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0 6 學 年 度 第 0 9 次 台 南 校 區 主 管 協 調 會 議 紀 錄
會議時間：107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 中午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行政處
會議主席：郭仕堯處長
出席人員：郭仕堯處長、陳淑娟主任、黃俊彥組長
列席人員：游時郁書記
請假人員：邱淑玲辦事員

記錄：陳慧敏

壹、 處長報告事項
今天邱淑玲請假，請游時郁列席報告有關棒球場水源之事項。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06 學年度第 08 次台南校區主管協調會議議決執行情形表
項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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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會日期：107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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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議題
議題一：創新轉型與產學合作
(一)太陽能進度
(二)白宮進度
(三)棒球場水源與校區節水
(四)華南 ATM 遷移
(五)校園告示牌置換
(六)職員業務與工作職掌
(七)兩社大開課
(八)曾文社大增聘
決議：
（一）1.教育部已函復完成備查作業，此案公告傳閱於公文系統。
2. 校內合約審查作業持續進行中。

（二）本案委由本校法律顧問處理後續相關作業，預訂 5 月 29 日開庭。
（三）游時郁:1.棒球場水源預計取用滯洪池西側水源，或其將自行裝
設電表及水表以利計價。
2.原本從污水廠裝設電磁閥引水至棒球場，將取消此繞
道，恢復原狀，因對方反映施工費用過高，職建議其
購買管材等零件後，由職代為施工。
3.2 月水費較低有可能是寒假及過年期間用水量少，而
5 月水費較高是因夏季用水量高且近期體育館及棒球
場承辦活動較多。
（四）華南銀行來電表示 ATM 使用率太低將撤機，經討論後同意於 6
月 29 日下午後撤機，減少對學生的衝擊。
（五）新校園告示牌目前製作中，預計 6 月中旬可置換。
（六）1.目前因職員數銳減，同仁承辦業務量大，且未來 3 個月周末
承接場地借用場次多，將請營管組所有職員工認領周末加班
天數以利支援。
2.目前 2 個社大皆配置正職員工，未來有可能將正職員工調離
社大，以利校區人力配置。
（七）目前北門社大秋季班預計開課數有 104 門課。曾文社大秋季班
預計開課數有 141 門課。陸續增加中。
（八）曾文社大公開徵聘 2 名專案助理至 5 月 11 日，目前已收到 10
份履歷表。
議題二：營運業務報告
(一) 2018/4/11 中央空調冷氣開放日，於氣溫 28 度以上開放節能減碳。
(二) 2018/4/11 設備活化搬辦公桌椅乙批至北門社區大學。
(三) 2018/4/17 下營國小邱校長來電詢問借用漆彈場事宜，已提供相關資料
供參考。
(四) 2018/4/30 學友音響完成真理堂設備保養與故障排除。
(五) 2018/4/30 和泰產物保險提供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書明，供房屋安檢與
張貼使用。
(六) 2018/4/27 琴峰樂器張景峰總經理至真理堂評估管風琴。
(七) 2018/5/03 圖書館冷氣故障案報告與後續移機案。
(八) 106 年大專院校環保輔導評比計畫本校第三季評比結果總分 13 分，已
顯著進步。滿分採計 15 分，共 17 間大專院校評比本校之前成績如
下：第一季成績：11.2 分、第二季成績：9.6 分。
(九) 依進行組務工作盤點，表列各業務工作清冊，預計需 1-2 月時間進行統
整與製作文書手冊。
(十) 營運管理組新版網頁架構與線上維修申請平台已完成，目前線上維修
申請件數 34 件，待處理件 3 件，已完成 31 件。
(十一) 校區用電報告如下圖所示，目前節能成效呈 1-4 月份現近六位數金額
下降顯著，5 月份電費使用量僅於同期相比減少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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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校區用水報告如下圖，於 4 月期間與同期相比異常增加 534 度，5 月
份與去年度相比異常增加 1274 度，目前校區人數減少，探索園區使用
未異常，請方嘉宏技工協助調查並提供說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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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107/01 3278度

43262

480度

-17.16%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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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場地管理相關作業本校區露營場區目前產學合作案委外經營中，目前
校區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與房屋火災保險，已轉交副本投保證明書
供探索教育園區使用。
(十四) 於 107 年 3 月 12 日專簽申請流用本組預算辦理「異動（變更）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變更責責人及垃圾貯存區位置）」與「一般性變更水
污防治許可（僅辦理變更負責人）」等兩案，建請專責人員以公文權
責主管機關辦理上述變更申請，經費流用案暫緩使用。
(十五) 曾文社區大學提供課程資料表，以利設定冷氣供應時間。
(十六) 校區活化場地租借
活動公告_107.07.01_台南 HLK Fun 滑車、台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會於
體育館舉辦_2018 台南 HLK 夏季盃滑步車 PUSH BIKE 大賽。
活動公告_107.05.05-06_舉辦第 11 屆 ASVL 真理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活動公告_107.05.19-20_舉行 2018 年第二屆大專院校全國真理盃籃球賽。
活動公告_2018.04.29_麻豆柚城少棒隊舉辦南瀛社區棒球春季聯賽_於棒
球場舉行。
活動公告_2018.05.06_麻豆柚城少棒隊舉辦南瀛社區棒球春季聯賽_於棒
球場舉行。
活動公告_2018.05.20_麻豆柚城少棒隊訓練日。
活動公告_107.05.19_台南市南灜地政士公會研習動_地點：教學大樓
R307 教室。
活動公告_107.05.19_小天使幼兒園舉辦第三十七屆畢業典禮_於真理堂舉
行。
活動公告_107.06.09-10_台南小城舉行研討會_於真理堂舉行。

活動公告_107.06.30_台南市南灜地政士公會研習動_地點：教學大樓
R307 教室。
活動公告_107.07.07_大地陽光幼兒園舉辦畢業典禮_於真理堂舉行。
活動公告_107.07.14_史丹佛幼兒園舉辦第 17 屆畢業典禮活動_於真理堂
舉行。
活動公告_107.07.15_心欣幼兒園舉辦第 37 屆畢業典禮暨遊藝會活動_於
真理堂舉行。
活動公告_107.07.21_福祐幼兒園舉辦第二十二屆畢業典禮_於真理堂舉
行。
活動公告_107.07.22_麻豆樂人幼兒園舉行第六十四屆畢業典禮暨才藝表
演活動_於真理堂舉行。
活動公告_107.07.28_威爾森幼兒園舉行畢業典禮_於真理堂舉行。

議題三：教學業務報告
(一)學系業務報告（陳淑娟主任）
1. 小航盃於昨日順利結束。運健休的周末活動繼續進行。
2. 休憩系二年級 4 人確定內轉台北校區，其中 3 位轉觀光系，1 位轉運
管系。如此一來二升三年級就無學生。
3. 台南校區教師續聘案簽呈已完成，台北航空系聘任簽呈進行中。
4. 樓玟麟老師內轉航空系申請單目前於人文學院，收到後召開系評討
論。
5. 課程初稿已完成寄給各位老師，有問題可於 5/23 聯合系務會議提出
討論。老師鐘點不足的部分將送教與學中心進行媒合。
6. 旅健學程學生與校外單位實習的合約書，聯絡人為郭慧盈，代表人建
議為郭仕堯處長。
7. 旅健的實習意外險的保險金部分經討論後，建議訂為 300 萬的額度。
(二)農休所轉聘與合聘（郭仕堯所長）
1. 課程初稿部分有 2 門原定要開設的課程沒開，且有些老師開課的課程
與專長不符，開課原則有不聘兼任及不超鐘點，經由本次主管協調會
議，提出意見進行調整，以此調整後版本，送 5/23 聯合系務會議討
論。老師鐘點不足的部分將送教與學中心進行媒合。
2. 教師聘任部分農休所及休憩系的聘任簽呈已過，然休憩系 4 位老師又
提出內轉農休所，目前擬規劃異動如下：
(1) 郭芳琪老師：農休所主聘；
(2) 章國威、許毅璿、陳餘鋆、蔡淳淳老師：農休所主聘，休憩系從
聘；
(3) 陳淑娟、郭仕堯老師：航空系主聘，農休所從聘；
黃俊彥老師：運健休主聘，農休所從聘。
以上資料送所評會議討論。
(三)教師北調（郭仕堯處長）

目前送申請北調者計有：樓玟麟、于仁壽、蕭豫安、林裕凱。
(四)教學事務組業務報告（黃俊彥組長）
1. 上週六、日舉辦的真理盃排球賽已順利結束，下周六、日將舉辦真理
盃籃球賽。
2.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已通過委託本校教學事務組辦理「初階音樂律動輔
療師認證培訓」課程，不向學員收取任何費用，全額補助，本校會向
學生收取 2,000 元保證金。
3. 北門社大昨日已做組內課審，共計 104 門課，預計下周三秋季班開課
審查。
議題四：各單位協調事宜案
無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