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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一０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總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 00 分 

地點：大華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周總務長峻峰 

記錄：高仁智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無 

 

貳、主席致詞：略 

 

參、各組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 

 

肆、提案討論：無 

 

伍、總務問題協調與討論：無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略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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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四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會議資料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無 

 

二、主席致詞： 

 

三、工作報告： 

(一)事務組報告： 

1、本學期仍發現同學惡意破壞環境及公共設施，如廁所門板、電梯按

鈕扶手、電梯門板、緊急求救電話，以及教室垃圾桶、電燈開關、

亂吐檳榔汁、亂丟菸蒂垃圾、亂噴滅火器等請各主管加強宣導愛護

公物。 

2、104年 4-9月總用電量較 103年 4-9月總用電量多 60,600度，成長

2.67%請各單位節約用電力行節能減碳政策。 

3、寒假期間預計執行修繕計畫：1.全校蓄水池消毒、2.教室清潔整理、

3.全校公共區域消毒作業、4.校園大型樹木及椰子樹修剪、5.宿舍

整修，各單位若有特殊需求請聯絡事務組。 

4、本校今年度防護團於 7月 1日上午 8點至下午 5點舉行民防基本訓

練完畢，本次訓練感謝師長參加，榮獲新竹縣學校組特優第一名佳

績。 

 

(二)勞安組報告： 

1、7月 8日新竹縣政府環保局至本校抽查飲水機保養維護情形，並且

採樣抽驗飲水品質，檢查結果均合乎行政院環保署「飲用水管理條

例」之規定與標準。 

2、7月 22日完成英士樓實驗室廢汙水處理設備之調勻池抽水幫浦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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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排水馬達損壞維修事宜。 

3、7月 31日完成本校 104年度上半年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

定期檢測結果環保署網路申報事宜。 

4、8月 12日至「行政院環保署水污染防治費系統」完成本校帳號密碼

申請，並於 9月 10日完成水污染防治費網路申報與繳交作業(環保

署規定須於 10月 31日前完成作業)。 

5、9月 10日完成志清樓「污水排放設備」、「消防設備」及「發電機設

備」點收及操作訓練事宜。 

6、10月 6日完成教育部「104年度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業務輔

導」至本校訪視輔導改善建議事宜。 

7、11月 4日芎林消防分隊至本校志清樓作消防救災實務操作演練；11

月 8日新竹縣消防局督導芎林消防分隊至本校志清樓作消防救災實

務操作演練測驗，並於綜二館 1F會議室開演練檢討會議。 

8、11月 7日至環保署網站，完成本校廢汙水定期檢驗登錄(驗水五日

前)，並於登錄日期 11月 30日委請環保署登記合格之「景泰環保科

技公司」至本校完成廢汙水採樣， 12月 18日收到水質檢測報告，

本校所有檢測項目均合乎環保署規定之廢汙水排放標準。 

9、11月 10日新竹縣消防局鄧博文小隊長與粘宇舜隊員到校作消防安

全檢查複檢事宜，本校順利完成複檢。 

10、12月 2日完成本校「104年度第 2次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訓練」，受

訓學員共計 42員。 

11、12月 18日與賀超企業有限公司簽訂本校 13台自有飲水機保養合

約書。 

 

(三)文書組報告： 

1、本校各單位接辦公文(本校對口單位)依循教育部及相關單位來文單

位如【表一】，若有未能判釋者，協助判文優先順序為(1)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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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任秘書、(3)校長。 

【表一】 

來文字號 教育部各機關 承辦單位 

(104) 技專校院招

策字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招生中心 

(104)技測考字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國交中心 

北科大 (104) 產學

字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產學中心 

台內統字 內政部 保管組 

師大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客家文化中心 

國研業字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交中心 

臺教人（一）字 人事處綜合企劃科 人事室、秘書室 

臺教人（二）字 人事處組編人力科 人事室 

臺教人（三）字 人事處培訓獎懲科 人事室 

臺教人（四）字 人事處給與福利科 人事室 

臺教人處字 人事處 人事室 

臺教人通字 人事處 人事室 

臺教文（一）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國際合作科 國交中心 

臺教文（二）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兩岸事務科 國交中心 

臺教文（三）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海外留學科 國交中心 

臺教文（五）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僑生及外生事務科 國交中心 

臺教文（六）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海外臺灣學校及華語教育科 國交中心 

臺教文（四）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交流接待科 國交中心 

臺教文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國交中心 

臺教文通字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國交中心 

臺教技（一）字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綜合企劃科 
產學中心、實習就業、創育中心、進

推部 

臺教技（二）字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學校經營科 產學中心、創育中心、招生中心 

臺教技（三）字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產學合作發展科 產學中心、教發中心 

臺教技（四）字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教育品質及發展科 課務組、生輔組 

臺教技通字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終身交流 

臺教法（三）字 法制處行政救濟科 諮輔、生輔、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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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字號 教育部各機關 承辦單位 

臺教社（一）字 終身教育司成人及社區教育科 創新、課服、軍訓 

臺教社（二）字 終身教育司家庭及高齡教育科 終身交流 

臺教社（三）字 終身教育司社教機構及教育基金會科 終身交流 

臺教社（四）字 終身教育司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客家、語言中心 

臺教社字 終身教育司 終身交流、行政支援 

臺教社通字 終身教育司 終身交流 

臺教青署輔字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研發處(創育、實習就業、諮商輔導)、

學務處(課服) 

臺教政（一）字 政風處綜合預防科 秘書室 

臺教政（二）字 政風處查處科 秘書室 

臺教政字 政風處 秘書室 

臺教政通字 政風處 秘書室 

臺教師（一）字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藝術教育科 人事室、課服組 

臺教師（二）字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師資職前教育科 人事室 

臺教師（三）字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教師專業發展科 人事室 

臺教秘（一）字 秘書處事務管理科 事務組 

臺教秘（二）字 秘書處採購及工程管理科 採購組 

臺教秘（三）字 秘書處文書科 文書組 

臺教秘（五）字 秘書處學產管理科 保管組 

臺教秘（四）字 秘書處檔案科 文書組 

臺教秘字 秘書處 秘書室 

臺教秘通字 秘書處 秘書室 

臺教高(一)字 高等教育司綜合企劃科 創育中心 

臺教高(二)字 高等教育司教育品質及發展科 教發、國交中心 

臺教高(五)字 高等教育司教師資格及學術審查 人事室 

臺教高(四)字 高等教育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招生中心 

臺教高通字 高等教育司 產學中心 

臺教國署高字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交中心、課務組 

臺教國署學字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課服組 

臺教授青部字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課服組 

臺教統（一）字 統計處高等教育統計科 秘書室 

臺教會（一）字 會計處國立學校及附設醫院科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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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字號 教育部各機關 承辦單位 

臺教會（二）字 會計處私校及會計人事管理科 會計室 

臺教會（三）字 會計處審核及帳務科 會計室 

臺教會（四）字 會計處公務預算科 會計室 

臺教資（二）字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科技教育科 產學中心 

臺教資（三）字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數位學習科 課服組 

臺教資（五）字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資訊系統科 行政支援 

臺教資（六）字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 勞安組 

臺教資（四）字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網路及資通安全科 創育中心 

臺教綜（五）字 綜合規劃司學校衛生科 衛生保健組、勞安組 

臺教綜（六）字 綜合規劃司原住民族及少數族群教育科 課服組 

臺教學（一）字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軍護人力科 軍訓室 

臺教學（二）字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學生事務科 軍訓室、生輔組 

臺教學（三）字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性別平等教育及學生輔導

科 
諮輔中心 

臺教學（五）字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校園安全防護科 軍訓室 

臺教學（六）字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全民國防教育科 軍訓室 

臺教學（四）字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特殊教育科 諮輔中心 

臺教儲（一）字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儲金監理會業務組 
人事室 

臺教儲（二）字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儲金監理會稽察組 
人事室 

臺教儲監字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儲金監理會 
人事室 

臺教聯字 國會聯絡小組 軍訓室 

院臺忠字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軍訓室 

高教國合字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國交中心 

 

2、常用公文格式(開會通知單、書函、函、令、公告)用印說明： 

開會通知單、書函：請蓋學校全銜條戳。 

函：請蓋校長簽字章。 

令、公告：請蓋學校大印及校長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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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標準乃依據文書處理手冊 P.54【表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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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繕組報告： 

1、103學年度已完成案件： 

目前計完成 104年度校舍維護及壁癌防治維護工程、綜一館及電機

館等房舍滲漏水改善搶修、國際學舍 3-5F寢室裝修工程、國際學

舍宿舍大廳空調建置工程等共 11項修繕案，工程總執行價 2,670

萬 1,805元。 

2、校舍安全監測工程： 

(1)104年第四季監測報告於 104年 11月 24日完成，綜合觀測結果：

機房擋土牆處於穩定狀態，土壤中傾度管最大水平位移量為 SIS-3

之 10.44mm；大華橋沉陷觀測點最大變化量 SM-3隆起 0.45cm，均

於設計預警值範圍內，現階段應無安全疑慮。 

(2)105年度監測計畫於「志清樓」後側新增土壤中傾度管(SIS-4)及

建物傾度儀(TI-23)觀測點各一處，期藉由監測儀持續觀察，以警

戒值、行動值作為安全的標準，適時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確保

校舍結構及校園週邊之安全。 

3、目前進行中工作： 

(1)賡續推動「104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作業」。 

(2)賡續追蹤辦理校區各大樓房舍滲(漏)水改善工程：校舍近期滲(漏)

水頻繁地點為電機館外牆、圖書館屋頂、右任樓及綜一館六樓教

師研究室等處，究因為屋頂面層排水不良、且受極劇之溫差變化，

致滲(漏)水情形發生，現階段維持以局部修補方式處理。 

(3)賡續追蹤辦理校區各大樓外牆磁磚爆裂損壞維護工程。 

4、「國際學舍及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工作報告： 

(1)工程概述：本工程係於 102年 2月 26日開工，由漢宇營造有限公

司承攬，全程歷時二年半，經李謝嵐建築師事務所按契約內容查

驗履約項目及數量無誤，符合契約需求，確認 104年 8月 20日為

竣工日（使用執照於 104年 8月 21日核發），契約規定完工期限

為(104年 10月 29日)，無逾期。 

file:///D:/104學年度案/完工案件/完工目錄/104年度校舍維護及壁癌防治維護工程全案.pdf
file:///D:/104學年度案/完工案件/完工目錄/綜一館及電機館等房舍滲漏水改善搶修全案.pdf
file:///D:/104學年度案/完工案件/完工目錄/綜一館及電機館等房舍滲漏水改善搶修全案.pdf
file:///D:/104學年度案/完工案件/完工目錄/國際學舍3-5F寢室裝修工程全案-20151111.pdf
file:///D:/104學年度案/完工案件/完工目錄/樂群會館宿舍大廳空調建置工程全案-20151112.pdf
file:///D:/104學年度案/完工案件/完工目錄/樂群會館宿舍大廳空調建置工程全案-201511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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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工程驗收經過：工程初驗作業自竣工申報日 8月 20日起，由

本校監工小組排程進行整體工程查驗，設備(施)操作管理排程於

104年 9月 9日及 10日辦理設備使用教育訓練，104年 9月 21日

辦理初驗複查，並俟各使用單位接收之設備測試功能正常無誤

後，於 104年 10月 23日辦理工程總驗收，驗收結果：1.抽驗部

份與契約及施工圖說尚符。2.未丈量與隱蔽部分由監工人員及承

包商負責。3.驗收合格，請承商提送「工程結算明細表」以利工

程結算。 

(3)工程結算作業：經李謝嵐建築師事務所檢核，工程契約金額為

(380,000,000元)，結算核計(395,322,485元)，逾契約金額

(15,322,485元)，依歷次之工程會議決議：「甲乙雙方議定，因工

程品項變更而有數量增減者，其所生費用概由承商負擔，不辦理

變更契約價金及施作數量」，故逾契約金額部分廠商願意自行吸

收，並依原契約金額結算。 

(4)工程保固金：承商依約於 104年 10月 27日繳交台灣銀行開立之

工程保固金保證書正本 2張，結構體保固 3年保固金(13,541,259

元)、裝修及其他設備保固 1年保固金(5,458,741元)。 

(5)保留款發還：承商依約完成保固金保證書繳交後，本校依契約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發還工程估驗計價保留款 5%(19,000,000元)；

全案於 104年 11月 20日歸檔備查。 

(6)本大樓落正式成命名為「志清樓」；一樓多功能活動中心場地取名

「志清堂」；二樓旅館式貴賓招待宿舍取名為「樂群會館」。 

5、未來規劃案： 

(1)配合事務組逐年推動本校高壓電力系統改善計畫，汰換老舊電氣

設備為高效能高壓變壓器，以符合節能省碳之趨勢。 

(2)配合檢討並推動本校「節能改善方案」之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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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採購組報告︰ 

1、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資本門已

採購完成。 

2、104年度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採購完成。 

3、104年度電機技職再造「高科技園區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優人才培

育計畫」及機電技職再造「精密加工實作接軌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採購作業中。 

4、科技部、專案研究補助計劃執行尚未辦採購，請依時限提出求，以

利後續採購作業。 

5、104學年度實習材料、圖資處電腦實習費、各單位經費等採購作業

中。 

6、政府推動身心障礙、環保產品、綠色生活資訊採購請多利用、網頁

己刊登總務處相關連結。 

 

(六)出納組報告： 

1、104年 02月 05日至 02月 21日為春節年假，02月 27日至 02月 29

日為和平紀念日聯假，2月份薪資擬定於 26日發放，若有需列入薪

資之資料請各單位於 02月 02日前送交出納組，以利薪資作業。 

2、本學期招生各類獎助學金支票已於 12 月 11 日(第 13 週之星

期五)開始發放。依 101 學年度招生第一次委員會議案由十三

決議「由註冊組造冊會同會計室作業及課指組於第十三週發

放獎助學金」；此次核發支出傳票於 12 月 3 日下午 3 點左右

送至出納組作業，扣除例假日出納組只有 10 小時作業時間共

需開立支票 461 筆，本組無法如期於第十三週之星期一發放，

未來請教務及學務處相關單位能預留 7~10個工作天予出納組

作業，以利能如期於十三週發放，以減少學生及家長之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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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管組報告： 

1、本校水坑段土地共 27 筆(含 504 土地)接受新竹縣政府實施地

籍圖重新測量業完成，目前將進行換狀作業。重測後土地標示

水坑段更名為水坑貳段，地號重新編配。重測前土地面積合計

43,172.00平方公尺，重測後土地面積合計 43,226.15平方公尺，

增加 54.15平方公尺。 

2、往年學校基本資料庫填報校地部分均以 148,856平方公尺呈現，今

後將更新該項數據為 148,910平方公尺。 

3、配合本組更換財產標籤印表機設備(88年購入)，財管系統也新增條

碼列印功能作為日後財產盤點作業提升之準備，今後所有財產標籤

將以含有條碼的新格式呈現。 

4、本校新建大樓志清樓於 104年 9月 9日由本組備齊相關資料送竹東

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期間配合地政所要求多

次補件，目前作業已近完成階段。 

5、本組於 104年 10月 2日向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申請本校新建大樓

(志清樓)房屋稅籍設立。104年 11月 04日獲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

局以新縣稅東字第 1040043174號函覆，稅籍編號：10080285005，

並准自 104年 10月起免徵房屋稅。 

6、本校志清樓建築物已完工落成啟用，基於學校財產維護及貸款需求

需辦理產物保險，本組於 104年 12月 9日簽奉核准由土銀保險經紀

人公司承攬該項保險，保險金額新台幣 3.8億元，保險費新台幣

25,460元，保險期間：自 104年 12月 20日十二時起至 105年 12

月 20日十二時止。 

7、本校水坑段 504地號因法規限制產權無法登記為學校財團法人，目

前委託具自耕農身份之地方人士林徐○○女士協助登記，然教育部

對於學校出資購地產權未能移轉學校名下視為重大行政缺失。本校

雖積極辦理學校用地使用分區、用地及編定變更作業以變更登記為

學校財團法人，然受限於政府法令該項作業難度甚高。考量林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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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年紀相對高齡，基於降低本校風險，原登記所有權人擬變更

為于溫琪女士，並設定抵押權。本案經提案於 104年 12月 10日經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討論後通過。 

 

四、提案討論： 

 

五、總務問題協調與討論： 

 

六、臨時動議： 

 

七、主席結論：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