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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訂定條文總說明(略)。 
 四、訂定條文草案(略)。 
 五、訂定條文全文及附表(略)。 
 六、部頒及他校條文參考(略)。 
 建議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 ：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 6 條、第 8 條

規定修正案。 
 說   明 ：

 一、依據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決議辦理。 
  為增加本校新聘教師聘任審查之嚴謹度，經參考

其他大學聘任時送外審之規定，爰修正第 6 條

第 1 項第 4 款增列新聘教師送外審程序。另配合

修正第 8 條相關文字。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略)。 
 三、新聘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略)。 
 建議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特聘研究教授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為本校 107 年度特聘研究教授評審委員會委員建

議，並考量鼓勵本校教師提升研究能量及相關作

業時程安排，爰予以修正。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略)。 
 二、修正條文(略)。 
 決  議 ：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下午 5 時 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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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公共事務組 
(一) 請各單位辦理各項活動時，煩請提前通知秘書室蘇瑞蓮小姐或涂

芹嬌小姐，以便新聞稿或聯大新聞發布作業。 
(二) 10 月 25 日(四) 發布「國立聯合大學舉辦【2018 苗栗青年洄游聯

合成果發表會】」新聞稿。 
(三) 10 月 25 日(四) 發布「國立聯合大學舉辦【極光麗影 陳俊光、林

麗華個展】」新聞稿。 
(四) 11 月 5 日(一) 發布「【圖 Night 與書同眠】」新聞稿。 

校友服務組 
(一) 10月27日本校機械系中區系友協會成立大會，第一屆理事長由國

內知名刀庫製造大廠吉輔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興榮獲選。吉輔

企業並捐贈新臺幣100萬元給機械工程學系做為學務推展基金。 
(二) 10月份本校獲捐款合計新臺幣262萬6,570元整。 
捐款日期 身分別 捐款人 金額 用途 備註 

107.10.04 本校校友 魏隆誠 500,000 校務基金  
107.10.05 本校校友 朱明癸 500,000 校務基金  
107.10.08 本校校友 朱茂忠 200,000 校務基金  

107.10.09 
本校教職

員工 
陳美玲 12,000

指定用途－ 
電機系獎助學金  

107.10.11 本校校友 李信耀 3,710
指定用途－電機

工程學系使用  

107.10.17 企業團體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金會

7,000
指定用途－ 
文化觀光產業學

系使用 
 

107.10.23 本校校友 范○○ 3,710
指定用途－電機

工程學系使用 
不公開

107.10.24 社會人士 葉倫會 60,000

指定用途－國立

聯合大學樹葉獎

學金 (客家研究

學院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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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捐款日期 身分別 捐款人 金額 用途 備註 

107.10.25 社會人士 温○○ 32,150
指定用途－ 
客家語言與傳播

研究所 
不公開

107.10.31 本校校友 

國立聯合

大學校友

總會大陸

分會 

445,6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陳重光 500,0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游文人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孫永安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蔡為雄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顏振瑞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張立昇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高金裕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廖佳洪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校友 陳建龍 44,300 校務基金  

107.10.31 
本校教職

員工 
呂昀珊  5,000

指定用途－本校

動物保護社  

107.10.31 
本校教職

員工 
鄭明中  3,000

指定用途－本校

動物保護社  

  合計 2,626,570   
(三) 10月29日為綜整本校畢業校友於事業工作上優異表現，挖掘傑出

校友潛力股，進行各系所「事業有成」畢業校友名單調查及彙整，

各系所於11月14日回傳資料，目前資料彙整中。未來本校在爭取

募款、獎學金、實習機會、產學合作或邀請校友回校經驗分享時

應用。 
(四) 本校46週年校慶貴賓邀請卡(紙本)已於11月12日寄發，並將電子

邀請卡寄送全校各教學單位，請各教學單位應用於各宣傳管道，

廣邀校友回娘家重聚校園。 
(五) 自前次會議10月23日至11月16日共計發布10則聯大新聞。 

5



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主管會議  
教務處業務報告  

107.11.16 
 
一、 課務組 

（一）、 107 年 107 年 10 月 25 日於教育部大學課程資源網完成本校 107-1 學

期課程之填報作業。 
（二）、 107 年 10 月 16 日寄發 E-Mail、17 日發送紙本通知各系所 107-2 學

期開、排課日程表相關作業事宜，目前排課進度為 11/13（二）～11/20
（二）由各系所安排專業科目課程之時間，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全校

排課作業。 
（三）、 辦理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相關作業，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

員會第二次會議業於 107 年 11 月 6 日召開，遴選出「教學傑出獎」

及「教學優良獎」教師各 5 位，獲獎教師除獲獎金分別為参萬元及

壹萬元外，將於 107 年 12 月 1 日校慶典禮表揚並頒贈獎牌及獎狀。 
（四）、 數位講桌電腦異常重灌軟體並測試、教室內教學設備檢測及維護、

上課異常處理、教師調補課資料彙整、採購辦公室文具及教學用文

具、教室教學設備及辦公室設備財產管理。 
（五）、 辦理日間部 107 學年度專兼任教師鐘點費計算及補發作業，各系所

各學制入學生科目表修改、考卷印製，辦理 108 學年度行事曆訂定

作業並通知相關單位擬訂重要行事。 

二、  註冊組 
（一）、 106 學年度日夜間學制中、英文學位證(明)書使用數量清點如下： 
（二）、 核發中文畢業證書 1,771 份；英文畢業證書 632 份；補發中文畢業證

明書 189 份，並在人事室人員監驗下，進行未畢業學生證書作廢銷

毀作業。 
（三）、 受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相關作業。 
（四）、 受理學分學程第二階段申請相關作業。 

 

三、 綜合業務組 
（一）、 108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辦理情形： 

1. 特殊選才：於 10 月 26 日公告簡章，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0 日開放網

路報名。 
2. 特殊選才(青年儲蓄帳戶組)、技優甄審、四技甄選及聯合登記分發：

各學系校系分則於 11 月 16 日前完成最後校核。 
3. 碩士班甄試：於 11 月 8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第 3 次會議，11 月 12 日

第 1 次放榜公告(僅書審系所錄取名單及書審特優逕取生名單)，錄取

正取(含逕取生)35 名、備取 13 名。採書審及面試學系於 11 月 15 日

至 16 日辦理面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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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外加名額共 22 名，計有機械、材

料、電子、光電、資工、資管、經管及語傳系等系進行招生，於 11
月 20 日發售簡章。 

5. 原住民專班：於 10 月 12 日公告簡章，11 月 5 日至 108 年 1 月 16 日

開放網路報名。 
6. 日間學制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招生考試：於 11 月 13 日公告招生簡章，

12 月 4 日至 26 日開放網路報名。 
7. 僑生(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單獨招生：於 10 月 16

日公告簡章，秋季(第 1 次)招生報名日期自 107 年 11 月 6 日起至 11
月 28 日止。 

（二）、 招生廣宣作業：(107.10.18-107.11.13) 
日期 活動性質 地點 參加單位 

107.10.1
8 

大博會 金甌女中 資管系 

107.10.2
0 

反毒路跑招

生設攤活動 
新港國中小 綜合業務組 

107.11.9 大博會 大溪高中 語傳系、華文系、資管系、

原民班 
107.11.6  校系介紹 竹東高中 土木系 
107.10.3

0 
成德高中至聯大參訪 理工、電資、管理、人社四

學院 
      各學院拜訪高中成果(截至 107.11.13 已拜訪之學校) 

學院 拜訪學校 

理工 竹南  
高中 

彰化高

中 
新竹 
高工 

豐原

高中
   

電資 

大甲  
高工 

嶺東 
高中  

(臺中) 

新竹 
高中 

新竹

高商

新竹 
高工 

竹東

高中

內湖

高工

大安 
高工 

后綜高

中      

管理 關西  
高中 

鹿港 
高中 

湖口 
高中 

臺中

家商

彰化 
高商 

新興

高中

平鎮 
高中

人社 永豐  
高中 

斗六 
高中 

苗栗 
高中 

大溪

高中

竹東 
高中   

（三）、 108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 1 次考試於 10 月 20 日圓滿完成，

於 12 月 15 日舉行第 2 次考試，目前準備各項前置作業規劃進行中。 
（四）、 為推動大學招生專業化，並協助各學系逐步規劃與建立招生評量尺

規，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及 11 月 14 日辦理 2 場大學招生專業化評

量尺規實作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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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修教育組 
（一）、 通知教師登錄期中考不及格學生名單作業。 
（二）、 協助填報校務研究 KPI 資料，註冊率、在學率、到高中職招生廣宣教

師人次、全英文授課課程清單、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名稱及實際開授課

程清單、104 年各學院畢業生人數。 
（三）、 公告 107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寒假轉學生】簡章，報名日期：

12/04─12/21。 
（四）、 進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排課作業等相關事宜。 
（五）、 完成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學士班專任教師授課時數統計作業。 
（六）、 進行學分費退費相關事宜。 
（七）、 完成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類學雜費及平安保險費逕為減免金額之核

對、清冊之繕造，並簽報主計室審理等相關作業。 
（八）、 完成就學貸款資格不合學生之資料補正事宜，就學貸款合格學生帳號

之核對及欠退費帳號之學生通知補填帳號，多貸金額之退費等相關作

業。 
（九）、 函送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 月份休、退學學生之兵役緩徵、儘後召

集原因消滅名冊至各相關縣市政府及後備指揮部之作業。 
（十）、 完成本學期導師費之請領、核對、發放作業。 
（十一）、 協助完成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 107 學年度弱勢助學資格認定相關作

業。 
（十二）、 10 月 1 日~11 月 13 日共協助 10 位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平安保險理

賠相關事宜。 
（十三）、 於 11月 1日完成 107-1學期進修學士班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名冊並送

至衛保組。 
（十四）、 協助處理下午時段及進修學士班夜間上課教室投影機、數位講桌等

設備異常修護處理。 
 

五、 教學發展中心 

（一）、 依 107 年 11 月 2 日會計系統登載資料，本校受撥第一&二期款之經費

執行率（按：第一&二期款執行率＝（實支數＋暫付數＋核銷簽證數

＋請購未銷數）／第一&二期款受撥數）業達 86.20％，符合第三期款

請撥要件，乃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檢陳「教育部補助（委辦）經費請

撥單」1 式及領據 1 紙報部請撥第三期款新臺幣 782 萬 6,820 元（經

常門 624 萬 4,820 元，資本門 158 萬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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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一相關活動如下： 

計畫分項 活動／ 
課程名稱 

活動／ 
課程日期 活動內容 參與人數 活動 

滿意度

分項一「核心

能力養成」 

業界協同教

學之「雙師課

程」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13 日

化工系、土木系、機械系、

財金系、語傳系、文觀系、

文創系、工設系、材料系、

建築系、能源系、華文系、

客傳所及經管系，共 68 門

課程辦理。 

1,956 人 4.46 

分項一「核心

能力養成」 

簽訂實習合

作與產學合

作廠商家數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13 日

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至

107 年 6 月 20 日校務會議

修訂要點前皆以五年為期

限，故從 104 年起～迄今

共簽訂 181 間廠商；其中

107 年度簽訂產學合作共

44 家廠商。 

- - 

分項二「創新

教與學」 
教師參與校

外研習活動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13 日

為提昇教學效能，改善學

習成就，鼓勵教師參與教

學研習活動，以提昇教學

專業知識。 

17 人次 ─ 

分項二「創新

教與學」 

跨領域學分

學程廣宣說

明會 

107年 10月 3
日、10 月 24
日 

資訊財金學分學程、創新

與創業學分學程於 10 月 3
日舉辦跨領域學分學程廣

宣說明會，解說該學分學

程之修讀規範。 

教發中心於 10 月 24 日辦

理跨領域學分學程聯合廣

宣說明會，邀集各學分學

程介紹其修讀標準與能力

培養。 

約 750人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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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分項 活動／ 
課程名稱 

活動／ 
課程日期 活動內容 參與人數 活動 

滿意度

分項二「創新

教與學」 

教學知能研

習：Zuvio 工

作坊(2 場)、
認知與教學-
注意力的引

導、「傳統文

化中國結實

務教學」 

107年 10月 3
日、10 月 17
日、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 

10 月 3 日、10 月 24 日邀

請廠商為本校教師解說雲

端 即 時 反 饋 系 統 －

Zuvio，並安排上機實練。 

10 月 17 日邀請國立交通

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陳明璋

教授講授認知的可操作

性，以土壤教學心法分享

教學的另一種觀點。 

10 月 31 日邀請國立交通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陳永平

教授講述其透過預讀講

義，讓學生先瞭解課程內

容，並於課程強化學生之

主動與互動性，以落實「翻

轉教學」的模式，其強調

「真正的教學效果，取決

於學生學到了多少東西，

而不是老師教了多少內

容」。 

11 月 2 日華語文學系-湯
智君主任邀請朱雪香老師

講授「傳統文化中國結實

務教學」，並帶領參與教師

進行實作。 

93 人次 4.8 

分項三「產業

人才育成」 
產業參訪 
活動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13 日

文觀系、電機系、建築系、

文創系、財金系、電子系、

環安系、資工系、土木系、

語傳系、經管系、華文系、

工設系、機械系及粉末冶

金驗證中心等 14 個學系

及 1 個中心共舉辦 31 場

次。 

1,181 人 4.48 

分項三「產業

人才育成」 
實習輔導 
說明會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13 日

經管系、華文系、光電系、

化工系、文創系、文觀系、

工設系及建築系等 8 個學

系共舉辦 16 場次。 

504 人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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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7-1 第 5 次行政主管會議 學生事務處業務報告 

日期：107/11/13 

 

壹、軍訓室、生活輔導組： 

一、10/24 日配合公路局新竹監理所苗栗監理站，假圖書館第一會議室及籃球

場，辦理「107學年度學生校園機車考照活動」，讓同學得以透過學習安全

駕駛的方式，就地取得駕照，活動共計32人參加。 

二、10/25日辦理107-1 學期校安股長講習，會中除宣導交通安全、校內住宿、

賃居安全等議題外，並請校安股長擔任班級安全尖兵，協助實施各項安全調

查及宣導，活動共計80人參加。 

三、10/31日辦理107-1 學期全民國防教育營區參訪，由侯副校長率領軍訓室同

仁及學生，參訪陸軍裝甲第五八四旅，體驗戰車射擊模擬器操作與戰車乘

載，增進師生之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師生計 50 人參加，成效良

好。 

四、 10/31～11/01 配合國軍演訓暨實施全民國防教育，與陸軍航空第六○二

旅共同策辦全民國防宣導活動，該旅藉指揮所開設、補保作業及飛機轉

場訓練等，增進彼此的互動與交流，建立永續的合作關係，強化師生對

全民國防教育的認識，讓師長及同學更了解國軍訓練的概況，凝聚師生

對全民國防教育的參與及支持，該旅並贈送二幅本校兩校區空拍圖，以

對本校支持與協助操演，表達敬意與謝忱。 

五、12/4 日(二)本校原住民專班受立法院邀請，參加「2018 立法院聖誕晚會」

開場表演，晚會地點在立法院群賢樓 9 樓大禮堂舉行，是本校學生第一

次登上最高國會殿堂表演，由聯大原專班 qemalac 藝術團演出「向山舉

目」舞曲，師生約 3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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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一、10/23(二)、10/30(二)、11/6(二) 、11/13(二) 、11/20(二)於二坪山校區

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七樓情境教室，舉辦「靜坐與運動團體」，帶領人：吳

學治諮商心理師，參加人次78人。 

二、10/25(四)於八甲校區資訊處一樓第三會議室，召開學生輔導委員會，由蔡

東湖校長主持，共計30人出席。 

三、10/27(六)於二坪山校區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四樓第一會議室，舉辦「有效

達陣~活用超倍速記憶法輕鬆學習工作坊」，主講人：胡雅茹老師，共計32

人參加，滿意度達97%。 

四、 10/27(六)於二坪山校區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七樓情境教室，舉辦「工作坊：

我的心情在跳舞」，主講人：程芝鳳舞蹈治療師，共計 11 人參加，滿意度

達 100%。 

五、10/31(三)於八甲校區光電系二樓 B3-228 中型演講廳，舉辦「正念自我照

護」，主講人：林昱成老師，共計109人參加，滿意度79%。 

六、11/14(三)於八甲校區資工系一樓 B4-102 教室，舉辦「導師輔導知能-五感

的紓壓體驗-手沖咖啡工作坊」，主講人：方將任心理師，共計25人參加，

滿意度達100%。 

七、11/14(三)於二坪山校區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七樓情境教室，舉辦「正念工

作坊」，主講人：杜筱慧心理師，預計18人參加。 

八、107/10/23~107/11/20個別諮商人次共計156人次。 

職涯發展 

一、10/24(三)於八甲校區資工系一樓 B4-102 教室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聯

大分館，舉辦「職業達人手作系列課程(二)，主題:凝住美味的魔法

師(1)」，由職業達人介紹食品模型師職業內容及產業源起，運用自

身專業發揮於興趣領域，最後帶領同學們一同享受充滿成就感的手

作旅程，主講人：廖怡寧老師，共計 48 人參加，滿意度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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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1(三)於八甲校區資工系一樓 B4-102 教室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聯

大分館，舉辦「職業達人手作系列課程(三)，主題:凝住美味的魔法

師(2)」，本次職業達人進行進階課程，主講人：廖怡寧老師，共計

70 人參加，滿意度達 95%。 

三、10/31(三)彙整及填報各系所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表系統作業及

線上檢核勘誤作業計 487 人。 

四、11/7(三) 於八甲校區資工系一樓 B4-102 教室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聯

大分館，舉辦「職涯發展系列課程(二)，主題:點撿適合自己的行業

和工作」，對於主要參加管理學院學生介紹相關系所就業前景、薪資

可能性及適合自己的工作等，主講人：王德嚴副理，共計 86 人參加，

滿意度達 92%。 

五、配合教育部公告實施「107 年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公版問卷調

查」作業，依據本校「畢業生流向追踨問卷調查作業要點」執行調

查 105 學年度(畢業滿 1年)畢業生、103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畢業生

及 101 學年度(畢業滿 5年)畢業生，調查期間自 107 年 7 月 9日至

11 月 8 截止，已達成校訂目標(學士 75%、碩士 75%、博士 75%)及教

育部深耕計劃目標(三年平均 85%)。 

六、11/13(二)完成教育部「107 年畢業生流向追蹤公版問卷調查」資料

上傳及檢核勘誤作業處理計 5216 筆。 

七、11/15(五)完成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資料上傳及檢核

勘誤作業處理計 9235 筆。 

八、進行「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測評解析暨班級輔導及「賈

桃樂學習主題館聯大分館」導覽活動，107/10/30 止共計預約 24 班

(場次)，已完成 9班(場次)。 

九、107 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公版問卷調查情形: 

(一)105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畢業生追蹤率(學士 91.89%、碩士

92.45%)不分學制 91.94% 

(二)103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畢業生追蹤率(學士 88.15%、碩士

90.06%)不分學制 88.33% 

(三)101 學年度(畢業滿 5 年)畢業生追蹤率(學士 87.37%、碩士 

87.34%、博士 100%)、不分學制 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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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 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各系追蹤率如下圖: 

 

資源教室 
一、 10/24(三)於資源教室會議室，召開「諮心聯盟守護天使志工」第三

次訓練會議，資源教室輔導老師楊雅愉、廖于玄諮商心理師共同主

持，共計 13 人參加。 

二、完成寄發 62 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障礙描述與學習需求信件，於各任

課教師，請其關懷學生學習狀況。 

三、 11/03(六)於二坪山校區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五樓創作空間教室，舉

辦「當乾燥花遇上特教」乾燥花創作體驗課程，除了與同學分享職

涯的歷程，也鼓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學習藝術方面的創作與創業技

能，可以培養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創作能力，增加日後創業技能，帶

領人：迷你松鼠手作坊蕭佳玲老師，共計 20 人參加，滿意度達 100%。 

四、11/07(三)於八甲校區資訊處一樓第三會議室，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會議，由蔡東湖校長主持，共計 26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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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7(三)於八甲校區機械系六樓 A1-616 會議室，召開「機械工程

學系」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進行 11 位特殊需求

學生個別支持服務討論，出席人員包含系主任、導師、任課教師、

相關輔導人員等人，共計 28 人參加。 

六、 11/07(三)於二坪山校區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資源教室，舉辦資源教

室「秋波送情慶生同樂會」，為資源教室 9~11 月生日的學生慶生，

共計 51 人參加。 

七、11/05(一)~11/09(五)於二坪山校區產研創新暨推廣大樓資源教

室，舉辦「期中進補關懷活動」，預祝同學都能順利通過考試，共計

66 人參加。 

八、11/14(三)於二坪山校區立德樓五樓 C1-504 財金系會議室，召開「財

務金融學系」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進行 4位特

殊需求學生個別支持服務討論，出席人員包含校長、系主任、導師、

任課教師、相關輔導人員等，共計 15 人參加。 

參、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教育部第一次「弱勢助學補助」審查已於 11 月 8 日公告，本校 309 位申請

學生中有36位未通過宜查，本組已於9日通知結未通過審查學生及其導師。

未通過審查者可於11月 30日前申訴。 

二、校內獎助學金已於11月 13日召開審查會議，進入撥款流程。 

三、依據各院資料整理入學獎學金及研究生獎學金資料，本組已於11月 13日整

理完成並寄給各院復查，進入撥款流程。 

四、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社團實務工作坊(二)-「建構社團評鑑資料與傳

承」，已於10月 24日(星期三)晚上6時至9時整，邀請建國科技大學課外

活動組林株啓組長講授，計有36個社團，64位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年度社團

評鑑研習。 

五、108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申請，已於10月 31日(星期三)隨

公文(函)附上計畫申請書、服務企劃書等文件，掛號寄達予教育部。本次計

有2個社團申請，善用108年 1月21日起至108年 2月 15日期間進行寒假

營隊服務，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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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雲漢國術社，苗栗縣公館鄉南河國民小學服務。 

七、彰化地區校友會，彰化縣竹塘鄉竹塘國民小學服務。 

八、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11月份)學生社團聯席會議，已於11月07日(星

期三)中午12時整，假第二校區八甲景觀餐廳2樓召開，計有48個社團(含

系學會)參與例會。 

九、「金歌盃喉賽雷歌唱大賽-聯大好聲音複賽」活動，已於10月 31日(星期三)

下午6時整，假二坪山校區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行，計有39組參賽隊伍參加，

除了現場活躍的觀眾，學生會也開放網路直播可觀賞，本次活動取前 20 組

成績最佳的參賽隊伍進入總決賽。 

十、「金歌盃喉賽雷歌唱大賽-聯大好聲音總決賽」活動，將訂於11月 21日(星

期三)下午 6 時整，假二坪山校區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辦進行總決賽活動，比

賽方式將以單人完成一首歌，不限定表演方式，能多元方式呈現聯大好聲

音，發掘學生潛能；另，現場活動將準備豐富的抽獎獎品來回饋聯大師生。 

十一、107 學年度 46 週年校慶創意啦啦舞競賽活動，已於 10 月 23 日(星期二)

收件截止，計有4系學會報名參與，另有1系學會準備競技啦啦舞作為本次

活動的開場表演； 各系籌組的啦啦舞練習，將辦理投保事宜，保險期間從

10月 29日起至12月 1日。 

十二、「聯大拼圖比賽-遇見幾米」活動，將訂於11月 19日(星期一)中午12時

整開放線上報名，四人籌組一隊，參賽隊伍以 30 隊為主；本次活動競賽訂

於11月 28日(星期三)下午1時整，假本校活動中心三樓體育館舉行。 

肆、衛生保健組： 

一、10/19 日因辦理捐血業務績效卓著，獲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議基金會新竹

捐血中心頒發捐血績優獎。 

二、10/26 日舉辦｢健康體位-青春大進擊有氧活動(系列一)」，邀請劉美櫻老

師，共計 43 人次參與。 

三、10/27 日協同紅十字會、學生社團紅十字青年服務隊，舉辦基本救命術訓

練，共 58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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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29 日舉辦「紓解焦慮，遠離恐慌症」講座，邀請為恭醫院劉宗育主任

醫師演講，共計 60 人次參與。 

五、10/29 日舉辦「菸害防制的品管圈技法與運用」講座，邀請本校邱燕松老

師演講，共計 60 人次參與。 

六、10/31 日與苗栗衛生所合辦為教職生施打公費流感疫苗接種，施打對象為

50 歲以上成人、重大傷病及罕病患者、高風險慢性病患（含 BMI≧30）

等，共計 25 人施注。 

七、10/31 日與苗栗衛生所合辦為教職生施打公費流感疫苗接種，施打對象為

50 歲以上成人、重大傷病及罕病患者、高風險慢性病患（含 BMI≧30）

等，共計 25 人施注。 

八、11/2 日舉辦｢健康體位-青春大進擊有氧活動(系列二)」，邀請林靖軒老

師，共計 45 人次參與。 

九、11/13 日苗栗縣衛生局舉辦「107 年校園及社區菸害防制創意衛教競賽」

活動頒獎，本校共有 18 件創意菸害教具參賽，共有三件菸害創意教具獲

得特優、優等與佳作，分別獲得特優是化工四甲王翔翎、化工四乙梁家

瑜與建築四甲洪瑜均，獲得優等是建築五甲邱迺雯、經管四乙李勗瑋與

建築四甲石德剴，獲得佳作是土木四甲陳慧綸、余王翔與謝宛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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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業務報告 

日期：107.10.01~107.10.31 

壹、 各組業務報告 

(一) 事務營繕組 

各項會議： 

1. 107 年 10 月 3 日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召開「苗栗縣苗栗市聯大路周圍

地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標)」設計及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 10 月份工作會議。 

2. 107 年 10 月 8 日至環保局洽商八甲校區環境影相說明書變更事宜。 

3. 107 年 10 月 9 日邀顧問公司討論八甲校區開發計畫變更內容及後續應辦事

項。 

4. 107 年 10 月 11 日召開「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第 41 次會議。 

5. 107 年 10 月 12 日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召開「苗栗縣苗栗市聯大路周圍

地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標)」現勘。 

6. 107 年 10 月 30 日苗栗縣政府會臺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辦理「國立聯合大學

八甲校區田徑運動場及下方填土區水土保持計畫」完工後永久性水土保持設

施抽查。 

近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1. 二坪山校區立德樓後門地磚修復。 

2. 管理學院創新互動空間改善工程完成。 

3. 八甲校區田徑場司令台安全改善工程完成。 

4. K2K3 教室廁所改善工程完成。 

5. 二坪山校區工業設計學系教學環境改善工程(門窗更新)完成。 

6. 二坪山公弢樓廁所改善工程完成。 

7. 八甲校區資工系館及光電系館潑雨改善工程完成。 

8. 二坪山校區管理學院廁所改善工程完成。 

9. 建築系二館廁所改善工程完成。 

10. 管理學院創意個案講堂裝修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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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主要工程辦理情形及施工進度簡述如後： 

1. 「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已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決標，由聖坤營

造公司得標。於申請建築執照許可時，審查結論需先完成本校八甲校區開發

計畫之用地計畫變更，於主管機關審核中。環評建築物位置變更對照表，於 7

月 20 日審查通過，定稿本核定中。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變更差異分析，另委

由建築師整備資料中。 

2.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苗栗縣苗栗市聯大路周圍地區排水改善工程」排水專管

穿越聯合大學案，已於 106 年 3 月 7 日提案校規會討論，決議有條件通過。

排水專管穿越聯大二坪山校區部分預計規劃於該工程『第二標』範圍施作，

營建署已於 107 年 7 月底完成設計監造招標。 

3. 八甲校區共教會前棟屋頂隔熱改善工程設計監造勞務委託案，於 8月 8日辦

理議價決標，由李瑞昌建築師事務所得標，履約中。 

4. 風雨球場練習牆及圍網工程已於 9月 4日招標完成，後續辦理簽約及事宜。 

5. 二坪山校區大禮堂及活動準備室裝潢工程，7/31 辦理開標，由天暉營造有限

公司得標，8/4 開工，10/20 申報竣工，簽報驗收中。 

6. 107 年度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5/10 第二次開

標，由廖欽大建築師事務所得標，工程標預計於 8/14 辦理開標。8月 21 日第

二次開標流標、8月 30 日第三次開標流標，9月 6日第四次開標由新縣營造

有限公司 350 萬得標，施工中。 

7. 二坪山校區建築系館跨廊結構補強工程，8月 8日第三次開標，中興土木包工

業 49 萬 5,000 元得標，8月 27 日開工，8月 29 日辦理施工會勘，目前進度

施工中。 

(二) 採購保管組 

1.  採購業務 

(1) 107年截至10月底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計12件。其中，查核金額0件，

公開招標9件，限制性招標3件。 

(2) 107年截至10月底辦理10萬元至100萬元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案，計69件。其

中，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14件，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或企劃書45件，限制

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1件，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9件。 

(3) 本校107年度10月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件139件。其中，指定項目色採

購之總額為1,812,865元；綠色產品採購總額為1,812,865元，採購達成率

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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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部107年10月4日臺教秘字(二)1070178969號函辦理107年度第4次政

府採購網資料查察會議，抽查本校「網站管理系統建置採購案」(案號

107041)、「ANSYS工程分析軟體」(案號107039)、「DAQ資料擷取卡」(案

號107035)、「勞健保保費管理系統租賃維護」(案號107033)及「20GHz

雙埠向量網路分析儀」(案號107025)等5案，相關資料已陳報教育部審查。 

2. 車輛及停車管理：107 年 10 月停車費收取部分，八甲校區 22,850 元、二坪山

校區 63,225 元，合計 86,075 元。全年累計收入 622,000 元。 

3. 招待所管理：107年10月招待所借用次數62次，使用頻率16.7%。1至10月累積

借用623次，平均使用頻率17.8%。 

4.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 

(1) 107年10月國有財產異動情形，如附表。 

國立聯合大學107年10月國有財產異動情形一覽表 

項目 

 校務基金   公務預算  

 合計  上期 
結存 

本期 
增加 

本期 
減少 

上期 
結存 

本期 
增加 

本期 
減少 

土地        62       -      -     65      -       -        127 

土地改良物        35       1      -      2      -       -         38 

房屋建築及設備 
辦公房屋 

        3       -      -     11      -       -         14 

房屋建築及設備 
宿舍 

        -       -      -      9      -       -          9 

房屋建築及設備 
其他 

       14       -      -      7      -       -         21 

機械及設備    14,873      56     93      -      -       -     14,836 

交通設備 
汽機車 

       20       -      -      -      -       -         20 

交通設備 
其他 

    2,087       2     60      -      -       -      2,029 

雜項設備 
圖書 

  175,264       5      -      -      -       -    175,269 

雜項設備 
其他 

    8,427      27     41      -      -       -      8,413 

    200,785      91    194     94      -       -    

 

(2) 107年10月非消耗品異動情形，如附表。 

國立聯合大學107年10月非消耗品異動情形一覽表 

類別 
 上期 

結存  

 本期

增加 

 本期

減少 
 類別  

 上期 

結存  

 本期

增加 

 本期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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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用具   1,767      2      1  康樂用具     3,732       -      - 

衛生用具      18      -      -  手工用具        20       -      - 

炊事用具       2      -      -  醫療用具        31       -      - 

餐飲用具       5      1      -  機械及設備     5,785     110     40 

被服用具      32      -      -  交通運輸及設備    1,138       3     18 

防護用具      12      -      -  雜項設備    17,014      50    252 

陳設用具      86      -      1  合計    29,642     166    312 

(三)出納組 

 

1. 107 年 10 月校務資金各帳戶收支狀況:  

收入傳票 554 筆，收入總額: $152,638,042；  

支出傳票 285 筆，支出總額: $102,819,408。 

2. 辦理零用金 10,000 元以下請購代墊款電子轉帳支付業務： 

107 年 10 月份支付計 582 筆，金額總計$2,528,626。 

3. 107 年 10 月份受理各界捐贈收入計有 21 件，金額為$2,626,570； 

107 年 11 月全校薪資印領造冊代扣計有 6件，金額為$3,900。 

4. 辦理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支付業務： 

107 年 10 月支付計 53 筆，金額為$2,516,639。 

5. 107 學年第 1學期 9月 29 至 10 月 31 日，學雜費 50048 專戶收入（未含各類退費、減免

及貸款）資料件數 1,284 件，金額為$10,872,530。 

(四)文書組 

1. 10月份本校公文檔案立案編目數量共計1,227件。 

2. 10月份文書組總發文量共計348件（紙本159件、電子189件）， 

總收文量共計1,380件（電子1,241件、紙本139件）。 

3. 10月份寄發本校掛號郵件：包裹43件、限時掛號24件、掛號257件； 

普通郵件：平信67件、印刷品225件、限時6件。 

4. 10月份收到掛號郵件包裹(不含平信)：教職員1,284件、學生637件。 

5. 10月份公文時效統計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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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源管

106

年/月

1月

2月

3月

4月

管理組 

、107月電費

月   

106

月  7

月  7

月 5

月 5

費比較表 

二坪

6電費 

02,497 

26,469 

13,915 1

23,873 1

坪山校區(元

107電費 

903,476

582,754

1,002,123

1,011,808

元) 

增量

200,

-143,

488,

487,

106

979  1,0

715   9

208 1,3

935 1,14

八甲

6電費 

65,863 1

32,516 

00,133 1

46,904 1

甲校區(元) 

107電費 

1,144,740 

868,108 

1,226,399 

1,271,253 

增量

78,8

-64,4

-73,7

124,3

 

 

877

408

73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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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42,601 1,358,760 416,159 1,516,941 2,018,779 501,838

6月 1,562,000 1,621,449 39,449 2,241,229 2,435,913 194,684

7月 985,771 1,028,303 42,532 1,839,145 1,882,242 43,097

8月 1,106,855 1,002,532 -104,323 1,877,049 1,874,994 -2,055

9月 1,423,042 1,323,741 -99,301 2,320,992 2,042,631 -278,361

10月 1,124,430 1,766,018  

11月 1,049,141 1,319,538  

12月 960,391 1,216,843  

總計 11,640,985 9,834,946 1,327,923 18,543,171 14,765,059 524,287

1-9月
小計 

8,507,023 9,834,946 1,327,923 14,240,772 14,765,059 524,287

二校區
前9月
合計差 

  1,852,210

 

106、107月水費比較表 

年/月   二坪山校區(元) 八甲校區(元) 

106用費 107用費 增量 106用費 107用費 增量 

1月    173,077 209,774 36,697 194,936 78,126 -116,810

2月 56,686 83,098 26,412     5,301 36,647 31,346

3月    172,028 158,037 -13,991 55,482 62,592 7,110

4月    153,824 173,256 19,432 69,296 71,182 1,886

5月 194,102 191,787 -2,315 101,440 81,909 -19,531

6月 197,998 193,583 -4,415 96,266 79,037 -17,229

7月 135,873 144,387 8,514 49,360 58,051 8,691

8月 126,070 88,890 -37,180 68,967 23,921 -45,046

9月 101,325 112,763 11,438 72,079 66,830 -5,249

10月 183,539 89,727  

11月 212,736 75,090  

12月 206,776 80,858  

總計 1,914,034 1,355,575 44,592 958,802 558,295 -154,832

1-9月
小計 1,310,983 1,355,575 44,592 713,127 558,295 -154,832

二校區
前9月
合計差   -110,240

 

106、107月天然氣費比較表 

年/月   二坪山校區(元) 八甲校區(元) 

106用費 107用費 增量 106用費 107用費 增量 

1月 276,494 423,264 146,770      48,129 46,869 -1,260

2月 243,743 279,941 36,198      19,060 88,663 69,603

3月 438,748 428,348 -10,400      82,966 107,822 2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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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15,142 312,197 -2,945      69,113 80,800 11,687

5月 266,259 252,304 -13,955 58,063 65,587 7,524

6月 249,732 236,348 -13,384 49,575 59,091 10,326

7月 117,358 95,649 -21,709 10,438 11,420 982

8月 123,432 106,114 -17,318 9,698 23,515 13,817

9月 167,117 139,261 -27,856 33,958 41,954 7,996

10月 262,939 47,338  

11月 348,972 93,422  

12月 501,479 103,386  

總計 3,311,417 2,273,426 75,401 625,146 526,531 145,531

1-9月
小計 2,198,025 2,273,426 75,401 381,100 526,531 145,531

二校區
前9月
合計差   220,932

1. 107年1至9月份能源使用統計與去年同期比較，電費增加185萬2,210元，水費

減少11萬240元，瓦斯費增加22萬932元。 

2. 執行二坪山校區受電總站及八甲校區圖書館高壓站之設備調減案，以降低基

載節省耗損及增進用電穩定。本案「東泰科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以51萬元

整承攬，並於107.09.26日驗收完成目前待結算付款。 

3. 107年8‐‐9月執行兩校區各場館損壞燈具、設備調查及修復相關工作。 

4. 八甲校區太陽能光電場租後之廠商設備建置及供電系統佈建施工，「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於107年3月20日至校實施檢查，發

現屋頂工作場所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應立即停工，目前尚未通過複檢

續停工中。 

5. 二坪山太陽能板建置完成，106年1-12月建置期間場租為177,234元。107年後

改為以實際售電之12.2%回饋。 

6. 執行因應季節變化而進行校園路燈開啓時間調整設定工作，目前設定開燈時

間為下午5時15分。 

7. 進行校園各棟大樓之緊急供電發電機之9、10月份定期保養作業。 

8. 能源管理組爭取獲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8年度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

計畫」補助案，本校108年度獲得補助經費238萬元學校自籌配合款158.6萬元

總經費396.6萬元，用以辦理人社院、共教會前棟之屋頂隔熱（含屋頂綠化）

改善。主要工進事項：107.12.31日前完成設計監造案委託，108.01.31日前

完成設計圖說，108.02.28日前完成圖說送件供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審核通過，

108.05.01日前完成工程發包。107.08.09日已完成設計案發包，由「李瑞昌

建築師事務所」以282,000元承攬。現已完成基本設計，進入細部設計階段。 

9. 進行學生宿舍區熱水爐損壞汰換及教職員宿舍區不足加設規劃案。預計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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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包。 

10. 學生宿舍冷氣卡自動化扣款儲值及餘額結算退還案，於107年9月19日開標由

德鋐科技有限公司以54萬元得標，工期60日曆天。 

11. 進行蓮荷水世界太陽能熱水器漏水查修改設管線。 

12. 107年5月提報本校參與107年度經濟部節水獎競賽，目前通知本校已獲得奬。

將於11月頒獎。 

13. 提送”108年度公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作計畫”，計畫內容為八甲智慧化戶

外照明系統。 

14. 全校廁所編號管理工作，目前已完成30%廁所編號張貼作業。由於二坪山仍

有部分廁所改建，因此暫停。 

15. 配合苗栗縣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機關學校無風管冷氣補助作業，進行二坪山校

區老舊冷氣汰換。並於107.10.16日獲得苗栗縣政府審查通過補助金額

1,257,500元。 

16. 男三舍移裝鍋爐更新採購案已於107.10.14日報竣完工目前待驗收付款。本標

案發包經費為623,000元整。 

17. 進行八甲校區600噸自來水位置變更規劃，另新設一自來水入口於中大門附近，

並於107.10.26日完成173,791元之自來水公司工程規費繳納。 

18. 107.10.08日本校爭取苗栗縣政府採購變頻冷氣機第二次申請補助案，已獲得

苗栗縣政府審查通過補助金額95,000元。 

 

 

25



 1

主管會議研發處(含原產合處)業務報告 

                                                        107年11月20日 

計畫相關事項 

一、 各 類 型 計 畫 案 之 徵 求 公 告 ， 請 參 閱 研 發 處 網 頁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lp?ctNode=14884&mp=10&idPath=&che
ck_exam=null&xq_xCat=CC09&mp=10&idPath=。 

深耕計畫活動 (子計畫 2 及子計畫 4) 

二、 子計畫 2： 

(一) 10 月 27 日辦理本校世界志工團培訓課程：共計本校學生 18 人參與。 

(二) 11月 3日辦理第二次本校世界志工團培訓課程：共計本校學生 18人參與。 

(三) 11 月 8 日舉行 107 年校級特色研究計畫期中管考會議。 

(四) 11 月 22 日辦理國際社克：預計本校學生 15-20 人參與。 

(五) 校外智慧橘綠跨領域實習場域補助案 10 月 1 日受理申請，補助系所單位 4
件；學生實習交通費 11 件，目前仍受理中。 

三、 子計畫 4： 
    10 月 25 日辦理青年洄游農業科技應用交流會，參與 52 人次。 

研提修(提會)案 

四、 修正本校「財團法人聯合工商教育基金會」獎補助專案經費作業要點_第二

點、第五點條文，依行政程序提會審議。 

辦理會議(講演) 

五、 10 月 23 日辦理 108 年度聯合基金會獎補助專案經費規劃及研究計畫審核委

員會會議，審議整合型研究計畫申請案、108 年度經費預算規劃案及獎補助

專案經費要點修正等相關事宜。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六、 10月31日辦理南美午宴活動，由來自哥倫比亞之學期交換生分享異國美食，

參與 21 人。 

七、 11 月 15 日柳文成副校長、江莉棋組長參與靜宜大學辦理之 ITVT 國際論壇，

與印尼、泰國、越南、印尼等國共 14 所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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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補助本校職員、學生赴(境)外交流人次列表如下： 

日期 交流項目 交流地點 人次 

2.26-108.1.31 赴姐妹校芢荷大學研修一學年 韓國 經管系 1 名 

3.14-108.3.31 
赴姐妹校 Otto Von Guericke University 
Magdeburg 研修一學期(106 學海飛颺計畫) 

德國 經管系 1 名 

6.16-10.31 
赴姐妹校甘彭碧(Kamphaeng Phet Rajabhat)
大學研修一學期(106 學海飛颺) 

泰國 華文系 1 名 

7.31-108.5.24 
赴姐妹校北伊利諾大學交換研修一學年(107
學海飛颺計畫) 

美國 工設系 1 名 

8.29-108.1.31 赴姐妹校Polytech Orléans交換研修一學期 法國 電機系 1 名 

8.31-108.2.28 
赴姐妹校仁荷大學交換研修一學期(107學海
飛颺計畫) 

韓國 文觀系 1 名 

8.31-108.8.15 
赴姐妹校佐賀大學交換研修一學年(107學海
飛颺計畫) 

日本 經管系 1 名 

8.31-108.9.30 
赴姐妹校仁荷大學交換研修一學年(107學海
飛颺計畫) 

韓國 經管系 1 名 

10.30 
2018 比利時布魯塞爾 SWAT 會議(107 深耕子
2) 

比利時 土木系 1 名 

九、 (境)外校導師、學生至本校交流人數及因應辦理活動列表如下： 

日期 交流項目 國家 人次 

8.31-108.1.21 
姐妹校 Claude Bernard University Lyon 1
學生蒞校交換實習 

法國 學生 4 名 

9.13-108.1.29 
姐妹校Polytech Annecy-Chambery學生蒞校
學期交換 

法國 學生 2 名 

9.17-11.30 姊妹校阿南高專蒞校短期交流實習 日本 學生 4 名 

9.21-108.1.20 
姊妹校 University of Magdalena 學生蒞校
交換  

哥倫比亞 學生 2 名 

10.3-31 姊妹校長野高專蒞校短期交流實習 日本 學生 1 名 

11.14 姊妹校舞鶴高專蒞校參訪 日本 
教師 2 名、
學生 37 名 

產學與推廣教育業務 

十、 11 月 14 日函文科技部有關電子系顏瑞成老師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終止

維護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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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7 年度各類產學合作計畫(不含科技部、教育部、聯合基金會補助案)累

計至 11 月 14 日止，共 112 件，2 億 1千 912 萬餘元。(各系所之件數、金

額累計如下表) 

107 年度產學合作計畫統計表
院/處   系所 件數 合計 金額 合計

教學 

理工學院 

玻璃中心 5

36 

1,331,720  

178,539,066 

材料系 1 300,000  
粉末冶金驗證研發中

心 3 912,000  
機械系 5 3,075,000  
環安系 5 148,282,710  
土木系 4 16,748,912  
化工系 6 2,897,724  
能源系 1 100,000  
能源中心 4 4,500,000  

災害防救中心 1 300,000  
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中

心 1 91,000  

人文社會 華語文中心 7 7 350,400  350,400  
語傳系   

電資學院 

院本部 2

11 

1,100,000  

4,982,500  
電機系 6 2,582,500  
光電系 1 500,000  
電子系 2 800,000  
資工系   

客家學院 

院本部 7 

18 

2,480,000  

16,957,928  客傳所 2 422,588  
文觀系 6 13,732,440  
文創系 3 322,900  

管理學院 
院本部 1

17 
189,000  

3,558,367  經管系 12 2,319,367  
資管系 4 1,050,000  

設計學院 
原住民專班 1 

2 
140,000  

440,000  創統中心   
工設系 1 300,000  

行政 

產合/育成 
中心本部 4

10 
1,538,500  

4,962,000  育成中心 3 2,750,000  
推廣教育 3 673,500  

研發處 處本部 1 1 150,000  150,000 
體育室 體育室 7 7 8,760,421  8,760,421  

學務處 軍訓室 1 1 30,000  30,000 
生涯發展中心 1 1 96,600  96,600 

總務處 事務營繕組 1 1 292,971  292,971 
圖書館    0  0 

總計      112  219,1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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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辦理 TTQS 評核於 11 月 2 完成，待評核結果通過即可申請勞動部相關補助

計畫。 

十三、10 月 31 日由柳文成副校長、戴志揚主任等參加清華大學 GLORIA 產學聯盟

辦理之聯盟策略會議。 

十四、協助張坤森老師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學創新產業研究計畫，經費部分已核定

完成，目前辦理法規鬆綁等相關事宜。 

十五、樂齡大學課程如期辦理中，11 月 5 日由蔡豐任老師帶領辦理旅遊學    

習。 

十六、 107-2 學分班(隨班附讀)報名資訊預計於 12 月份經主管同意後公告之。 

十七、 11 月 16 日辦理短期研修陸生期中座談會。 

創新育成業務 

十八、育成中心培育企業合計 16 家。另就 10 月份校務會議學生反映育成中心之

培育廠商雇用工讀生是否有違反勞基法一案，育成中心已發出正式公告，

請培育廠商確實依照勞動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另經查證後，學生

所反映之事(晚上臨時工時薪 140 元)並無違法勞基法，惟如有逾法定工時

或其他情況則視個案促請培育廠商依規辦理。 

十九、 經濟部創育機構補助 107 年計畫計畫進度逾 98%，經費執行率達 100%。 

二十、 10 月 23 日至 26 日舉辦「苗栗青年洄游聯合成果發表會」靜態展覽。 

二十一、10 月 25 日舉辦「2018 苗栗青年洄游創生工作坊頒獎典禮」與「產業聚

落論壇:文創產業青年洄游」，參加 105 人次。 

辦理其他重要業務 

二十二、107 年度聯合基金會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經費，截至 11
月 12 日申請 13 件(15 人次；350,000 元)，核定補助 13 件(15 人次；350,000
元)。 

補助對象 
申請 核定 

件數 人次 金額 件數 人次 金額 
教師 12 12 290,000 12 12 290,000
學生 1 3 60,000 1 3 60,000 
合計 13 15 350,000 13 15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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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107年度管理費補助師生出席境外國際學術會議案，截至 11月 12日止，

申請 8 件(8 人次；170,000 元)，核定補助 5 件(5 人次；75,000 元)。 

補助對象 
申請 核定 

件數 人次 金額 件數 人次 金額 
教師 7 7 160,000 4 4 65,000
學生 1 1 10,000 1 1 10,000 
合計 8 8 170,000 5 5 75,000 

二十四、10 月 31 日業已完成「107 年 10 月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

業。 

二十五、本校 108 年校內學術研究計畫案，業於 8 月 29 日公告徵求，至截止日

止，共計 10 案提出申請。目前已辦理計畫外審作業，預計 12 月召開審

核委員會進行評定。 

二十六、本校 108 學年 IEET 工程科技教育認證案，業於 11 月 14 日依相關系所

提報申請彙整表，函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申請通知，並擬依該學會函覆

公文辦理 109 年度認證費用教育部補助事宜。(共 8 個系所、18 個學程

班制，材化博程另待今年度延長效期書審通過後另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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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主管會議圖書館業務報告 

 一、讀者服務組（統計期間：107/10/01-107/10/31）  

    (一)、各項服務統計 

   1.進館人次：16,168。  

   2.借閱冊數：3,505 冊(1,717 人次)。 

   3.逾期罰款共收 7,214 元。 

     4.館際合作業務：向外申請期刊複印 9件(費用 956 元)，向

外圖書借閱 

       28 件(費用 2,647 元)。 

        5.跨館預約：96 件。 

6.圖書館導覽人次：447 人。 

 
二、採編組（統計期間：107/10/01-107/10/31） 

   (一)、中文圖書編目 602 冊、視聽資料編目 2 片。 

(二)、贈書(圖書 148 冊)。 

(三)、西文圖書編目 96 冊。 

   (四)、登收中西文期刊 312 種，539 冊。 

(五)、採購圖書西文 88 冊 222,089 元整。 

   

 三、系統管理組（統計期間：107/10/01-107/10/31）     

(一)、視聽服務統計: 

    1.視聽資源借閱人次：652人次。 

    2.視聽資源借閱冊數：279冊次。 

 (二)、推廣活動：        

1. 「寶貝機」健康照護系統，已放置於圖書館 3F 大廳，10/01

至 10/31 使用人次為 17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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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三 FUN 電影活動，10 月份共計辦理 3 場次，10/3 日播

放「解憂雜貨店」，10/17 播放「野蠻遊戲：瘋狂叢林」，

10/31 播放「華麗上班族」，共計約 95 人參加活動，預計

11 月將延續辦理 2 週三 FUN 電影活動。 

(三)、聯合數位學園教育訓練已於 10/3(二坪山校區)及 10/24(八甲

校區)辦理兩場次教育訓練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54 人，透過

辦理全校性數位教學平台教育訓練，改善傳統教學模式，提

升教師使用數位平台教學多樣性及教學的靈活度。 

(四)、目前規劃 11/24 辦理 IRS 即時反饋系統教育訓練活動，已於

11 月 1 日開始報名，並寄送全校通知信，廣邀全校教師及

職員踴越報名參與，協助老師與同學熟悉 IRS 系統之操作，

改變以往單方面的教學方式，有效提升教學效能。 

(五)、12/3 日至 12/7 日預計舉辦 2018-e 書有禮，登上雲端閱讀趣

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同時活動邀請電子書廠商（華藝、凌

網、碩睿、漢珍）設攤，並開放有獎徵答活動，藉由活動之

辦理提升教師與學生善用校園資源的觀念，同時享受閱讀的

樂趣，以達到開心閱讀充實知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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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１學期 

第 5 次行政主管會議體育室業務報告 

教學組 

一、 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至 11 月 8 日（星期四），配合通識教育

中心辦理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教評會議資料提供。 

二、 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至 11 月 15 日（星期四），支援 46 週年

校慶運動大會獎品組採購工作。 

三、 於 10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至 11 月 12 日（星期一），配合教務處辦

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排課作業。 

四、 於 10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支援 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預演音控室工

作。 

五、 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配合教務處辦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選課須知修訂作業。 

活動組 

一、 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至 26 日假第二（八甲）校區風雨球場辦理新生盃

籃球錦標賽，校長於 10 月 22 日第一天賽程開賽前，親臨現場主持開球，

並勉勵同學們創佳績；報名人次：女子組共 13 系 134 人，男子組共 17

系 179 人，合計 313 人，男、女子組前四名分別如下：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男子組 化工系 電子系 環安系 土木系 

女子組 原民專班 經管系 化工系 資管系 

二、 於 107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游泳運動代表隊，代表本校參加 107 年全

國中區分齡游泳錦標賽，報名 6 項個人項目、2 項團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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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7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30 日辦理 107 年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

庫填報作業。 

四、 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中午，在第二（八甲）校區資訊處一樓

第三會議室，召開本校「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會中

各單位進行執行進度報告，並做各項橫向聯繫與協調事宜，希冀今年校

慶運動大會能順利圓滿舉行。 

五、 10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30 分至 17 時，在第一（二坪山）

校區體育館，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蒞臨本校交流暨表演，目前已登記報

名觀看表演班級共有 15 班。 

六、 107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於第一（二坪山）校區桌球教室辦理新生盃桌

球錦標賽，11 月 2 日（星期五）報名截止，報名人次：男子單打 18 人、

女子單打 5 人、男子雙打 5 組，合計 33 人次。 

七、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分區預賽於清華大學舉辦，預賽比賽

時間為 107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 

八、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假第一（二坪山）校區撞球教室辦理新生盃撞球

錦標賽，12 月 3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報名截止。 

九、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7 日撞球運動代表隊，代表本校參加 107 年全國大專

校院撞球聯賽，報名 2 項男子個人項目、1 項女子雙打項目。 

十、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於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預賽比賽時間為

107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 

十一、 107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男排運動代表隊，代表本校參加 107 年第八

屆北港媽祖盃排球錦標賽，報名登錄選手共 15 人。 

十二、 107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假第一（二坪山）校區網球場辦理新生盃網

球錦標賽，12 月 3 日（星期一）報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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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預賽於嘉義大學

民雄校區舉辦，預賽比賽時間為 1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 

十四、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公開女生組第二級預賽於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舉辦，預賽比賽時間為 107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0 日。 

場器組 

一、 第二（八甲）校區標準田徑場司令台安全改善工程，已於 107 年 8 月 14

日完成開標，由傳成土木包工業得標，決標金額 38 萬 6 仟元整，已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完成驗收。 

二、 第二（八甲）校區風雨球場南側排球練習牆與西側球場固定圍網，已於

107 年 9 月 4 日完成開標，由翔舜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得標，決標金額 132

萬元整。並於 107 年 9 月 18 日開工，預定工期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完

工。 

三、 因應第二（八甲）校區第六宿舍興建，棒壘球場規劃移至苗圃道旁空地

（原游泳池預訂地）另行新建棒壘球練習場，由校務基金提撥 250 萬元

執行。已於 107 年 9 月 18 日完成開標，由皇維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得標，

決標金額 208 萬 8 仟元整，並於 107 年 10 月 4 日開工施作，預定工期

為 60 日。 

四、 第一（二坪山）校區蓮荷水世界游泳池屋頂防水改善工程已於 107 年 10

月 26 日開標，由承鋒土木包工得標，決標金額 153 萬 3 仟 6 佰元整，

由蓮荷水世界游泳池歷年計畫結餘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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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處 

一、 教學推廣組 
(一) 網站管理系統(RPAGE)請購案已完成。目前廠商正在撰寫配合

本校需求之 LDAP 與 API 認證程序。第二次基礎教育訓練與第

二階段進階課程將於前述作業完成後進行。 

(二) 網站管理系統(RPAGE)採用 RWD 設定，參考台清交，大部分已

將校園公告內縮至第二層，將黃金位置留給本校獲獎、宣傳、

招生之用，未來校網將朝該方向規劃。 

(三) 依教育部資訊安全管理風險法(ISMS)的規定，網站公告的資

料，需經過審查核可才可以公告。因此，本校新網站首頁之

公告亦需依此規範。新網站的校園公告，將由網站所屬之單

位主管負責審核，通過後才可發佈。 

(四) 行政院推動「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

畫」。本年度第一次 ODT 教育訓練已核可，擬安排於 11/26 & 

12/3 (周一下午) 。 

明年另行編列預算執行。 

(五) 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

畫」，教育部要求各大專校院配合 ODF 政策，其中一項為本校

公開可編輯檔文件需提供 ODF 格式，故新網站系統將設定提

醒上傳檔案格式，已符合教育部要求。 

(六) 配合「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與「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

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計畫，新版網站管理(RPAGE)系統

將進行無障礙 2.0 機械檢測標準與 ODF 文件計畫提醒。 

(七) 資訊處 I1-304 電腦設備汰換廠商已交貨，待進行軟體安裝後

設定還原系統即可使用。配合教室課程表，於 11/13 下午安

裝主機，11/14-15 日進行軟體設定完成後即可正式使用。 

(八) 本校 46 周年校慶網站整體設計，於本周五（11/16）籌備會

議後，彙整全校各單位承辦業務資料進行編排設計，預定下

周可上線。 

(九) 微軟 2019 年度授權 & MATALB2019 年度授權請購中。 

(十) 防毒軟體(小紅傘電腦版&小紅傘手機版)請購完成，待出貨後

辦理核銷。 

(十一) 微軟 OFFICE2019 已開放下載。由於 OFFICE2019 安裝方

式與傳統大部相同，惟安裝過程較為複雜，已協調廠商製作

ISO 與 BAT，儘量簡化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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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服務組 
(一) ISMS 資訊安全管理及 PIMS 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1. 於 10 月 15 日進行本年度 ISMS 第二次資訊資產清查作

業，10 月 31 日完成資訊資產清查作業，目前進行帳號權

限清查。 
2.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即將修訂，將密切

注意修訂時程，配合更新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及個人資料保

護程序。 
3. 11/14(三)完成新伺服器防火牆上線。 
4. 第三期個資導入招標案作業進行中。 
5. 10 月份郵件過濾統計： 

類別 郵件封數 流量

正常郵件 (Normal mail) 195403 (封) 75546126 (KB)

垃圾郵件 (Spam mail) 100554 (封) 6923828 (KB)

誤攔郵件 (Resend mail) 1687 (封) 18653 (KB)

漏放郵件 (Missed spam) 0 (封) 0 (KB)

威脅郵件 (Malicious mail) 4178 (封) 429922 (KB)

    無此收件者郵件 49142 (封) 9072161 (KB)

    DoS 攻擊阻擋 385665 (封) N/A

總量 736629 (封) 91990690 (KB)

類別統計

其他

 
 

(二) 網路電話建置: 
1. 網路電話話機數量與狀況： 

(1) 影像話機數量 23 支、一般話機數量 831 支、傳真數

量 65 點。 
(2) MVPN 聯大群組申請服務：申請通過數量約 420 門。 
(3) 107 年 10 月各類通話量(通話時間)參考： 

單位：秒 
 月份 市話 長途 行動電話 國際 MVPN ENUM 
107/10 353,016 488,835 627,846 0 75,636 2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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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網路建置與維護： 
1. 於 10/12 日至 10/19 日進行資訊處機房至景觀餐廳機櫃點

光纜佈放，並完成景觀餐廳資訊與無線網路建設。 
2. 11/7 完成網域名稱伺服器與漫遊新伺服器採購，並進行備

援機設定。 
3. 協助人事室裝設五處人事考勤卡機網路佈線工程。 
4. 10/24 完成兩校區不斷電系統 UPS 電池更換案招標作業，

訂於 11/27 前完成全案。 
5. 11月進行兩校區機房不斷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第四季保養。 
6. 進行網路電話全校電信專線服務採購。 
7. 進行年度全校伺服器群防火牆規則清查。 

(五) 網頁無效連結報告： 
1. 於 11/14(三) 進行學校首頁及行政單位網頁無效連結之測

試，皆為有效連結。 
測試結果 

單位 網址 連結有效 無效連結

校首頁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2 100.00% 0.00% 

校長室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np?ctNode=2

2695 
100.00% 0.00% 

副校長室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49 100.00% 0.00% 
秘書室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7 100.00% 0.00% 
教務處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24 100.00% 0.00% 
學務處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25 100.00% 0.00% 
總務處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11 100.00% 0.00% 

環安衛中心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102 100.00% 0.00% 
研發處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10 100.00% 0.00% 
體育室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32 100.00% 0.00% 
人事室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8 100.00% 0.00% 
主計室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9 100.00% 0.00% 

產學合作及

教育推廣處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115 
100.00% 0.00% 

圖書館 
http://library.nuu.edu.tw/?ctNode=8099&idPath=797

9_8020_8099 
100.00% 0.00% 

資訊處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mp?mp=3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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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協助「教育部 107 年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1. 11/2(五)於第一校區立德樓六樓資管系舉行期中研習會，4

所國中小帶班老師到場，帶班老師與大學伴共計 133 人

出席。 
2. 撰寫 107 年計畫期末報告。 

三、 校務資訊組 
  (一)專案開發工作項目摘要： 

1.協助校務研究室完成台灣評鑑協會「新生入學適應調查」

問卷測驗之相關作業。 
2.開發進修學制轉學考系統。-(進行中) 
3.轉學考系統，成績單修改為只顯示備取最低錄取分數。

-(進行中) 
4.建置行政端校務系統權限線上申請單系統。-(進行中) 
5.獎懲管理系統/學生操行加減分作業，修改導師加減分、

教官加減分規則。-(進行中) 
6.樂齡大學系統測試系統轉換至正式機環境之上線測試。

-(進行中) 
7.資料庫資料索取/修訂申請單系統。-(進行中) 
8.增加特殊選才招生學生資料轉學籍功能。-(進行中) 
9.學籍管理系統，入學方式需區分大學考試分發及四技登

記分發。-(進行中) 
10.線上服務申請單系統，舊程式碼轉換為易維護程式碼、

及新增功能。-(進行中) 
11.微課程系統，新增學生選課清單報表。-(進行中) 
12.建置微學分系統，鐘點費、微學分繳費等模組。 -(進行

中) 

(二)校務系統維護： 

1.新一代校務系統上線問題測試及提報逢甲研討。 

2.協助各處室大專校校院開放資料上傳相關事務。 

3.資料庫資料索取或修訂。 

4.ISMS相關業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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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業務報告 
107 年 10 月 20 日~107 年 11 月 16 日 

 

一、每月 10日前完成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網路填報並公告於校網  。 
 
二、每月完成第一及第二校區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儲存、產出及化學藥品使 

用量之系統網路填報。 
 
三、有關校園囤積化學品清運計畫於 107/8/16 向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提 
  出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申請，已於 107 年 8 月 30 日回覆本校 
  核可通過，於 107 年 11 月 9 日辦理校園囤積化學品第二批共計 328 
  公斤清運送至成大環資中心處理。 
 

四、進行作業場所訪查並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執行現況: 
訪查日期 系所/單位 

107 / 10 / 31  工設系 
      107 / 11 / 9  電子系 & 土木中心 

 
五、已清查彙整本校現有毒性化學物質及有機溶劑存放位置、數量及負責 
  保管教師，並於 11 月 8 日將相關資料寄送給本校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 
  主管，作為本校防災及健康防護評估依據。 
 
六、107 年實驗(習)場所之照度及局部排氣風速測之自主測定: 
    檢測期間: 107/10/18~107/11/9 
    檢測場所: 機械系/能源系/土木系/電機系/光電系/材料系/化工系 
              玻璃光纖中心/電子系/工設系/土木檢測中心/環安系 
 
七、於 10 月 30 日函送教育部「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計畫」之結案報告(含電子檔) 及經費收支結算表。 
 
八、環安衛中心製作『氫氟酸危害特性及安全防護』標示，提供設置氫 
    氟酸之系所實驗室，於明顯處張貼以提醒使用者對氫氟酸之危害意 
    識、使用安全防護措施及緊急措施。 
    ☆設置氫氟酸之系所: 化工系、環安系、機械系、材料系、光電系 
      (資料來源: 學校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九、107年 10～11月本中心派員參加之環保與安衛相關會議，如下表: 
日期  會議名稱  辦理單位 

107/10/22 
107 年工安體感訓練計畫－大專校院職業安全

衛生研習會 
勞動部職安署 

107/10/25 
107/10/26 

107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主管聯席

會議 
教育部 

107/11/16  苗栗縣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聯合防救小組組訓 苗栗縣環保局 

 

For 107/11/20(二) 15:00  第 5 次行政主管會議(圖書館 7F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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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第一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業務報告‐  校務研究室 

11月辦理業務： 

1. 明年度 IR資料倉儲系統採購功能需求之設定： 

(1) 背景：教育部自 2015年起分兩年兩期補助各校建置 IR機制,  共

補助了近 100間大學（技職加普通），但本校未獲補助。第三

期 IR則納入深耕計畫，是本校趕上的最後機會。 

(2) 建置 IR資料倉儲是 IR必要之基礎建設，也是本校深耕計畫一

項重要指標，勢在必行；今年的進度是採購規格的訂定

（10%）。 

(3) IR並非深耕獨立項目，而是深耕各項目要能以 IR分析佐證執

行成果。例如教學創新，不僅是提出我們補助了什麼課程，而

是提出課程產生的效果，以及後續改善的方向。 

2. 辦理本學期第二場 IR論壇，已於 11/14完成。 

3. 彙整與計算各學院本年度 KPI，預計 11月底完成。 

(1) 彙整各業務單位資料，向各院收集不足資料。 

(2) 發現本校尚缺教學研成果資料庫，納入 IR資料倉儲系統規劃，

未來將可節省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橫向與縱向的溝通成本。 

4. 參與教務處招生專業化計畫之籌備工作。 

(1) 本室參加 11/13教務處辦理之招生專業化研習，確認相關 IR

需求。 

(2) 已針對招生專業化規劃 IR資料倉儲與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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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研發處本周期系所評鑑之籌備工作。 

(1) 將參加 11/27研發處主辦之啟動會議，本室將提供一項評鑑工

作說明報告，以及進行一項各系資料分析需求之問卷調查。 

(2) 系所評鑑所需 IR資料倉儲與基本分析規劃中。 

6. 完成台評會 2018 新生學習適應調查問卷單一帳號簽入機制。 

(1) 今年此項問卷調查將採由學校帳號登入台評會問卷，以利後續

精準分析。 

(2) 由資訊處協助完成此機制，特此申謝。 

7. 參加校外各項 IR研習分享會。 

(1) 11/12  台大; 11/30 台評會。（周永平） 

(2) 11/15  中教大; 11/16靜宜大學.（黃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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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主管會議 

人事室業務報告 

 

                                             開會日期：107 年 11 月 20 日（二）14:00 

一、本校 107 考績委員會第 1次會議業已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審議相關獎勵共計 13 件。 

二、請各單位應切實依教育部訂定之「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辦 

    理是類人員進用，倘契約進用人員有該注意事項第 4點各款規所定情事如下: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 

     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 

     約及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三、上開規定除應予以終止契約外，並應立即依第 10 點第 1款規定，會知人事室辦理通 

    報。 

四、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來函，為保障學生受教權益與維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請各公 

    私立大專校院改善提供兼任教師使用校內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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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業務報告 

國立聯合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主管會議 

一、本校校務基金 107 年度截至 10 月底止執行情形如下（決算另依教 
    育部規定辦理），另每月收支餘絀表、平衡表、購建固定資產計畫 
    執行情形明細表等表報，掛揭於主計室網頁之表報查詢（含預算 
    表、決算表等）中，以供即時查詢。  

(一)收支執行情形：(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截至 10月底累計執

行數 達成率 

收入 1,208,895,000 1,105.281,075 91.43%

支出 1,312,110,000 1,041,481,739 79.37%

收支賸餘 

(短絀-) 
-103,215,000 63,799,336 

     
     1、前二年同期餘絀情形(105 年 10 月收支短絀 2,481 萬 728 元； 
        106 年 10 月收支賸餘 2,577 萬 7,043 元)。 
     2、截至 10 月底收入及費用累計執行情形如附件。  

(二)資本支出執行情形：(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可用

預算數 
截至 10 月底

累計執行數 
達成率

以前年度保留數 176,988,070
42,556,699 

107 年度法定預算數 89,843,000

合計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266,831,070 42,556,699 15.95%
    

(三)截至10月底止本校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帳上餘款共計13億4,179 
   萬 3,344 元為校務基金。 

 二、各單位執行各類補助及委辦(建教合作)計畫案件，請依計畫執行 
     期限辦理經費請款、結報及結案事宜，並即早規劃辦理，並避免 

     集中期末採購。 
 三、107 年度本校資本門可用預算數為 2 億 6,683 萬 1,070 元，其中 1 
     億 7,698 萬 8,070 元為第 6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經費，請各業務單 
     位積極辦理，以提升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44



主計室業務報告 

 四、依教育部會計處 107 年 6 月 5 日舉辦 之 107 年度教育部會計處 
     及所屬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教育部會計處長提及凡屬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計畫，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 2 個月內辦理結 
     案。請轉知所屬確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辦理結案事宜，以免影響嗣後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之核給。 
 五、請轉知所屬辦理經費結報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確實依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六、本(107)會計年度行將終了(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為利本校決算 
    業務得以順利進行並依限陳報教育部，有關 107 會計年度經費結 
    報應行注意事項，本室業以 107 年 10 月 30 日聯合主字第 107060 
    0057 號函請於主計室網頁下載，請轉知所屬確實依注意事項辦理 
    經費結報及購建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業務。另亦請各單位先行檢視 
    有無時間長久仍未結案之案件，以避免應付款而遲延付款，而影 
    響相對人或廠商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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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7 年10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業務收入 1,014,536,977
　教學收入 455,298,816
　　學雜費收入 309,630,996
　　學雜費減免(-) -21,450,392
　　建教合作收入 165,923,232
　　推廣教育收入 1,194,980
　租金及權利金收入 677,278
　　權利金收入 677,278
　其他業務收入 558,560,883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93,431,000
　　其他補助收入 58,858,981
　　雜項業務收入 6,270,902
業務外收入 90,744,098
　財務收入 2,005,084
　　利息收入 2,005,084
　其他業務外收入 88,739,014
　　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 53,581,038
　　受贈收入 5,584,869
　　賠(補)償收入 24,556
　　違規罰款收入 8,862,499
　　雜項收入 20,686,052
合    計 1,105,281,075

收    入    科    目

國立聯合大學校務基金

業務收入明細表

截至10月底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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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費用(A) 518,112,531
正式員額薪資 364,451,556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45,102,317
其他 108,558,658
超時工作報酬 104,291
獎金 51,243,764
退休及卹償金 24,523,012
資遣費 0
福利費 32,674,642
提繳費 12,949

服務費用(B) 291,738,403
水電費 23,967,159
旅運費 12,769,62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6,866,521
修理保養與保固費 31,644,074

　一般服務費 178,999,693
外包費 10,043,279
計時計件人員酬金 168,659,243
其他 297,171

專業服務費 30,928,070
郵電費 3,066,777
保險費 3,126,714
公共關係費 369,775

材料及用品費(C) 48,965,442
使用材料費 19,367,122
用品消耗 29,378,193
商品及醫療用品 220,127

租金、償債及利息(D) 23,415,075
地租及水租 1,375,159
房租 170,734
機器租金 10,870,107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金 4,201,032
什項設備租金 1,388,152
利息 5,409,891

稅捐與規費(E) 924,138
土地稅 0
房屋稅 0
消費與行為稅 181,270
規費 742,868

會費、補助與交流活動費(F) 34,597,217
會費 278,389

　捐助、補助與獎助 31,500,654
獎助學員生活給與 24,245,724
其他 7,254,930

補貼(償)、獎勵與慰問 2,078,067
競賽及交流活動費 740,107

各項短絀(G) 18,869
其他(H) 26,392
現金支出(I)=(A)+…+(H) 917,798,067
折舊、折耗及攤銷(J) 123,683,672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106,853,402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舊 9,743,485
攤銷 7,086,785

支出合計(K)=(I)+(J) 1,041,481,739                                                                          

國立聯合大學校務基金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7年10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截至10月底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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