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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稿文號：

主旨： 陳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總務會議紀錄，敬請鑒核。

總務處  中華民國109年7月2日簽　於

說明：

　　　一、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總務會議，業於109年07月01日(三)

　　　　　召開。

　　　二、本次會議討論內容：

　　　　　（一）、總務處各組長業務報告。

　　　　　（二）、本校108學年度財產減損報廢案。

　　　三、會議紀錄如附件。

擬辦：奉核後，依會議紀錄辦理。

簽核意見簽核時間[單位 職務]
姓名

簽核單位

承辦人  [總務處 秘書]
吳嘉恩

2020-07-02
15:17:20

二級主管(或學
生教官)

2020-07-02
15:17:22

自動審核!

一級主管(或學
生導師)

 [總務處 總務
長] 蕭坤江

2020-07-03
08:31:33

[ 簽核: 核准 ]

    [3]秘書室  [秘書室 主任
秘書] 楊青隆

2020-07-03
09:29:40

[ 簽核: 核准 ]

  [1]校長室 [校長室  校長
蔡宏榮]

2020-07-03
09:52:31

[ 簽核: 核准 ]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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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總務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總務會議 

時   間：109年 07月 01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地   點：文鴻樓一樓會議室 

主   席：總務長蕭坤江 

出   席：白純菁、周峰進、劉淑娟、徐旭華、陳耀漢、賴富順、蕭明章、林永欽、

陳本明、孫敏育、黃隆建、趙國斌、洪飛恭、張宏德、劉彥君、徐毓瑩、

賴媛姬、趙偉勛 

列   席：保管組長翁富美、事務組長侯欣展、出納組長翁惠芳 

未 出 席：無。 

請    假：汪楷茗(陳清華代)、王緯甄(李卓信代)。 

紀    錄：吳嘉恩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內容確認無誤。 

參、總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保管組工作報告：翁富美組長 

一、本學期已完成重要事項： 

1. 保管組例行性工作： 

(1) 各項財產轉移、登錄、驗收 

(2) 鑰匙管理、文鴻樓會議室借用 

(3) 文具用品、信封、獎狀等請領等作業。 

2. 完成各單位 108學年度財產報廢申請案等相關資料彙整、報廢審查及各項會

議提案等相關作業。 

3. 完成 108 學年度各教學空間教室(含電腦教室)使用情形調查及教師研究室空

間調整。 

4. 完成 108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使用情形資料

上傳至財務資訊公開資訊網及相關設備相片彙整造冊等相關工作。 

5. 完成 108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

考評計畫相關自評表等資料報部作業。 

6. 完成 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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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版)等相關資料報部作業。 

7. 完成 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

(核定版)網頁上傳等相關工作。 

8. 109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召開工作。 

9. 完成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全校各單位財產盤點相關作業。 

10. 完成 108學年度畢業典禮各畢業班參與教室調查/收集/彙整/公告。 

11. 完成 108學年度畢業生學位服之發放、回收及押金退還相關作業。 

12. 完成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宿舍之住宿生門卡製作、發放及離宿門卡回收

等相關工作。 

13. 完成 109 學年度全校校舍財產保險；包含「火災保險」、「颱風及洪水保險」

及「竊盜保險」等三類之招標作業。 

14. 修訂「吳鳳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15. 完成全校影印機統一租用優惠方案。 

二、暑假預計工作項目： 

1. 保管組相關例行性工作。 

2. 協助應用遊戲科技系空間收回等作業。 

3. 108學年度全校各單位財產報廢物品清除(運)程序。 

4. 執行 109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設備之採購、驗收

及經費之核算作業。 

5. 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標餘款)規劃與分配之

相關作業。 

6. 110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之相關作業。 

7.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宿舍門卡更新製作及發放作業。 

8. 「博/碩/學位服」，送廠商清洗並完成點交作業。 

9. 本校財團法人變更案之財產清冊製作。 

 

事務組工作報告：侯欣展組長 

一、本學期已完成重要事項： 

1. 事務營繕例行性相關業務。 

2. 五人制人工草皮足球場工程。 

3. 機車停車場增設腳踏車停車座共 40座。 

4. 學生宿舍第二期冷氣刷卡計費系統（323間）。 

5. 學生宿舍入口斜坡止滑工程。 

6. 原教學館前道路修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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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車停車場增設電動機踏車計時充電站。 

8. 花明樓中庭鋼樑除鏽工程。 

9. 109年度校舍建築物安全檢查申報（縣政府）。 

10. 109消防檢修申報（消防局）。 

11. 109年非製造業能源申報（經濟部） 

二、暑假預計工作項目： 

1. 配合校安中心清理腳踏車停車區。 

2. 防颱防雨工作(水溝清淤、樹木修剪)。 

3. 美食街整理與消毒。 

4. 109年 07月 11日進行高低壓電力檢修。 

5. 車輛科技館新建工程申報開工。 

6. 各大樓汙物池抽取與水池清洗作業。 

7. 校園例行性設備修繕業務。 

 

出納組工作報告：翁惠芳組長 

一、本學期已完成重要事項： 

1. 學雜費繳費對帳、銷帳及製作收入統計表，供會計列帳。 

2. 支票對帳及銷帳製作銀行存款調節表。 

3. 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業及繳納。 

4. 例行工作各項經費、計畫研究與現金之收納。 

5. 零用金管理及盤點。 

6.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繳費單已印製完成，並於第 15週發放學生繳費。 

7. 配合舊生辦理就學貸款，於 109年 6月 18日，台灣銀行與台灣企銀至本

校辦理就貸對保手續及註冊繳費。 

二、暑假預計工作項目： 

1. 配合菁英服務中心辦理各類招生事宜。 

2. 日、夜、進三部新生列印繳費單及註冊事宜。 

3. 學雜費繳費對帳、銷帳及製作收入統計表，供會計列帳。 

4. 例行工作各項經費、計畫研究與現金之收納。 

5. 零用金管理及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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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保管組 

案    由：108學年度財產減損報廢案，提請報告。 

說    明：1.依本校「財產管理辦法」第五章財產之減損及報廢相關條文程序辦理。 

2.本校 108學年度各單位提出財產減損報廢案【如附件一】，報廢總金額為

$23,513,126 元。 

3.本案業經 109年 05月 13日行政會議及 109年 06月 03日校務會議及

109年 06月 17日提送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定：洽悉。 

 

伍、提案討論：無。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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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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