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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圖資處編印

華梵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資訊服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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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別
提案一

案

由

提案
單位

執行情形

中 華 電 信 雲 端 校 園 行 動 系統開 開發工作已完成，Android 版
APP 導入案，提請 討論
發組
將待新北市 666 華梵線建置
後 上 線 。 iOS 版 排 定 將 於
Android 版上線後 1~2 星期上
線。

提案二

精簡電子表單流程：表單中 系統開 經發函調查各表單流程業管
一級主管在「申請」、「業 發組
單位秘書室、圖資處、會計室
管」
、
「統編」
、
「驗收」階段
流程之必要性檢視。

調查後，共計精簡:【異動單】
【一般異動流程】
、
【地點異動
流程】作業之【5A：業管主管
覆核中】流程；以及【報廢單】
【非消耗品報廢】作業之【2:
業管審核中】流程。

Moodle 連結課程大綱

MOODLE 1.9 已完成與課程大
綱連結。

[人事系統-保險系統] 健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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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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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微軟對開發工具 VB6
的終止支援，將逐年針對現

本案經圖系 102425 號文，奉
校長核示暫緩進行，並優先建

有 VB6 所開發系統進行改
版並移轉至大崙山入口：本

置「全校導師」功能。
「全校導師」第一階段功能已

學期預計針對一、導師系統
二、學籍基本資料系統進行
移轉。

完成，並於 09.11 教師之能研
習營宣導、教育訓練後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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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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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01.20 通知將待教育
部「特殊教育法規」修改後進
行。

後，確認需求）。

提案三

出納系統增加「大宗郵政跨
行匯款」功能。

已完成。

折舊提列、報廢單自動轉傳
票及請購財物傳票回寫財

依上次會議決議優先進行上
次會議提案三，並將本案排入

管系統之功能。

103 學年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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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月_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
動表-5 級報表

依上次會議決議優先進行上
次會議臨時提案一，並將本案
排入 103 學年工作計畫。

出納系統增加「銀行利息提
列」功能。

已完成。

請於「一般行政系統」增加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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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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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
提案一

請於本校【一般行政系統】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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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Ⅱ」項下再新增「收支計畫
明細帳Ⅲ」，請討論。
臨時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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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除原先需求外，另於
學生資訊系統中增加學生查
詢功能。

參、 工作報告
除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外，102 學年第 2 學期其餘重點工作報告如下:
一、 課務組點名資料修改。
二、 學生資訊系統新增【租屋訪視資料】。
三、 學生資訊系統新增【住宿申請證明】。
四、 教育部學生學籍電子查核介接系統。
五、 轉學考分院不分系考試報名。
六、 與教務處於 09.10 及 09.12 針對系所助理舉辦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七、 例行性業務，配合業管單位系統增修需求，完成：
1. 102 學年第 2 學期成績作業
2.
3.
4.
5.
6.

103 學年暑期轉學考分院不分系網路報名作業。
103 學年新生接榜、班級分發作業
103 學年第 1 學期學雜費繳費作業
103 學年第 1 學期排選課作業
會計室查帳作業

八、圖資單申請維護：自 103.03.05 至~103.10.01 期間，經由圖資單申請完成
增修案共計：教師資訊系統 59 件，導師資訊系統 1 件，教務類 26 件，學
務類 17 件，總務類 18 件，秘書 2 件，會計類 18 件，推廣類 1 件，人事類
7 件，圖資類 1 件。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統開發組

案由：針對目前已知待開發系統案整理如下，擬排入系統開發組 103 學年度工作排
程，提請 討論。
說明：
提案分類

系統名稱

教學/輔導/教 Moodle2.6【整合校務系統，批次開課、選課】
師/學生
學生資訊系統【修習畢業學分狀況】
教師資訊系統【點名單列印功能】
導生守護系統
【曠課預警輔導】功能 (進行中)
【全校導師】後台及管理報表
行動華梵 APP
【華梵氣象】
【我的郵件包裹】
學籍系統
【準生修課及成績註記及整合】
【學生多身分別註記】
【學生多次抵免作業】
【統計分析報表】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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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_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5 級報表

圖資單 1030062:請於[支用率-1 及 2]增加[支用項目]查詢,俾
利完整核對教育部及其他各項補助款。 二,請修正[支用率-2]
查詢[經常門或資本門]統計時,應各別顯示,不必於[預算數]
欄全部顯示。
總務處

請購單新增可以讓採購組上傳檔案。
請購單修正附件命名方式，改以單號命名，不要用上傳檔案之
人名命名，以免造成因個人電腦瀏覽器之因素，開檔不正確，
影響採購程序。
財物修繕單增加【二十萬以上流程】

圖資處

因應開發工具 Visual Basic 終止支援，系統改版.NET 平台:
註冊系統學籍報表

決議：
一、通過。
二、另增加於現行各項招生考試中，以虛擬帳號轉帳繳費功能。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出納組

案由：擬將收據開立納入電腦系統作業中，並能自動產生『出納通知』、『出納收入
清單』及『收據清冊』等報表，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因應電腦化趨勢，提高服務品質與效率，本組規劃於收受現金或支票時
能即時開立電腦繕打之收據，減少人工繕寫誤植之發生及方便資料之蒐
集，並且能自動產生『出納通知』、『出納收入清單』、『收據清冊』等報表
之一貫作業，俾利後續會計及出納帳務工作之彙整統計及報表繕製。
二、提供現有紙本『出納通知』、『出納收入清單』、『收據清冊』影本供參(詳
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出納組

案由：為提高學校媒體轉帳付款之作業，以減少支票開立數量，請提供連結教職員
工金融帳號及學生金融帳號資料系統並轉檔，俾利全面性導入媒體轉帳付款
方式，提請 審議。
說明：
擬請將教職員工金融帳號及學生金融帳號資料系統納入一般行政系統之支出
清單作業中，能自動轉入金融資料並轉檔，俾利本組進行媒體轉帳作業。 (目
前廠商付款已順利完成媒體轉帳模式，但因教職員工生相關資料未能同步導
入 ，故尚未能全面配合媒體轉帳作業。)
決議：通過。
肆、 臨時提案 : 無
伍、 散會 : 1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