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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總務處 105 學年度第一次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12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唐總務長硯漁                                         記錄：蔡芳美 

出席者：詳見簽到簿 

 

壹、主席報告 

一、非常感謝大家這學期的努力，尤其本學期遭遇 2次颱風，在同仁的幫忙下渡過了危機，

也讓總務工作推展順暢，各單位都給予總務處正面的肯定，感謝各組組長及同仁們。 

二、總務相關工作要如期、如質且有效率的完成，相關會議紀錄應於 3天內完成，以利後

續提案及政策之推行。 

三、公文應隨到隨辦，不得積壓公文。 

四、同仁對其他單位要求提供資料或經費，應具業務敏感度，如非例行性業務，應先請示

組長後再處理，切勿自行應允。 

五、請撙節費用，明年度一例一休制度致外包成本上升，垃圾清運費用也調漲，調漲經費

將排擠明年校舍維修經費，敬請營繕組及各組對明年度各項支出都要嚴格把關。 

六、明年度將與主計室開協調會議，同仁如有與主計室協商事項，可陸續準備資料，以利

協調會討論。 

七、營繕組重要工程，已請營繕組將教育大樓、特教大樓電梯及研究大樓興建工程之相關

進度公告全校週知。 

八、總務處多數同仁服務態度良好，惟仍有少數同仁服務態度須再加強。 

九、各組同仁應持續落實節能減碳工作。 

十、各組應落實走動式管理，校園內如有發現維修事項，應主動通報，主動協助。 

十一、各位同仁之考績會結合同仁平時工作表現來考評，表現不好考績將核給乙等甚或丙

等。 

貳、各組工作報告： 

文書組 

一、為配合本校各單位業務進行，文書組承辦郵件寄發，今年8月1日至11月30日止，本校

郵資支出計82,790.5元，較104年度同期郵資支出減少5,681.5元，這都是文書組負責

郵資處理同仁控管得宜的成果。另學生信件招領，本校圖資處已協助增設電子信箱通

知功能，使同學立即收到信件領取通知，較以往更為快速。 

二、本校公文線上簽核105年8月1日至11月30日止，經統計此段期間收發文相關數據如下：  

1.收文：總計4050件（電子來文3519件、紙本來文531件），其中3980件以線上簽核、

70件以紙本簽核方式辦理，線上簽核率為98.27％（104年為98.44 ％）。 

2.發文：總計2055件，其中線上簽核1884件、紙本簽核171件，線上簽核率為91.68％

（104年為80.62％）。 

3.創簽：共1222件簽，其中線上簽核1070件，紙本簽核152件，線上簽核率為87.56％

（104年為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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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公文線上簽核暨檔案管理系統自101年11月19日上線實施，已徹底改變以往紙本

簽核作業方式，確實提升行政效能及達成節能減紙目標，使本校公文電子化邁向新的

里程。101年底及102年全年，本校公文線上簽核節省紙張即達16萬餘張，經換算減少

樹木砍伐量（保育樹木數量）約19.3棵，減碳量約231.6公斤；103及104年度紙張節

省量、樹木減少砍伐量及減碳量均有明顯成效。105年至11月30日止，計節省紙張

262,908張，減少樹木砍伐量約32.86棵，減碳量約394.32公斤；其他效益則為減少碳

粉使用量，節省大量公帑，減少印表機器耗損，延長使用年限。公文傳遞則為減少公

文遺失率及拖延，有效提升公文流程管控效率。 

四、為提升行政效率，文書組奉主任秘書指示自103年10月起，對公文承辦天數逾期7日以

上之承辦人進行電話稽催。本學期起依主任秘書於秘書會報中指示，改為對逾期5日

以上者進行電話稽催。自施行稽催以來，效果確有提升，唯仍有公文未即時辦理、會

辦單位拖延積壓、單位主管延宕等情事發生，雖為數不多，仍為影響本校公文效率主

因，文書組已依主任秘書指示，繼續加強稽催，隨時提醒同仁，共同為提升行政效率

努力。又文書組亦將全校公文承辦天數及逾期單位件數等數據，製成圖表置於文書組

網頁，俾供閱覽參考。 

五、為配合行政院執行「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本校自105年

7月1日起，依照該計畫之規定，對以電子發文附件檔案格式進行嚴格控管，要求發文

附件檔案格式至少須有ODF-CNS15251格式，如附件不符檔案格式規定者，即予退件，

俟承辦同仁將附件格式轉換後再行發文，目前實施成效良好。 

六、本校前身-臺灣省立高雄女子師範學校第一屆校友許珠貴女士，在畢業近60年時，慨

然決定將所珍藏的女師第一屆畢業紀念冊捐贈予母校。文書組即規劃並於10月19日於

和平校區簡報室，辦理一場捐贈儀式，由吳校長親自主持。典禮中吳校長除頒贈感謝

狀外，並將許女士在女師時代的成績單及學籍資料印出當場贈送，令許女士及觀禮的

校友們都頗為驚訝感動。另其中觀禮之第一屆校友郭淑微女士亦囑咐其子趕回家中，

將其在畢業時榮獲第一名的獎狀捐贈給學校，為本次捐贈活動製造另一高潮。隨後許

女士等校友在吳校長引領下，參觀校史室及風華走廊，瞭解學校發展歷程，並參觀圖

書館，對如何運用新穎科技設施強化圖書功有更深刻認知，並對學校致力於教學研

究，努力改善環境深表佩服。 

七、自104年9月起，文書組於網頁開設「影藏歲月」專欄，將本校歷史做趣味性介紹，以

建築物或人物之老照片，搭配文字解說，使讀者對本校過往滄桑歷史與前人之無私奉

獻，能有更深入瞭解。並奉校長指示，於本校首頁設「影藏歲月」專欄及於facebook

同步刊出，以提供多元管道便於讀者閱覽。該專欄係於每週四刊出，目前已出刊至第

67期，點閱人數已逾3370餘人次。 

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總務處文書組，於8月23日（星期二）上午由該組胡素梅組長帶領

二位同仁，至本校文書組進行文書檔案標竿學習，文書組依其所需，規劃研習課程及

參觀科目，以進行工作經驗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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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書組為配合業務需要及落實職務輪調制度，使組內同仁對整體業務有全盤綜合瞭解

與認知，繼續提升行政績效及服務品質。105年10年1日起再次實施二年一次之職務輪

調，並以處函通知本校各學術及行政單位知曉。 

十、本校公文線上簽核101年11月19日上線實施以來，至今已四年，同仁反應良好，線上

簽核傳送較以往紙本簽核傳送更為便利安全；唯紙本公文仍有賴基層工作同仁遞送，

為確實掌握傳送流程與時效，希同仁於紙本送出時，能於卷宗夾封面加註擬傳送單

位，便於基層工作同仁辨認及正確傳送。又本校公文線上簽核配有線上流程管制措

施，也希望同仁對公文流程能多費心掌握，隨時於線上追蹤流向與進度，以提升行政

效能。 

十一、文書組依實際需要編列預算，並與圖資處合作，已將部分表單納入線上簽核系統，

協助同仁精進業務需求，並減少紙本遺失之風險。日前由圖資處召集與主計室研議，

試將申購作業納入線上簽核辦理，惟仍因主計法令對實體簽章有嚴格要求，故本案暫

時擱置，伺日後如法令有所放寬時再議。 

文書組補充報告:公文承辦完成應立即歸檔，如未歸檔，系統上承辦天數仍繼續計算，將

影響個人及學校承辦公文之速度。 

事務組 

一、105年7月14日本校協請｢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完成改善和平一路校門口人行道設置，與

分隔島修正及週邊相關工程，以利大型遊覽車出入校園，新增設置右方人行道斑馬

線，以利師生及市民出入安全，本次工程承蒙｢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立法委員趙天

麟服務處｣、｢同慶里高文明里長｣、｢前高雄市政府吳宏謀副市長｣鼎力協助本校完成

相關交通設施改善與建置。 

二、105年7月26日高師大總事字第1051006025號函公告，本校｢i便當大團購系統｣歡迎使

用並推介廠商，本訂餐系統由本校電子計算中心規劃，總務處事務組管理，目前以訂

餐媒合作業為主，視系統之需求逐漸依師生同仁之需求，開放廠商、訂餐者、管理者

三方便利、快速、有效管理為最終目標。 

三、105年8月3日（星期三）上午10時於本校行政大樓6樓第5會議室，由王副校長惠亮主

持「105年度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樹木銀行綠美化工程土地無償提供使用與綠美化」

委予｢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協調土地無償提供使用與綠美化會議，本校由總

務長、事務組長、保管組長、營繕組長出席參與協商。 

四、105年8月22日以高師大總事字第1051006726號函公告，本校車管會教職員工申請車輛

通行證線上系統，將於105年8月25日開始接受線上申請，並籲請各申請者務必配合於

線上申請系統所有表列欄內填、檢具相關資料(證件可自行以手機或掃描後存入)後送

出，並請自行列印一份，並於簽章處自行簽名或蓋章，代領者另請於領取者持處簽名

或蓋章，請於上班時間內至本校兩校區(依申請取件之校區)，｢總務處事務組｣領取車

證時繳交管理單位，俾便依所繳交文件逐一核發車證。目前已將各教職員工以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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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系、所、行政單位(以組基本分組)整筆輸入，並採｢續辦｣點選方式處理，目前

正請相關單位將群組｢員工編號｣鍵入，俾便加入程式列入系統工作常態申請作業。 

五、105年9月12日上午10:00於本校和平校區行政大樓6樓第3會議室，辦理兩校區各單位

集體申辦車管會教職員工申請車輛通行證，線上系統作業說明會。 

六、105年9月13日下午2至4時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假樹德科技大學圖資大樓(1樓)LB104會

議室，召開有關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委託｢三維移動有限公司｣辦理「高雄市大專院校公

路公共運輸改善示範計畫對交通安全影響委託研究案」第二場座談會，該局邀請本處

事務組張南山組長出席，學務處楊弘琪教官出席。事務組張南山組長於會中向｢高雄

市政府交通局｣感謝，協助本校今年度建請相關交通設施改善與建置完成。 

並另向該局請求協助研議本校兩校區間公車開設之可行性，並獲該局黃萬發副局長應

允交由運輸規劃科研議。 

七、105年9月14日莫蘭蒂風災重創兩校區，和平校區樹木嚴重傾倒斷落並阻斷校區內部道

路，9月15日即將校區倒木清理完成，回復道路暢通，9月16日完成傾倒樹木扶正。總

務長發動兩校區師生9月19日下午一起參與「愛校淨校」動動手協助校區環境復原工

作，該項活動由吳校長連賞、王副校長惠亮於兩校區分別活動主持，使校區環境回復

近半。兩校區歷經3週始完成清運倒木。 

另位於和平校區單職務宿舍左前方兩棵由｢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列管之珍貴樹木(編

號：11、12)兩棵大榕樹傾倒，業經該局於9月19日下午4:48會同｢樹木老師｣檢視後，

因該處土表面積狹小根系發展受限屬淺根狀態、且與週邊建築物、鄰近樹木太近，而

大型機具亦無法進入該區域作吊掛樹幹，評估樹木經鋸除部分枝葉後預估重量仍約有

30噸左右，扶正種回生長機率較小，已同意本校鋸除。並由該局另行辦理樹木解除列

管程序。 

八、105年 10月 6日本處業已發函商請｢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免費撥贈樹苗，以供本校因莫

蘭蒂、梅姬兩颱風重創本校樹木傾倒折損近百棵樹木，以達成地區節能省碳效應，經

該局核撥後將由本校自行運送種植，以補足原有之樹木密度與數量。因其所提供之苗

株過小，且林務局前年以提供 2萬棵相同樹苗，於燕巢校區分植育成中，故未接受其

撥贈。 

九、105年10月24、25兩日由總務長主持於燕巢、和平校區監視管理系統驗收，分別驗收

兩校區公共區域監視管理系統，目前已完成之項目為改善兩校區車棚出入口管理監視

系統、門柵管理系統，和平常發生竊案活動中心大門出入口、臨運動場台階、司令台，

監視管理系統。未來106年度將設置第2、3階段監視管理系統，將執行兩校區各重要

路段、轉彎路口、各建築物出入口、和平一路、凱旋路、人行道、本年度已首先規劃

綜合大樓一樓各出入口監視管理系統，俟學校有剩餘年度經費將優先裝設。 

十、蒙輔諮所卓紋君教授引介｢愛樹協會｣贈送本校樹木，105年10月26日下午由總務長至

該協會仁武苗圃選擇，烏臼5棵、光臘50棵、茄苳5棵、竹柏10棵、紅花風鈴木50棵、



 - 5 - 

黃花風鈴木50棵、苦練30棵、山櫻花6棵、含笑5棵，本校另致贈校長感謝狀乙禎以表

感謝之意。 

十一、本校燕巢校區燕窩宿舍後方山坡地坍塌，業於105年11月1日下午會同農委會屏東林

務局會勘，初步認定為本校之校地邊界，經總務長再次協商該局105年11月24日下午

再會同本處營繕組，作相關水土保持改善計畫請廠商規畫施作事宜，預定明年度雨季

前完工。 

十二、105年 11月 4日校運動會暨慶祝大會於燕巢校區舉行，本處外勤班支援兩校區環境

整理、運動會場布置及器材運輸、啦啦隊道具運輸、運動場草坪灑水保濕，外勤班同

仁此一期間特別辛勞，本處另與敘獎鼓勵。 

十三、105年11月11日本校函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撥贈「洋紅風鈴木」46棵

以復植莫蘭蒂颱風受損傾倒樹木，俟該處至本校進行實地會勘後撥贈，預計植於和平

校區校門口兩側、教育大樓後側、行政大樓後側。 

十四、105年 11月 22日業經校長核定，綜合大樓一樓各出入口監視系統，以本年度剩餘

設備費裝設，業於 105年 11月 28日發包後進行監視系統設置。 

十五、燕巢校區機車違停情形嚴重，違規停放有妨礙交通則逕予拖吊處理，並於學校首頁

及各宿舍經常性公告呼籲與提醒同學遵守，駐衛警及保全人員值勤違規取締停放開

單，亦要求依此規範執行開違規告發單，並將違停機車牌照號碼公告於本校總務處駐

衛警隊網頁週知。目前科技大樓與燕窩宿舍後側違停嚴重，均有上開之違停事實，學

校將列入重點加強逕予拖吊處理，以維該處之車道淨空與公眾安全，燕巢校區將於 107

年度便列概算規畫與設置機單車專用道。 

十六、基層工友已遇缺不補，致而工友年齡大都邁入 50歲以上年齡層，尤其是外勤班工

友，需支應兩校區外部空間維護與相關事務支援，且體力逐漸不勝負荷搬運笨重東

西，目前各單位要求支援人力案頻繁，建請各單位儘量委外或提倡自我服務與學生工

讀方式因應，預計本校外勤工友人力兩年內陸續有兩位屆齡退休。依｢中央各機關學

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第八條規範如下： 

十七、各機關學校應有效運用工友、技工人力，並採行下列措施： 

(一)採取替代措施： 

各機關學校應將其事務性工作，積極採取使用現代化事務機具、推動業務資訊

化、簡化流程、擴大外包、運用志工、替代役等人力及全面推行職員自我服務等

替代措施辦理。 

(二)改進工作分配： 

各機關學校得改採集中、不固定方式分配工友、技工工作，並得分配擔任其他事

務性工作。 

(三)協助辦理業務： 

各機關學校得視業務需要，加強充實工友、技工知能，除不得執行涉及公權力行

使之業務外，得協助辦理未涉職員核心業務及法律責任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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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總務事務工作繁雜亟須配合數位化與電子器材設施支應，對許多維護性管理軟體及

程式開發應用，請學校能適當重新檢討與配置程式設計開發與維護，相關人力調配與

支援。 

十九、本組執行各單位採購近期發現之個案，均為大部份不瞭解採購作業法規與程序，將

加強基層人員及行政主管｢政府採購法｣作業宣導，印製採購作業宣導手冊，建置於學

校總務處、事務組網頁，供各單位隨時瀏覽參考，並將以往各單位採購作業之錯誤態

樣印製成冊，供採購作業宣導座談會，並另建置於學校總務處、事務組網頁，供各單

位隨時瀏覽參考。每學年初、中均適時辦理採購作業宣導座談會，以期與各單位直接

溝通採購作業正確作法。籲請各單位進行授權採購金額(30,000元)以上限之預算採購

時，務需先洽辦總務處事務組提供正確採購程序之資料與參考資料供作業參考，以免

發生｢政府採購法｣第十四條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

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

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之規範。 

二十、106年度高雄市環保局106年度提高每公噸垃圾焚燒費用調高為2,431(未含運費及

稅管費用)106年度為1,700元，每公噸突增731元，目前業者報價以每車計價5,000元，

採實廢棄物清運收受費用，不再依以往總包方式計收廢棄物清運費用。籲請各單位與

學生宿舍(每學期末退宿清理宿舍廢棄物，未確實分類為大宗廠商收取時頗有意見，

容易遭高雄市環保局焚化廠稽查開罰)確實落實垃圾分類，並依本校｢資源回收管理要

點｣建立嚴謹有效之資源回收運作制度，來執行資源回收工作，以達垃圾減量與減少

本校垃圾清運費用龐大經費支出(105年度兩校區垃圾清運費用為﹩1,014,000元)。 

二十一、本校自 106年度起各單位電話費，因學校經常門預算已無法編列支應，經 105年

11月 30日本校目標管理與校長晤談後決議經校長核定，將改由各單位經常門向下依

實際使通話費用(含專線、傳真機、教師研究室外線通話費等)核支。 

事務組補充報告:目前與主計室的協商事項，已將相關法規蒐集，屆時將於協調會逐條討

論。事務組業務已逐步以資訊系統數位化處理，加強未來行政效率。 

保管組 

一、財產管理 

(一)105年 5月 9日、105 年 5月 13日、105年 5 月 16日、105年 5月 31日、105年

6月 14日(兩批)、105年 7月 14日、105年 7月 27日各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

賣收入 187,160元全數繳交校庫，增加本校收入。 

(二)105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計畫」依盤點計畫所訂，複盤單位須盤點 16個單位

(和平、燕巢校區各 8個)，援例以初盤作業未完成之單位為複盤之優先對象。期

限截止尚未完成盤點的單位有國文系、物理系、圖資處(原電算中心)、師培中心、

特教系、英語系、軟工系。 

(三)105年 8月 16日及 18日各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賣收入 15,868元，全數繳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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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增加本校收入。 

(四)本校響應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再生電腦 數位培育計畫專案」於 105年 8

月 24日及 8月 29日捐贈本校報廢資訊產品((PC)桌上型電腦 59台；(CRT)顯示器

10台；(LCD)顯示器 54台)乙批，協助弱勢族群提升數位學習能力。 

(五)本校預計於 105年 10月 6日至 10月 28日進行財產的複盤作業，共計 16個單位。

本次複盤基準日為 105年 8月 31日(9月 1日以後購置之財產不列入複盤範圍)。 

(六)105年 10月 5日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賣收入 51,000元，全數繳交校庫，增加

本校收入。 

(七)為因應研究大樓拆除改建案，多位教師已進駐綜合大樓集合研究室，自 105年 10

月 19日起於綜合大樓 4樓(位置 4418.4419集合式研究室外走廊)增設 1臺影印機

提使用。 

(八)105年 11月 1日、4日、8日及 21日各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賣收入 94,960 元，

全數繳交校庫，增加本校收入。 

(九)本校響應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再生電腦 數位培育計畫專案」於 105年 11

月 15日捐贈本校報廢資訊產品((PC)桌上型電腦 80台；(LCD)顯示器 68台及(NB)

筆記型電腦)乙批，協助弱勢族群提升數位學習能力。 

二、宿舍管理 

(一)105年 8月 8日(星期一)實施 8月份眷屬宿舍、單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學人宿舍每

月定期巡檢。 

(二)軟工系李○廷老師於 105年 8月 10日繳回單房間職務宿舍 115室。 

(三)化學系陳○慧老師原配借 113室，因宿舍漏水需騰空整修，簽准同意改配借 116

室。 

(四)原四維二路 72號配借人王○巒技士，於 4月底配合搬遷至凱旋二路 81巷 18-3

號多房職務宿舍。 

(五)四維二路 72、74號宿舍，經 7/14公開標租，評選結果由西樓文創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獲承租資格，將經營藝術沙龍、藝術經紀、藝企媒合…。 

(六)原和平一路 110巷 7-2號配借人林○傳老師，於 8/ 5配合搬遷至 3-2號眷舍。

目前四維路上美術系、視設系所屬空間擬規劃將搬遷至和平一路 110巷 5-1號、

5-2號、5-3號、7-1號、7-2號、7-3號宿舍。所空出之四維路 76、78、80、82

號宿舍將另招租活化。 

(七)105年 5月 10日(星期二)實施眷屬宿舍及職務宿舍居住事實訪查。訪查結果：單、

多房間職務宿舍共有 17戶配住(含首長宿舍 1戶)，有 6位老師在宿舍接受訪查；



 - 8 - 

眷屬宿舍共有 25戶配住，有 22位退休人員在家接受訪查。保管組業於 104年 5

月 13日寄送訪查未遇通知單予各訪視未遇之配借戶，由其自行填報居住現況並予

簽章後回覆本校，已全數回函完畢。 

(八)105年 9月 12日(星期一)實施 9月份眷屬宿舍、單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學人宿舍每

月定期巡檢。 

(九)105年 8月 24日本學期第一次宿舍管理委員會議決議，以積分排序：林○森老師、

王○巒技士、吳○瑤老師獲配借「多房間職務宿舍」；姚○雄老師、曾○梅老師、

劉○閔老師、林○陽老師、陳○老師、楊○桃組長、龔○堯老師。獲配借「單房

間職務宿舍」。 

(十)本學期獲配借職務宿舍之借用人，已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完成法院公證。 

(十一)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實施 10月份眷屬宿舍、單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學人宿

舍每月定期巡檢。 

(十二)學人宿舍區於 10月 7日進行除草及整理，以維護環境整潔。 

(十三)105年 9月 30日工設系訪問學者田中○充教授繳回和平一路 110巷 3號多房學

人宿舍。 

(十四)105年 10月 17日諮復所蔡○樺老師繳回單房間職務宿舍 112室。 

(十五)本校職務宿舍及眷屬宿舍經九月二次風災，造成四維路宿舍屋頂瓦片損壞，天

花板漏水；凱旋宿舍頂樓遮雨棚石棉瓦掉落；單房宿舍自來水塔破裂、二樓天花

板漏水；和平宿舍頂樓遮雨棚石棉瓦掉落、宿舍漏水。首長宿舍二樓陽台積水、

漏水、屋瓦破損、庭院照明燈損壞等，皆已申請修繕。 

(十六)105年 11月 15日(星期二)實施 11月份眷屬宿舍、單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學人宿

舍每月定期巡檢。 

(十七)105年 10月 26日數學系賴○豪老師繳回單房間職務宿舍 216室。 

(十八)105年 11月 15日(星期二)實施眷屬宿舍及職務宿舍居住事實訪查。訪查結果：

單、多房間職務宿舍共有 17戶配住(含首長宿舍 1戶)，有 4位在職人員在宿舍接

受訪查；眷屬宿舍共有 25戶配住，有 21位退休人員在家接受訪查。保管組業於

105年 11月 16日寄送訪查未遇通知單予各訪視未遇之配借戶，由其自行填報居

住現況並予簽章後回覆本校。 

三、委外經營管理 

(一)保管組於 105年 5月 26日至 6月 6日進行「105年度兩校區委外廠商滿意度網路

問卷調查」，供全校教職員生填答，作為對廠商建議改進之參考。 

(二)學人宿舍於 105/4/19進行公開標租作業，開標結果為陽明路 505巷 45弄 8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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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振榮先生承租，預訂開設親子烹飪教室。後因修繕費用過高，雙方同意租賃地

更改為黃興路 158巷 6號。惟該戶雖經修繕，颱風過後仍發生多處漏水，因屋齡

老舊，即使再次修繕，廠商亦不能保證日後無漏水問題。承租人考量恐造成裝潢、

停業等損失，易洐生糾紛，決定取消承租資格並獲本校簽准同意。（附件二） 

(三)本校位於陽明路 505巷 45弄 4號之學人宿舍，因屋況老舊，漏水問題嚴重，致

承租人開店計劃一再延宕無法進行，經承租人來函陳請解約，已獲本校同意。 

(四)105年 8月 25日趙○鶴老師回大陸探親， 105年 9月 22日回台灣，本校派車接

送。 

(五)本校活化眷舍四維二路 72、74號公開標租，由西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得標，該

公司於 105年 10月 21日來文廢標，因違約本校不返還押標金 8萬元。 

四、校園空間管理 

(一)105年 9月 13日吳校長、唐總務長巡視進駐綜合大樓集合辦公室之研究室。 

(二)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之第六點「本會行政工作由總務處負責，彙整空間

需求申請表，召開本校空間規劃會議」，業經 105年 9月 21日 105學年度第 1次

行政會議通過。 

(三)105年 11月 8日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邀請本校共同召開「燕巢校區土地移撥協

商會議」，決議：請高應大先解決與鄰近居民爭議，再將土地移撥本校。 

出納組 

一、為配合財政部辦理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捐贈款項開立收據時，將加註

捐款人者之個人身分證或公司行號之統一編號，以利辦理年度申報所得時上傳財政部

國稅局。 

二、所得稅法於 102年底修訂通過有關「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法源，自 103年起

有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或統一證號之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適用免填發憑單，故

103年度起個人所得稅扣繳憑單依法可免寄發。 

三、為提高本校行政效能，服務全校師生職員工、學生、校外人士及廠商，有關出納組之

支付款項明細，均可至本校出納組網頁之「廠商查詢收入/個人查詢所得系統」： 

(一)查詢『當年度』經由「出納組支付之所有款項明細內容」完整記錄。 

(二)105.01.01起新版的所得查詢系統，除了可以查詢經由出納組支付給您所有款項

外，增加「全年度計稅所得」查詢功能。 

(三)106年起新增出納組依法完成個人所得扣繳申報扣繳業務，約在 106年 2月中旬

後同仁即可在該系統自行下載列印「105年度個人所得扣繳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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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同仁承辦採購案件時，鼓勵廠商採匯款方式收取貨款，提供公司的匯款帳號、銀行

別、分行別資料。廠商收款速度絕對比寄發支票迅速及安全，同時學校亦可節省郵資。

且受款人是發票或收據上登載的廠商，依照規定不可匯入老闆個人帳戶。 

出納組補充報告: 

1.建議各組檢視相關表格，如表格有會簽會計室，請依規定要改為主計室。 

2.各組採購案件所提供之廠商付款帳戶，請注意要使用廠商的帳戶，不得使用廠商負責人

的個人帳戶。 

營繕組 

一、辦理工程招標案件 

(一)燕巢校區科技、致理及高斯大樓防鴿網工程 

(二)和平校區綜合大樓南側屋頂整修工程 

(三)燕巢校區新設候車亭裝修工程 

(四)燕巢校區路面改善工程 

(五)和平校區交通影響評估之技術服務案 

(六)燕巢校區高斯及科技大樓空調設備汰換規劃設計及監造 

(七)燕巢校區高斯空調系統改善整合工程 

(八)和平校區芝心樓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程-規劃設計監造 

(九)和平校區芝心樓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程 

(十)燕巢校區高斯及科技大樓送風機更新工程 

(十一)燕巢校區高斯大樓空調系統改善整合工程 

(十二)和平校區教育大樓空調汰換工程 

(十三)和平校區電算中心及語教中心空調維修及新建工程 

(十四)和平校區活動中心化妝室裝修工程 

(十五)和平校區教育大樓 5F研究室整修工程 

(十六)燕巢校區霽遠樓及燕窩 C熱水管路整修及更新工程 

(十七)和平校區研究大樓空調移機工程 

(十八)和平校區校長室浴廁修繕及廚房牆壁地磚修補 

(十九)燕巢校區運動場地複金屬燈具設備採購 

(二十)和平校區游泳池水處理系統整修工程 

(二十一)和平校區國際事務處整修工程 

(二十二)和平校區綜合大樓無障礙電梯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案 

(二十三)和平校區綜合大樓無障礙電梯工程 

(二十四)和平校區逸清樓西側 1-5樓浴廁整修工程 

(二十五)和平燕巢建物屋頂整修規劃設計監造案 

(二十六)和平校區建物屋頂整修工程(活動中心) 

(二十七)燕巢校區建物屋頂整修工程(科技大樓) 

(二十八)燕巢校區生物科技系教學用溫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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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和平校區行政大樓北側電梯機能更新 

(三十)和平校區多功能顯示系統展示櫃設置採購案 

(三十一)和平校區圖書館空調機房噪音改善工程 

(三十二)燕巢校區圖資大樓空調監控自動控制及變頻系統整修工程 

(三十三)106年度校舍水電、消防及空調巡檢及保養工作 

(三十四)105年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案（專案）- 規劃設計監造案 

(三十五)總預算為 45,853,201元，發包後金額為 41,542,858元 

二、重大專案案件 

辦理和平校區舊有校舍改建規劃案(含研究大樓改建工程) ，公告徵選規劃設計

建築師，構想書獲得教育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通過，30%細部設計圖陳報

教育部審查同意後，105.11.17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工程會函同意本校 30%工程基本設

計報告書。目前本案拆建照已於 105.12.2送件市政府建管申請中。預計 105年 3月

完成發包作業，於 106年 4月施工。 

三、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本學期因為連續強烈颱風來襲，風災影響造成修繕及施作業務量增加，除了建物

老舊設施之損壞外，另一部分係屬臨時性設施(非原始建築物興建之設施，後續增

設之臨時性設施)較易受風災之損壞，未來新增之臨時性設施，須審慎考量，或以

未雨綢繆之角度，需針對設施強化其耐風性。 

(二)另外因為近年維護經費不足，各系所不足之經費皆簽請由總務處統籌款支應，該

部分修繕內容，宜由系所單位先行支應，如於下半年後經費已支應完，才宜簽請

由總務處經費協助支應；另外亦可請系所單位妥為規劃施作進程，爭取學校年度

預算內來執行。 

四、發展方向 

因應設施設備之增加，水電、空調及警報等相關設備，為結合政府推動政策，朝

向智慧化建築方式來建置相關設施。另外部分設施宜以減法之策略，來減量評估設

置，以減少設施設備未來維護成本之支出。 

環安組 

一、實驗場所（實習工廠）安全衛生管理：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61間實驗室及實習工廠，零職災、零事故及零受傷記錄。 

二、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105年 3月 7日辦理「游離輻射安全教育訓練」。 

(二)105年 4月 14日辦理「職場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105年 5月 5日辦理「CPR&AED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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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5年 9月 9日「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五)105年 10月 18、19日「生物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六)105年 11月 8日「環保政策、安全衛生及綠能與節電宣導」。 

(七)105年 11月 24日「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 

三、105年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一)目前本校持有合法運作環保署列管毒化物第一、二、三類核可文件 42 張共 58 種

，第四類核可文件 18 張共 18 種，總計共 63 張 76 種。相關核准清單可於總務處

環安組網站「毒化物專區」查詢。 

(二)105年第一至第三季申報部分業已依規定請實驗室協助並如期完成申報，第四季預

計於 106年 1月 30日前完成。 

(三)本年度新申請毒性化學物質許可文件共 2 案分別為：(1)新申請案「鎘:列管編號

037-01」、「2,4,6-三氯酚:列管編號 056-01」、「2,4,5-三氯酚:列管編號 056-02

」)(2)變更濃度申請案(二氯甲烷:列管編號 079-01) 

(四)請各實驗室於購買毒化物時務必依照學校規定之流程辦理申購，不得購買非本校

許可之毒化物。另本年度本組為符合前項新申請毒化物之許可文件規定，已申購

相關緊急應變器材(防護衣、濾毒罐、呼吸防護具)供各毒化物運作場所系所使用

，請各系所能協助妥善保管以供緊急時使用。另實驗進行中若使用毒化物時所需

之個人防護器具，仍請各實驗室務必要求人員穿戴，並由各實驗室自行準備。 

四、辦理105年勞工健康檢查： 

本年度於11月18日已完成本年度勞工健康檢查工作，本校勞工一般健康檢查部分，

主要針對編制外人員 (含行政助理及各種業務專員等)約131人及編制內技工、工

友、駕駛37人,駐衛警9人合計177人實際參與本次健檢人數為135人。特殊勞工健康

檢查主要以實驗室人員為主，需參與特殊勞工健檢人數為31人，實際參與勞工健檢

人數為16人，相關特殊勞工健檢結果以依規定函報高雄市勞工局、衛生局及勞動部

勞檢處，並以獲相關單位同意備查在案。 

五、105年第一學期實驗場所暨醫療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 

(一)第一批事業廢棄物本組於 105年 04月 28日上午委託清除業者(南科環境技術股份

有限公司)，將事業廢棄物全部清除至成大環資中心處理；此次液態廢棄物全部有

115桶共 2,165公斤，固態廢棄物有 366包共 1,470公斤。 

(二)本年度第二批事業廢棄物已於 105年 10月 07日上午委託清除業者(南科環境技術

股份有限公司)，將事業廢棄物全部清除至成大環資中心處理；此次本校事業廢棄

物：液態廢棄物全部有 65桶共 1,260公斤，固態廢棄物有 119包共 475公斤，矽

膠共 20桶共 285公斤。 

(三)本年度因事業廢棄物經費於 10 月份時已透支 11,448 元整，故本年度 10~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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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驗室廢棄物將暫存於校內實驗室廢棄物暫存場，俟明年度再予以清除處理。 

(四)本(環安)組於本年度 10月 7日辦理廢棄物清運時，因校內某實驗室裝盛廢棄物容

器較為老舊且強度不足，造成清理人員於搬運過程中容器底部破裂使得廢棄物撒

落，造成廢棄物暫存場需進行緊急清理，該過程中雖未有人員受傷，惟該事件仍

造成清理人員甚多困擾。請各實驗室未來裝盛廢棄物容器應注意其品質，避免使

用品質不良之容器盛裝廢棄物或廢液，造成搬運人員或協助學生受傷。 

六、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本校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案，105 年 03 月 22 日本組已獲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核定（105.03.22 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0531601700 號），且也於 105.03.09 繳納完審

查費。本次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之主要內容為：1.新增 C-0399(矽膠)事業廢棄

物之處理方式，處理方式為焚化處理。2.更改 18 項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 

七、105年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與輔導： 

(一)本校實驗場所共61間(化學系15間、生科系11間、物理系11間、環教所1間、工教

系8間、工設系2間、電子系2間、光通系9間、美術系2間)。 

(二)為落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本組將自6月起派員至全校61間實驗場所實地查

核，並針對查核情形給予輔導與追蹤。查核表內容分：一般性、化學性、生物性、

機械性、輻射性等5大類，共91項。有關105年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情形查核表，

本組已將公告放置於網頁，各實驗場所負責老師可自行下載並預作自評查核。本

案查核與輔導工作預計直到12月底完成。 

(三)本年度實驗室查核過程中，部分老師提出該實驗室並未有查核表項目內容之危害

風險性，針對實驗室列管是否可予以解除等疑慮。因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2條規定：「…大專院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屬第二類

事業(中度風險者)」；而第一類及第二類事業以外之事業則屬第三類事業(具低度

風險者)。故縱然校內解除對低度風險之實驗室列管，惟該實驗室仍屬職業安全衛

生法之適用範圍，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此外，本校之實驗室是否可認定為

第三類事業範圍，因涉及主管機關解釋權責，本組將蒐集各實驗室意見後統一函

請勞動主管機釋疑。 

八、105年度參加教育部輔導大專校院「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立準則： 

為了減少學生在學校實驗(習)場所學習發生災害的機會，及保障學生學習環境的安

全，教育部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計畫。

相關認證計畫包含四階段主要為：管理制度建立、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建置、輔

導單位(成功大學)實地初勘、教育部委員實地驗證稽核。本校總務處環安組此次配合

教育部政策，除準備歷年來推動校園職安工作之執行成果及報告外，再搭配相關試

行實驗室(化學系、生科系及物理系)辦理相關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試辦運行工作。教

育部委員於 105 年 7 月 6 日蒞臨本校實地稽核訪視，已順利通教育部之「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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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系統自主管理能力稽核認可」證明書。 

目前校內「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已建置於總務處環安組網頁內，各實驗室可以

先參考其內容及執行方式，未來 106 年該管理系統將作為明年度重點工作項目，並

預計於 107 年落實於全校實驗室。 

九、105年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辦理情形： 

(一)本年度燕巢圖天館室內空氣品質已於 105 年 11 月 10 日完成檢測工作，相關檢測

結果均符合法規標準。 

(二)相關室內空品維護工作將持續依規定每 3 個月檢視空調主機清潔狀況及每 6 個月

作檢巡 1次確認空氣品質狀況。 

(三)本(105)年度本校和平圖書館經環保局評定在高雄市 300家中列管場所中入圍前 10

家優良場所，故環保局將委託外聘專家至和平圖書館辦理複評，如評定為高雄市

前 3 家優良場所者，高雄市政府將舉行相關表揚活動公開表揚。為能替學校爭取

相關榮譽本處(營繕組及環安組)及圖書館同仁將全力配合複評，以爭取學校榮譽

。 

十、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辦理情形： 

本年度配合環保局於 105 年 11 月 7 日放流水質採樣測工作，採樣結果均符合放流水

標準，另依新訂法規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預先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代理人，與代理人應設

置之員額及應具備之資格」。本(105)年度已完成代理人設置及送主管機關備查，環保

局於 105 年 11 月 22 日(高市環局土字 10542517600 號函)備查在案。 

十一、勞動部「優先管理化學品」申報： 

105 年度本校依勞動部「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之相關申報(已於

105 年 9 月 30 完成)，業已請相關單位協助並如期完成辦理。 

十二、配合高雄市勞動檢查處執行勞動檢查 

105 年度本校配合勞動部 105 年 10 月 14 日及 105 年 11 月 23 日執行勞動檢查，檢查

結果尚未有重大缺失，惟勞檢處建議本校針對危害性化學品應有危害性標示、製作

清單及依風險等級落實分級管理制度，本項工作將列為明(106)年度工作重點，先以

輔導各實驗室建立危害性標示及製作清單為主，目前相關化學品分級管理工作已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完成相關說明會及教育訓練，未來將請實驗室配合儘速完成清單建

置。 

十三、校園節約能源四省專案推動 

(一)依據電子帳單資料，本(105)年度 1~12月用電、用水(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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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校區 105 年用電量為 7,928,400 度(電費 24,164,855 元)104 年用電量為

7,652,800 度(電費 26,071,189 元)，104~105 年用電使用度數增加率為 3.476%

。 

2.燕巢校區 105年用電量為 8,539,800度(電費 24,074,669元)   104年用電量為

8,539,800度(電費 27,074,821元)，104~105年用電使用度數增加率為 0%。 

3.和平校區 105 年用水量為 103,007 度(水費 1,352,266 元)，  104 年用水量為

98,702 度(水費 1,299,503 元)，104~105 年  用水使用度數增加率為 4.17933%

。 

4.燕巢校區 105 年用水量為 167,214 度(水費 2,177,226 元)，104 年用水量為

148,067 度(水費 1,935,283 元)，104~105 年用水使用度數增加率為增加

11.4506%。 

(二)本校 104年及 105年(1~12月)用電用水(全校)： 

1.105年用電 16,468,200 度(電費 48,239,524 元)；104年用電 16,192,600度(電

費 53,146,010元)，增加用電度數 275,600度，減少電費 4,906,486元，104年

~105年用電使用度數增加率為增加 1.67353%。 

2.105 年用水 270,358 度(水費 3,533,005 元)；104 年用水 246,814 度(水費

3,237,071 元)，增加用水度數 23,544 度，增加水費 295,934 元，104~105 年用

水使用度數增加率為增加 8.708%。 

(三)本校自 101 年推動四省專安迄今，目前各年度均有減少用電、用水、用油及用紙

之實質成效，本年(105)度雖仍有電費減少約 490 萬元之成效，維本(105)年度因

學校為提升學生住宿品質於 104 及 105 年度陸續裝設冷氣，使學生住宿環境能免

於炎熱之苦，惟亦因此而增加宿舍之用電量。為彌補宿舍之用電增加，使學校用

電至少維持於零成長，仍請各行政及教學單位能再加強用電管控，另亦請多向學

生宣導節電之觀念，除可減緩地球暖化外，也同時節省自身電費支出。 

十四、校園安全事宜 

近來(11 月 21 日下午 2-3 時)有學生至燕巢校區碧茵湖周圍舉行活動，甚至有意圖至

湖內戲水之情形，幸虧周圍校內工作人員與校安中心教官即時阻止，避免危險發生。

本組再次重申本校碧茵湖為燕巢校區水土保持滯洪池設施，有別於一般天然湖泊，

其池深達 15 公尺相當危險，絕對嚴禁有進入滯洪池戲水之情形。因校園安全事宜有

賴於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注意相互提醒，未來如有發現類似情形者，請同仁可立即

連絡校安中心或本組避免憾事發生。 

環安組補充報告: 

1. 公務人員未滿 40 歲者，亦可參加本校辦理之勞工一般健康檢查。 

2. 工程承覽廠商注意事項的切結書在環安組網站可以下載，建議施工前提供承覽廠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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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以維護工程安全。 

3. 總務處同仁在校園內走動，如有發現同學有危險性的舉動，請制止並立即通報。 

參、提案討論－無 

肆、意見交流-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