架設菱形網，並製作帆布廣告，作為宣傳運用，請總務處及

教務處及早辦理。 
2、 本校辦理各項活動拍攝之影片、照片，或紅布條，皆需註明校名，以利宣傳。 
3、 本校將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三)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類外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請各位主管轉達同

仁，務必妥善準備會前各項事宜。 
◎工作報告： 

1、 期末扣考相關程序已於 12月 8日寄出，請老師輔導扣考學生或於規定時間送出扣考名名單。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在校生期末教學評量開放時間自 104 年 12 月 21 日(一)至 105 年 1 月 3

日(日)止，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 
3、 本學期行政單位實地自我評鑑訂於 12月 30日(三)辦理，請各行政單位協助配合事項: 

(1) 請於 12月 18日(五)前完成資料夾及資料夾目錄清單彙整，並請將目錄清單電子檔回傳至教服
組信箱。 

(2) 煩請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及秘書室，針對所負責項目之評鑑效標進行 PPT 製作，亦請於
12月 18日(五)前將電子檔回傳至教服組信箱。 

4、 請各系科於 104 年 12 月 31日(四)前繳交「實習課程調查表」及 105年 07 月 31日前繳交「績效自
評報告書」至就輔組彙整後函送教育部，檔案格式已 Email至各系主任信箱，敬請配合辦理。 

5、 就輔組目前正進行校友會會刊的創刊號編撰，預計於年底前出刊，各所系科如有資訊希望在校友會
會刊中呈現者，請於 12 月 21 日(一)前將資料 Email 寄至本組，校友會會刊出刊後，將會刊紙本寄
發校友會會員，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6、 各項獎補助計畫案件經費(含教育部補助款、專案計畫)，如有規定應於 104年 12月底前核報結案者，
敬請各單位及各系科主管轉知所屬教師及承辦人員務必於 12 月 18 日(五)下午 5 時前將黏貼憑證單
據送至總務長處，俾於會計室審核完成核銷程序，以免影響時效及後續作業。 

7、 校外來函、開會通知單等相關公文，無論正、副本之「受文者」明確指名個人者，如屬紙本則由文
書組逕送當事人簽收；如屬電子公文，則由文書組以電子郵件轉寄當事人，均不再納入本校電子公
文管理系統簽辦。當事人如需請假，請依照本校人事室相關規定辦理。 

  ※人事室補充： 
如當事人需保留公文，建議以「簽稿會核單」簽辦，來文做為附件。奉核後，請將「簽稿會核單」
影印逕擲本室登錄即可。 
如當事人無需保留公文，建議直接填寫「個人請假單」，來文做為附件，會簽、陳核即可。 

◎提案討論: 

提 案：制訂本校「校園錄影監視系統調閱申請表」。-環境安全衛生室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修正案。-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籍規則」修正案。-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教學助理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106學年度第一階段「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老服系擬申請更改系名。 -老服系 
決  議：通過。 
 
提 案：106學年度第一階段「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資媒系擬申請更改系名。-資媒系 
決  議：通過。 
 
提 案：106 學年度護理系擬增二技日間部 100 名學生，四技 50 名學生，五專仍維持 88 名學生。-

護理系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擬增設口腔衛生學系。-護理系 
決  議：通過。 

 

參、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行政會議摘要(104年 12月 22日) 
◎提案討論: 

提  案：擬訂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秘書室 
決  議：通過。 
 
提  案：擬訂定本校「校務會議組織章程」修正案。-秘書室 
決  議：通過。 

 

肆、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摘要(104月 12月 23日) 

提  案：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修正案。-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籍規則」修正案。-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技專校院 106學度第一階段作業提報」案，提請審議。-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教務處
教學服務組 

決  議：通過。 

提  案：擬訂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秘書室 

決  議：通過。 

提  案：擬訂定本校「校務會議組織章程」修正案。-秘書室 

決  議：通過。 

 

伍、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摘要(104年 12月 29日) 
◎主席致詞：  

1、 本校頒新生之各類獎學金，各單位應妥用在入班宣導並持續關注招生情況是否達到預期效益及人
數，適時修正以利改善。 

2、 新年度將至，請各單位主管多加鼓勵教師積極申請 105年度競爭型計畫，以挹注校務發展。 
3、 第二校區新大樓已落成啓用，一樓空間急須規劃，俾利未來依原營運旨意使用。請總務長擔任召集

人，邀請餐旅系及廚藝系等成立籌備營運小組，並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開學前可開張。 

◎提案討論： 
提  案：本校「圖書與資訊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圖書資訊中心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獎勵辦法」第三條文字修正案。-研發

處就輔組 
決  議：通過。 

附註：一、本通報每月發行一次。 
   二、通報所載，為學校政策性及經常性事務之宣達，請全體同仁參閱實施。 
   三、各單位執行工作欲刊載通報者，請於每次行政會議後三天內送秘書室彙編，逾時不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