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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梵    大    學 

資訊服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會議時間：101 年 10 月 17 日（週三）上午 9 時整 

地點：五明樓一樓 第二會議室 

 

圖資處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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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資訊服務委員會 會議記錄 

 

時間：101 年 10 月 17 日 (週三) 上午 9時整 

地點：五明樓一樓 第二會議室 

主席：朱校長建民 

出列席人員：詳見會議簽到單 

 

壹、 主席致辭： 

一、 校務系統在開發之前，需求單位除要評估系統的實用性及同仁的操作習慣

外，並應在系統完成後辦理相關教育訓練課程，以提升系統的最大實質效

益。 

二、 系統的發展需與時俱進，除功能性的滿足外，另要考量使用者終端設備的

變化。 

會中並針對系統組工作報告指示： 

三、 針對主管資訊系統，由圖資處召開說明會，對系所主管說明。 

四、 世新人事系統中有關請假尚未完成部分，由人事室促請世新儘速完成，並

交付圖資處完整原始碼。 

五、 請學務處就工讀系統中有關工讀履歷查詢功能，進行校內宣導作業。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案 別 案  由 
提案 

單位 
執行情形 

提案一 針對系統開發組 100 學年

第二學期工作排程擬修改

如下，提請討論。 

圖資處 詳工作報告第一項「100 學年

第二學期工作執行報告」。 

 

參、 工作報告 

一、100 學年第二學期工作執行報告： 

工作事項 執行情形 

家長撥打網路電話進學生

宿舍 

因新宿舍工程尚未動工，本案未進行。 

主管統計查詢系統 已於「大崙山資訊入口>主管查詢系統」下新

增：1.校園電腦資產查詢：查詢全校各單位電

腦相關財產情形。2.往來廠商排行：查詢全校

各年度支出對象及排行。3.重要指標：以圖表

方式呈現學校歷年各項重要數據；現今包括近

五年中途離校人數統計圖、近五年學生休學人

數統計圖、近五年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人數統計

圖、近五年學雜費減免學生人數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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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考開發案 已完成，系統業管同仁驗收中。 

人事系統導入及整合案 學校已於 101.08.31 完成付款程序，另依主秘

裁示，系統中有關「請假系統」功能，由人事

事促請世新同仁於 101.09.30 前修正完畢，並

交付完整原始碼。 

教育部會計科目變更 已完成。 

註冊系統升級 本案經華梵圖系字第 100417 號文，奉校長簽核

後改以「小額繳款機收費之新版成績系統」替

換，完成並已上線。 

工讀資訊系統 完成並已上線。 

學習歷程增加登錄人員 本案執行期間，因系統承辦人員劉禧慧技士，

於 100.5.1 至 101.02.29 期間調任至教務處註

冊組，且回任後因優先開發臨時交辦之本年度

重點工作「導生守護系統」，本案未進行。 

學習歷程包裝及美化 完成並已上線。 

推廣中心委外作業學員相

關資料移轉案 

因台中分部資料尚未提供資料，本案未進行；

另已針對系統需求進行訪談，完成系統分析作

業。 

學務系統近程擴充計畫 完成近程需求第一期功能，包括：1. 新增宿舍

申請「舊生申請」作業功能。2. 校務系統「宿

舍住宿費(住宿雜費)繳費、退費系統」功能。

3.學生有轉系或轉換班級時，系統能自動將學

生列入新班級的未指定導師學生。4.「系所班

級導生及個別教師導生查詢及報表列印」功

能。5.「學期導師費發放清冊查詢、列印及匯

出 excel 檔案」功能。 

請修單 完成並已上線；另配合業管要求，電子表單名

稱改為財物修繕單。 

 

二、期間另完成: 

1. 例行性業務，配合業管單位系統增修需求，完成：101 學年預算填報作

業、101 學年轉學考招生考試作業、101 學年碩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

班招生考試作業、101 學年大考中心新生接榜作業、101 學年年度升級

作業、101 學年第一學期學雜費繳費作業、101 學年第一學期排選課作

業、100 學年度會計師查帳作業。 

2. 因應 101 學年即將啟用之簡訊系統，提供平台管理員及各系所助理同仁

查詢學生行動電話功能。 

3. 完成導生守護系統第一期建置並上線。 

4. 點名系統伺服器升級作業，以提昇系統效能，縮減教師點名作業時間。 

5. 於 101.08.14 針對教職同仁舉辦大崙山資訊入口教育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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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例行性維護：自 100.03.01 至~100.09.30 期間，經由圖資單申請完成增

修案共計：教師資訊系統 2件，教務類 82 件，學務類 17 件，會計類 39

件，總務類 23 件，人事類 53 件，圖資類 18 件。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資處 

案由：針對目前已知系統待開發案整理如下，擬排入系統開發組 101 學年度工作排

程，提請 討論。 

說明： 

系統名稱 系統說明 說明 

導生守護系統

第二期 

1. 提供諮輔組同仁導生守護系統後台作業及相關

查詢報表功能 

2. 主管檢視「紅燈狀態」學生名單 

3. 轉學生歷年輔導記錄整合 

4. 對於新增輔導記錄，另以特殊圖示或文字標示 

5. 簡訊通知（此項需求因涉及各單位導師可用額

度及使用規範，將待相關辦法訂定後進行）。 

延續前一期作

業 

學務系統短程

計畫第二期 

1. 活動歷程系統：增加「社團、營隊活動之歷程

記錄」功能 

2. 弱勢助學系統：增加「弱勢助學金」上線申請

功能 

3. 就學優待減免及貸款系統：加強「查詢」功能、

改善輸入介面、退費處理增加「有減免-溢繳學

雜費」類別 

4. 導生、操行、獎懲系統：增加「懲處註銷原因

註記」及「歷年銷過紀錄查詢、列印」功能 

5. 工讀金核銷過程中增加通知學生流程 

6. 宿舍抽籤系統 

專案管考系統

第二期 

新增後續相關統計報表。 

推廣中心系統

第二期 

經系統分析後，將於本年度完成： 

1. 先以推廣人員角色為使用者，建立系統管理者

各項功能。 

2. 開發功能為基本檔維護模組、課程管理模組、

學員管理模組、管理性報表與查詢模組。 

「三向度知識

教學模式」系

統建置第一期 

經系統分析後，將於本年度完成： 

1. 課程大綱系統：增加填寫「能力評估項目及說

明」功能。 

2. 教師資訊系統：增加登打學生「能力評估」分

教學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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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功能。 

並預計 102 學年度完成第二期功能： 

3. 學生資訊系統：增加「查詢本學期修課能力」

及「查詢歷年能力」。 

瀏覽器相容性 針對日漸多元之瀏覽器（2012 年市佔率 IE 

52.96%,FF 20.88%,CH 18.94,SA 4.9%），分析各瀏

覽器間相容性，據以建立往後校內系統發展原則，

以提升使用者便利性。 

圖資處建議 

支援會計師年度查帳作業 會計室建議 

決議：  

  一、「三向度知識教學模式系統建置第一期」工作項目，會後經校長裁示，僅做

「課程大綱系統：增加填寫能力評估項目及說明功能」。 

  二、餘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建請於校務行政系統新增「維修通知單」，以取代現有紙本之「華梵大學營

繕修繕單」。 

說明： 

一、總務處現行報修機制係使用紙本之「營繕修繕單」為主，易因人為因素造成

維修案件不易追蹤掌握，且管理上需有專人登錄及後續追蹤，亦不易進行後

續統計工作。 

二、經使用校務行政系統之「圖資通知單」後，認為該系統已可符合需要，故目

前已將本處各職掌之維修工作初步依圖資通知單之分類架構，區分表列如附

件一（pp. 7-9），擬提請依「圖資通知單」之架構與模式建立為「維修通知

單」，以利全校教職員同仁使用。 

三、總務處營繕組為有效提升修繕作業品質與績效，已進行內部作業職掌與程序

之調整，更需資訊化系統的輔助，讓校園各項設施更加完善。 

決議： 

一、現今校內已有「學生與教職員工意見通報網站」、「財物修繕單」，如何讓使用

者能有一明確、有效的服務窗口，會後請總務處與圖資處協商。 

二、經會後協商，本案如原提案進行。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有關新增授課教師提報學生扣考課程相關系統功能，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三十六條規定，凡某一科目缺課時數達該科目全學期授課總時

數三分之一者，經授課教師提報教務處，即予扣考該科目處分，該科目學期

成績以零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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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提報作業皆由教師至遲於第 16 週將提報資料交至教務處進行彙整公告

(第 17 週)，為利教師進行扣考標準判斷並確保提報資料無誤、維護學生學習

權益，故提出申請新增系統功能需求。 

三、在顧及授課教師提報學生扣考課程、導師查看導生有無面臨扣考課程處分、

系務承辦人掌握學系學生扣考情形、家長查閱學生學習狀況、學生自我檢視

學習表現等各面向，將申請於教師資訊系統、導師資訊系統、學生資訊系統、

家長安心系統、課務系統、系務資訊系統、教務行政系統新增功能，相關需

求功能說明如附件二（pp. 10-12）。 

決議： 

因現今學則中有關扣考規定，可能與憲法所主張人民權益相牴觸；在學則定

位尚未釐清前，本案暫緩。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有關資源教室學生輔導系統需求，提請 討論。 

說明： 

1. 資源教室學生基本資料：透過全校學生資料電子檔案時，能夠將有選項勾選

身障生身分，設定身份別為身障學生的個人基本資料以及結合學務處生輔組

學雜費減免系統資料，整合匯入資源教室學生輔導系統 

(1)方便資源教室查詢 

(2)擁有『新增』資源教室學生功能權限 

(3)系統中增加資源教室服務勾選選項：獎助學金申請、停車證申請、伴讀

生申請、服務教育申請、適應體育申請、英文加強輔導申請、學雜費減免申

請、宿舍住宿申請、其他服務（空白填寫欄位）。 

2. 資源教室學生導師查詢及導師信箱 

3. 資源教室學生當學期選課結果查詢及當學期任課老師信箱：配合學校選課系

統，當資源教室學生選課確認後選課清單直接匯入資源教室學生系統，並同

時匯入任課老師信箱連結，以便快速通知任課老師資源教室學生的特殊情

況。 

4. 資源教室學生缺曠課、D 級名單警示系統：配合學校點名系統，讓資源教室

能夠快速了解學生學習狀況，以便通知家長與導師，共同協助學生學習狀況。 

5. 資源教室學生選課、成績查詢：包括歷年選課、成績查詢。 

6. 資源教室學生伴讀生資料查詢：提供可以查詢伴讀生基本資料、修課成績、

任課老師之權限 

7. 資源教室學生宿舍資料：以宿舍系統匯入資源教室學生住宿分機、室友名

單、房號。 

8. 簡訊系統：方便資源教室以簡訊方式聯絡 

決議： 同意。 

 



- 8 -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有關學生資訊系統學生資料，如何連結，提請討論。 

說明： 

1.   目前本校註冊系統學生通訊地址為學生家長地址，學務系統學生通訊地址有

時學生更改為租房地址，造成不一致。 

2.   本處曾於 8 月 13 日由教務長邀請學務處、圖資處同仁商討，其商討結果如下： 

I. 新生登錄系統與學生大崙山入口連結，一旦學生更改資料，同時更新，由

學務處生輔組行文各導師，於開學一個月內（10 月 15 日前、3月 15 日前）

輔導學生上網填寫其基本資料，日後若有更正，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變動。 

II. 新生(含暑轉生)：學務處新生登錄系統設定第 1 學期於 10 月 15 日前； 

寒轉生：第 2 學期 3 月 15 日前登錄完成後，直接寫入教務處學籍系統。 

3.   本案係上級指示提案討論，以排入工作時程。 

決議：同意。 

 

提案六：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校內暑期成績如何登錄，提請討論。 

說明： 

1.  現行作業方式暑修資料無法掌握，任課老師無法上網登入(系統未完成)至承辦

人採被動式人工處理，亦無法即刻了解學生是否能畢業。 

2.  為求開課與登錄成績一貫作業，避免學生成績登錄有所遺漏或未登分之情形，

建請比照學期成績登錄方式由教師上網登錄處理，以免造成學生暑期成績遺

漏。 

3.  本案曾於 101 年 6 月 11 日提出需求，圖資單 1001158，但礙於系統開發組忙

於學務系統開發至無法於暑假完成。 

決議：同意。 

 

伍、臨時提案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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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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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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