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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3 年 3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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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梵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資訊服務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3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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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致詞 

針對已開發的系統，要多加強同仁間的教育訓練，以達校園資訊化的最大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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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目前已知待開發系統

案整理如下，擬排入系統開

發組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

工作排程，提請 討論。 

圖資處 詳工作報告。 

 

參、 工作報告 

一、 102 學年第一學期工作計畫執行情形： 

系統名稱 執行情形 

個人申請、推甄線上報

名作業 

已於 VMware 上完成建置「線上書審資訊系統」，課務組同

仁並已完成帳號及權限設定，預計將於 04.01~04.03 配合

大考中心時程下載學生書審資料，並於 04.09 開放系上使

用 

單號 1020103：「社團與

班級活動」課程成績及

課務相關系統，成績評

定採"通過"或"不通過

"修改作業. 

完成「教師資訊系統」、「成績系統」、「學習歷程系統」、「家

長安心系統」等系統及相關 18 項報表增修作業 

 

單號 1011004：延修生

畢業或退學後，查無對

應班級。 

已完成並上線 

單號 1020048：研究生

學生資料系統中增加

欄位。 

已完成並上線 

單號 1010284：增加全

校專任教師名單，以利

增 填 各 項 計 畫 預 算

單，辦理相關經費流用

事宜． 

未完成，開發進行中 

 



導生守護系統資料匯

入人事系統第二期 

已完成 

風信子向學獎助計畫

第二期 

 1.查詢學生郵局帳號 

 2.得獎名單查詢可以

與學生資訊系統結合 

 3.家長通知信函完成

由郵局直接寄發之電

子信簡訊 

 4.產生雜支單入帳檔 

已完成並上線 

營繕修繕單 一、需求變更未完成： 

1. 原先小單（營繕修繕單）功能擴大成總務服務單 

2. 架構由「大樓責任區」分工變更為「業務項目」分工

三、01.07 系統需求文件奉准核可 

銀行調整表 已完成並上線 

專案管考第三期 已完成並上線 

二代健保第二期 已完成 

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

資料庫匯入「人事系統

--教師整體成就」 

已完成並上線 

各單位自行設定統編

承辦人、財產單位經管

人 

已完成並上線 

會計室設定預算開放

使用起迄日期 

已完成並上線 

 

二、於學校首頁新增「學生生活資訊」網頁，提供學生簡便查詢交通車時刻表、

校內飲食、獎學金、二手書、工讀機會、租屋以及線上學習等快速連結介

面。 

 

三、例行性業務，配合業管單位系統增修需求，完成： 

1. 102 學年第一學期成績作業 

2. 102 學年第二學期學雜費繳費作業 

3. 102 學年第二學期排選課作業 

4. 102 學年第二學期轉學考考試事務作業 

5. 103 學年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考試事務作業 

 

四、圖資單申請維護：自 102.10.03 至~103.03.04 期間，經由圖資單申請完成

增修案共計：教師資訊系統 5件，教務類 28 件，學務類 4件，總務類 29

件，秘書 4件，會計類 19 件，推廣類 1件，人事類 7件，圖資類 3件。  



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統開發組

案由：中華電信雲端校園行動 APP 導入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簡報：中華電信客製化校園行動 AP 解決方案 

二、 方案所建置平台同時提供 ANDROID 及 IOS 應用，內容包含校校園訊息推播

及園內動態公車即時資訊系統..等功能，目前已有銘傳、高醫、靜宜、亞洲、

朝陽..等大學導入。 

三、 建置總費用除初期導入經費約 80~140 萬，保固費用每年 10%外，另有初期

圖書系統端配合整合修改費用及後續動態公車車機每台每月租用成本。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統開發組

案由：針對 102 學年第二學期資訊服務委員會，系統開發組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工

作排程，擬提案如下，提請 討論。 

說明： 

提案說明 系統名稱 

共識營指示 精簡電子表單流程：表單中一級主管在「申請」、「業管」、「統

編」、「驗收」階段流程之必要性檢視。 

教卓人力異動

調整 

Moodle 連結課程大綱 

圖資單 [人事系統-保險系統] 健保（含公健與勞健）大批變俸之「新

投保金額」對應等級有誤。煩請協助處理，謝謝。 

自 102.12.13 起，私立學校教職員由已領退休（職、伍）金之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

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之撥繳

責任，由私立學校負擔。 

VB 6 應用程式

移轉大崙山入

口（一） 

因應微軟對開發工具 VB6 的終止支援，將逐年針對現有 VB6 所

開發系統進行改版並移轉至大崙山入口：本學期預計針對一、

導師系統二、學籍基本資料系統進行移轉。 

102 學年第一

學期已排既定

工作 

成績系統修改暑期成績計算，擬請分為「特殊個案」及「暑期

總結」兩種 

學務系統增加「資源教室學生輔導」系統。（將待教育部將「特

殊教育法規」變更後，確認需求）。 

出納系統增加「大宗郵政跨行匯款」功能。 

折舊提列、報廢單自動轉傳票及請購財物傳票回寫財管系統之

功能。 

財物系統-修繕明細之查詢,作為財物保管人提報財物維修及

報廢評估之參考 

月_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5 級報表 



出納系統增加「銀行利息提列」功能。 

 

決議：(1)經會後系統組與會計室同仁協商，因本次會議會計室新增兩項提案（提案

三及臨時提案一），影響原先排定之工作期程；本案「折舊提列、報廢單

自動轉傳票及請購財物傳票回寫財管系統之功能」及「月_固定資產及無

形資產變動表-5 級」兩項開發案，將待提案三及臨時提案一完成後進行；

若無法於本學期完前，將優先排入下學年系統組工作計畫。 

(2)其餘工作項目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請於「一般行政系統」增加下列功能: (１)「會計出納報表 II／沖帳餘額表

及沖帳明細表-期間」中協助增加「會計科目下拉選單」功能。  (２)「會計

出納作業／填寫-支出清單／作業 2-1.製作 NSC」增加「經費來源」勾選功能 

說明：(1)目前系統「沖帳餘額表及沖帳明細表-期間」係僅以人工鍵入[會計科目代

號]一種方式查詢，故須先另外尋得所需科目代號方可進行沖帳餘額查

詢，耗費時間、精力。 

(2)目前除國科會計畫案外計畫案配合款及產學計畫之「付款對象」皆為（NSC）

作業上需區分俾利帳務查詢及調整。 

決議：通過。 

 

肆、 臨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請於本校【一般行政系統】新增二項查詢功能,即「中程計畫預算-查 1(103 年

以後)」及「會計出納報表Ⅱ」項下再新增「收支計畫明細帳Ⅲ」，請討論。 

說明：(1) 茲因本校 103-105 學年度中程計畫整體目標及工作計畫與 102 學年度以

前之中程計畫整體目標大不相同,故須新增與中程計畫相關之會計表報功

能，俾利查詢及提供正確財務資訊。 

(2) 另有關 102 學年度以前之「中程計畫預算-查」及「收支計畫明細帳Ⅱ」

請保留, 俾利查詢。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申請於「大崙山資訊入口>一般行政系統」項下，開放教職同仁查詢個人所得。 

說明：因本校個人所得收入帳務資訊已臻完備，而現今校方僅於年度報稅時提供同

仁扣繳憑單，未提供線上查詢功能。擬申請於「大崙山資訊入口>一般行

政系統」項下，新增查詢「個人收入」功能，便利同仁使用。 

決議：通過。 

伍、 散會：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