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華技術學院 

秘書室 
會議記錄 SC0-4-553-01-05, A00 

第 一 頁 /共 1 頁 

SAWANGSAWANGSAWANGSAWANG

 
 

第一頁 共二十二頁 

線 

名稱：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總務會議記錄 

時間：9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仁愛樓地下一樓視訊中心  

主席：周總務長峻峰 

紀錄：高仁智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 由：簽為訂定「大華技術學院動產檢查作業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財物管理辦法」辦理。 

辦 法：經總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執行情形：通過已簽奉校長核定，並公布於

http://general.thit.edu.tw/ezfiles/6/1006/img/169/111.doc 

大華技術學院財產檢查作業規定 

99年 6月 2日總務會議通過 

一、為落實財產管理，減少人為保管疏失，確保設備良好堪用，訂定本校

財產檢查作業規定。 

二、各財產保管人經由校網進入個人財產管理系統，點選財產預盤，依據

財產清冊，確實逐項檢查、核對，並於財產預盤表上，核對財產現況，

是否相符。 

三、於檢查過程中，發現設備故障時，依據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第 5 條第三

項規定，填寫財產修理申請表陳核辦理。 

四、每學年度除年度盤點月份外，另增加 3、10 月份財產檢查工作，財產

保管人於檢查當月 20日前，完成檢查、保養，並將財產自盤結果報表

經單位主管審核蓋章後，送交總務處保管組存檔。 

五、各單位主管確實督導財產保管人，執行檢查、保養等工作。 

六、本作業規定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二、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感謝大家的踴躍出席，藉由本次開會把總務處最近的工作向

大家報告一下，各系主任及同學對總務處如有建議等一下可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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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各組工作報告。 

三、工作報告： 

(一)事務組報告： 

1、今年爭取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永續發展及環境安全衛生計

畫，獲補助 20萬元，更換定一樓公共區域 T5燈具共 100組及安裝

數位監視電錶納入校園電能監控管制，於 7月底完成結案。 

2、本校防護團常年訓練於 8月 10日下午召訓 60人完成講習訓練，獲

團體績優獎並頒贈獎牌一面，感謝各單位配合辦理。 

3、本校為響應節能減碳減少不必要之能源浪費，並抑低 8月、9月基

本電費契約容量，今年度節能效果不彰，1~11月份較去年同期增

加 4萬 3680度。 

4、本校定一樓、綜二館、忠孝樓、仁愛樓電梯使用年限均超過 10年，

為避免電梯關人時求救無人，於每部電梯車廂內裝設對講機可以聯

絡校內分機及警衛室，全案共計 6萬 4000元已完工驗收，請主管

宣導愛惜使用。 

5、為增添校園花類植物，增進整體美觀已於校區及三角公園種植季節

花。 

(二)勞安組報告： 

１、99年度技專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作業，本校榮

獲優等，感謝相關單位之協助及配合。 

２、12月 20日辦理「99年度第 2次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訓練」，感謝各

單位支持。行政單位參訓人員提報自 100年度開始，將由勞安組以

每 3年受訓一次為原則主動提報，教學單位仍由各單位自行提報。 

３、99年度教育部危險性機械及設備通報，已於 12月 15日填報完畢。

此次通報訊息已於 11月 18日以電子公佈欄通知，並於 11月 30日

以 e-Mail通知，仍然有多個單位未回覆。本年度新增「學校實驗

場所基線資料填報」，及增加小型氣體鋼瓶 4支(衛保組)、高壓氣

體鋼瓶 3支(電機系)。通報確實性，將列入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

暨績效評鑑時之參考。 

４、出口燈或方向燈不亮、滅火器過期或失壓、急救箱藥品過期補充等

請通知勞安組。(室內者請使用單位隨時留意及通報)。 

５、新增設「網路消防管理應用系統」一套，可透過網路監控各大樓消

防受信主機之狀況，限於經費目前僅定一樓、綜一館、忠孝樓及仁

愛樓等四處，未來將逐步將其他各處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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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100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預計於 2月下旬開始，請各單

位配合提供私人研究室、實驗室等之鑰匙以利檢查。(請各單位先

自行協調以免造成檢查時之困擾及誤解)。檢修申報後預計 4月份

進行改善，亦請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文書組報告： 

１、每日郵局到校收取本校郵件共 2次，第一次到校時間為上午 8:45

第二次為下午 2:45。各單位如有掛號信件交寄，請提前半小時送

至文書組(因掛號郵件文書組需作業時間)。 

２、自民國 95年起，本校實施公文電子化以來，公文數逐年遞增（請

參見【收文件數歷年統計圖】）。為提昇本校電子公文時效，煩請單

位主管協助轉知所屬同仁，務必每日進電子公文系統查閱，以免錯

失公文簽辦時效。(最速件 1日、速件 3日、普通件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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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件數歷年統計圖】 

３、各承辦人確實掌握公文辦理時限，確實於時限內完成，以避免延誤

辦文時機。電子發文請於下午 4:10前通知文書組發文，紙本發文

請於下午 2:10前(文書組需作業時間)送交文書組以為因應。 

４、「逾期公文催收單」乃為達成本校公文時效最佳化而設，請單位主

管收到催收單時，將延遲原因詳實填註，於 1週內核章後送回文書

組，以便資料彙整，陳 校長核閱。 

(四)營繕組報告： 

１、99學年度已完成案件： 

右任樓浴廁改善工程、化材系彩妝教室裝修工程、教務處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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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裝修、教育推廣中心舞蹈教室建置、學生宿舍等滲漏改善工

程，及其他設施整修共 40項修繕案，工程總報價 1,684萬 1,746

元，工程總執行價 1,547萬 6,853元，節省 136萬 4,893元(8.1%)。 

２、99學年度執行中案件： 

圖書館與右任樓房屋滲漏水改善工程、推廣中心台北辦公室內部裝

修工程等 12案，工程總報價 191萬 8,652元，工程總執行價 174

萬 6,100元，節省 17萬 2,552元(8.99%)。 

３、以上兩項合計 52案工程總報價 1,876萬 0,398元，工程總執行價

1,722萬 2,953元，節省 153萬 7,445元(8.2%)。 

４、近期執行重大工程： 

(１)賡續推動 100年度校舍安全監測工程。 

(2)辦理 100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作業。 

５、未來規劃案： 

(1)『跨河大(華)橋』維護(塗裝)保養與檢測工程規劃。 

(2)綜一館「屋頂蓄水池維護工程」規劃。 

(3)右任樓左側「學生宿舍浴廁整修工程」規劃。 

(4)校舍「防漏工程整修」作業管制。 

(5)100年度校舍修繕工作計劃需求統計與推動。 

(五)採購組報告︰ 

１、99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 

(1)獎補助款$26,496,666元採購已完成$24,576,506元 

(2)標餘款$1,920,160元進行採購中 

２、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建立特色典範-建構綠色能源開發與應用之教

學暨服務平台：補助款採購$9,432,935元已採購完成。 

３、99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聯合技術發展中心：補助款採購$2,727,626

元已採購完成。 

４、系科儀補、實習材料進行採購中 

５、國科會、專案研究補助計劃執行尚未採購，請早作業，以利完成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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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刊豋總務處相關連結。 

(六)出納組報告： 

１、各單位如有聘請國外專家學者到校作學術研討，所支付之鐘點或講

演費請確實依各類所得扣繳規定辦理扣繳作業(見總務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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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為簡化及縮短付款作業時間自 12月份起教職員工之出差旅費改採

撥戶方式。 

四、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本校總務會議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為因應本校組織規程更動，執行調整。 

辦 法：總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全案通過。 

 

大華技術學院總務會議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條文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訂說明 

第3條 本會議由總務長、教務長、學

務長、研發長、圖資長、進修部主

任、體育教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各學群長、各所所長、

各系主任、會計主任及總務處各組

組長組成。總務長為會議主席，討

論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本會議由總務長、教務長、

學務長、進修部主任、圖書資訊

中心主任、體教中心主任、通識

中心主任、各所所長、各系主任、

會計主任及總務處各組組長組

成，總務長為會議主席。 

 

一、依據本校組

織規章變更。 

二、將「進修部

主任、圖書資訊

中心主任、體教

中心主任、通識

中心主任」改為

「研發長、圖資

長、進修部主

任、體育教育中

心主任、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各

學群長」。 

三、增加「，討

論有關總務之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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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總務會議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一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為順利推動總務工作，提升總務工作效能，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

訂定總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本會議職掌如下： 

一、總務規章之研擬、修訂，總務業務重要事項之研議。 

二、總務工作之缺失檢討。 

三、與其他單位協調事項。 

參、本會議由總務長、教務長、學務長、進修部主任、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體教中心主任、通識中心主任、各所所長、各系主任、會計主任及總

務處各組組長組成，總務長為會議主席。 

肆、本會議開會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人員或學生代表列席。 

伍、本會議由總務長召集、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陸、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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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總務處保管組承辦建築物火災險及附加爆炸險、地震險續保事

宜，提請審議。 

說  明：以往均由上一年度承保公司，以減價方式續保，99年度保險將

於 100年 1月 25日中午 12時屆期，保費 106,050元，是否延續

以原承保公司減價後承保，提請討論。 

辦 法： 

決  議：全案通過，建議在預算內增加電機館附加爆炸險，並請研發處

與揚光綠能公司協調投保財產火災險及附加爆炸險。 

 

提案三：修訂本校財物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為因應財產管理系統作業平台相關資料更動，執行調整。 

辦 法：總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全案通過。 

大華技術學院財物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 2條 財物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下或價款
在貳仟元以下可不建卡列管，價
款在貳仟元至壹萬元之間依財物
性質酌情列管，耐用年限在兩年
以上價款在壹萬元以上財物必須
建立財產卡列管，財產卡(附件
一)保管組存檔備用，財產包括土

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機
儀設備、交通電信設備及什項設
備等。 
各單位教學使用實習材料，於每
學期結束前一週填報實習工具材
料出入量統計表、請購表、清點
記錄表，辦理下學期需求申請、
採購作業。 

財物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下或價款

在貳仟元以下可不建卡列，價款

在貳仟元至壹萬元之間依財物性

質酌情列管，價款在壹萬元以上

財物必須建立財產卡列管，財產

卡(附件一)保管組存檔備用，財

產包括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

建築、機儀設備、交通電信設備

及什項設備等。 

各單位使用之消耗品，凡屬於教

學實習材料者，於每學期結束前

一週填報實習工具材料出入量統

計表、請購表，辦理下學期需求

採購作業。 

增加財產耐用

年限在兩年以

上 

 

 

 

 

 

增加清點記錄

表 

第 5條 財物申購、驗收、修理、報廢、

增加、減損、轉移等作業規定： 

一、申購時除實習工具材料及藥

品應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填寫消

財物申購、驗收、修理、報廢、

增加、減損、轉移等作業規定： 

一、申購時除實習工具材料及藥

品應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填寫消

配合財產管理

系統線上作

業，陳述內容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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秏品請購表外，其餘可簽核或填

寫財物請購單。 

二、核准購買之財物於廠商交貨

簽收時，使用單位財產保管人先

行查對清楚，將簽收單交回採購

組，由採購組轉交保管組製作財

物驗收單(附件二)執行驗收工

作，各類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

依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為準，於

驗收完成後由保管組通知廠商請

款，所採購物品屬財產類，由保

管組製作財產標籤交由財產保管

人黏貼。 

三、財產保管人於財產修理時，

填寫財產修理申請表(附件三)，

報廢時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列印財

產報廢單(附件四)，送保管組辦

理。 

四、凡建卡列管之財物，保管組

於驗收後製作財產增加單一式三

聯分別由保管組、會計室、財產

管理單位存查(附件五)；凡報廢

或損失賠償經核准後，保管組製

作財產減損單一式三聯，分別由

保管組、會計室、財產管理單位

存查(附件六)。 

五、財物於校內轉移時，財產保

管人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列印財產

移轉單(附件七)，送保管組辦

理，財產移轉單一式三聯分別由

保管組、移出單位、移入單位單

位存查(附件八)。 

六、財物撥交校外單位時，需撿

附相關核准文件送保管組製作財

秏品請購表外，其餘可簽核或填

寫財物請購單。 

二、核准購買之財物於廠商交貨

簽收時，使用單位保管人先行查

對清楚，將簽收單交回採購組，

由採購組轉交保管組製作財物驗

收單(附件二)執行驗收工作，各

類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依行政

院財物標準分類為準，於驗收完

成後由保管組通知廠商請款，所

採購物品屬財產類，由保管組製

作財產標籤交由財產保管人黏

貼。 

三、使用保管人簽辦財產修理、

報廢時須將財產修理申請表(附

件三)、報廢損失處分單(附件四)

一併送保管組辦理。 

 

四、凡建卡列管之財物，保管組

於驗收後入財產增加單一式三聯

分別由保管組、會計室、財產管

理單位存查(附件五)；凡報廢或

損失賠償者，入財產減損單一式

三聯分別由保管組、會計室、財

產管理單位存查(附件六)。 

 

五、財物轉移校內其他單位時應

填財物轉移單(附件七)並送保管

組辦理，核准入財產移動一式三

聯分別由保管組、移出單位、移

入單位單位存查(附件八)。 

 

六、財物撥交校外單位時，需撿

附相關核准文件送保管組製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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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撥出單一式四聯本校保管組、

會計室、接收單位保管組、會計

室各存檔一份(附件九)。 

七、財產檢查時，由財產保管人

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執行預盤，並

將檢查結果列印送單位主管審核

後，交保管組彙整。 

產撥出單一式四聯本校保管組、

會計室、接收單位保管組、會計

室各存檔一份(附件九)。 

 

 

 

 

增訂第七項 

第 8條 總務處對廢料以充分利用為原

則，各單位有需利用其他單位報

廢之物品時，依據本校財物報廢

作業要點辦理，對不能利用之廢

品每學年清理簽准後出售一次，

並填註物品放行條始可運出校

門，所得價款交會計室入帳後，

由總務處就必要用途建議分配

之，仍應陳奉校長核可後處理。 

總務處對廢料以充分利用為原

則，各單位有需利用其他單位報

廢之物品時，依據本校財物報廢

作業執行要點辦理，對不能利用

之廢品每學年清理簽准後出售一

次，並填註物品放行條始可運出

校門，所得價款交會計室入帳

後，由總務處就必要用途建議分

配之，仍應陳奉校長核可後處理。 

配合修訂財物

報廢作業要點

名稱 

 

大華技術學院財物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5年 08月 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 華 民國 96年 12月 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年○月○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本辦法參考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及本校實

際管理狀況訂定。 

第 2 條 財物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下或價款在貳仟元以下可不建卡列管，價款

在貳仟元至壹萬元之間依財物性質酌情列管，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上

價款在壹萬元以上財物必須建立財產卡列管，財產卡(附件一)保管

組存檔備用，財產包括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機儀設備、

交通電信設備及什項設備等。 

各單位教學使用實習材料，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填報實習工具材料

出入量統計表、請購表、清點記錄表，辦理下學期需求申請、採購

作業。 

第 3 條 各單位應指派財產業務兼辦人一名，負責本單位財產維護清點、申

請、報廢、繳回、賠償及帳卡登錄事宜。(各系由行政助理負責) 

第 4 條 凡屬公款購買之財物(包括獎補助款、國科會補助款、專案重點補助

款等)一律建卡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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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財物申購、驗收、修理、報廢、增加、減損、轉移等作業規定： 

一、申購時除實習工具材料及藥品應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填寫消秏

品請購表外，其餘可簽核或填寫財物請購單。 

二、核准購買之財物於廠商交貨簽收時，使用單位財產保管人先行

查對清楚，將簽收單交回採購組，由採購組轉交保管組製作財

物驗收單(附件二)執行驗收工作，各類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

依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為準，於驗收完成後由保管組通知廠商

請款，所採購物品屬財產類，由保管組製作財產標籤交由財產

保管人黏貼。 

三、財產保管人於財產修理時，填寫財產修理申請表(附件三)，報

廢時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列印財產報廢單(附件四)，送保管組辦

理。 

四、凡建卡列管之財物，保管組於驗收後製作財產增加單一式三聯

分別由保管組、會計室、財產管理單位存查(附件五)；凡報廢

或損失賠償經核准後，保管組製作財產減損單一式三聯，分別

由保管組、會計室、財產管理單位存查(附件六)。 

五、財物於校內轉移時，財產保管人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列印財產移

轉單(附件七) 一式三聯，送保管組辦理，財產移轉單分別由

保管組、移出單位、移入單位單位存查，保管組於財產管理系

統列出財產移動單(附件八)一式三聯，分別由保管組、移出單

位、移入單位單位存查。 

六、財物撥交校外單位時，需撿附相關核准文件送保管組製作財產

撥出單一式四聯本校保管組、會計室、接收單位保管組、會計

室各存檔一份(附件九)。 

七、財產檢查時，由財產保管人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執行預盤，並將

檢查結果列印送單位主管審核後，交保管組彙整。 

第 6 條 財物保管人如未盡保管之責，或人為故意破壞致損毀時，應視情節

追究責任，並按時價簽報賠償，學生破壞財物，應會同導師責令賠

償，如有拒絕或故意拖延情事，得通知其家長代賠，併予處分。 

第 7 條 財物核准報廢時，應繳交總務處按廢料處理。 

第 8 條 總務處對廢料以充分利用為原則，各單位有需利用其他單位報廢之

物品時，依據本校財物報廢作業要點辦理，對不能利用之廢品每學

年清理簽准後出售一次，並填註物品放行條始可運出校門，所得價

款交會計室入帳後，由總務處就必要用途建議分配之，仍應陳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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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核可後處理。 

第 9 條 全校物品每年實施「閉庫法」清點時，由管理單位會同會計室及有

關單位與經管人，組成清點小組實施之。 

第 10 條 各單位財產，非經簽准任何人不得擅自攜出校門，依本校內部

管理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 11 條 總務處保管組對建卡之財物，一律採用電腦作業管理，爾後對

新增、減少及轉移之財物，均須透過電腦化作業管理，使財物管理

及資料統計保持最新，每月與會計室核對帳務，保持財產管理資料

之正確性。 

第 12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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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修訂本校實習材料請購作業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非消耗品管制規定。 

辦 法：總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全案通過。 

 

大華技術學院實習材料請購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二條 各實驗室（實習工廠）於學

期結束前一週，填寫實習工

具材料出入量統計表（如附

表一）、請購表（如附表

二），交由單位主管先行初

審。送交總務處保管組審查

非消耗品項目後，轉送會計

室經費審查，陳請校長核

示。 

第二條 

各實驗室（實習工廠）於學

期結束前一週，填寫實習工

具材料出入量統計表（如附

表一）、請購表（如附表

二），交由單位主管先行初

審。 

合併第二、三、

四條敘述。 

  第三條 

各系助理彙集各實驗室（實

習工廠）表單初審後，送交

總務處保管組覆審。 

 

  第四條 

校長依據各業務單位審查

意見，作出核示。 

 

第三條  第五條 

總務處依據核准內容，辦理

實驗室消耗性材料採購。 

條號變更 

第四條  第六條 

採購完成後，廠商交貨至各

實驗室於完成驗收後，建立

清點記錄表，由實驗室管理

老師負管理之責，實習材料

視教學需要，提供學生使

條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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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於每月月底執行庫存

量清查並記錄。（如附表三） 

第五條 實習材料（消耗品）單價

2000元以上器材，視情形列

入非消耗品管制。 

第七條 

實習材料（消耗品）單價

2000 元以上之非消耗性器

材，循財物採購規定辦理，

不得納入實習材料（消耗

品）採購項目。 

一、條號變更。 

二、將單價 2000

元以上器材，視

情形列入非消耗

品管制。 

第六條 

 

 第八條 

本作業規定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訂時亦同。 

條號變更 

 

 

 

大華技術學院實習材料請購作業規定 

95年 8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0月 0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落實消耗性實習材料管理，訂定本校實習材料請購作業規定。 

二、各實驗室（實習工廠）於學期結束前一週，填寫實習工具材料出入量

統計表（如附表一）、請購表（如附表二），交由單位主管先行初審。

送交總務處保管組審查非消耗品項目後，轉送會計室經費審查，陳請

校長核示。 

三、總務處依據核准內容，辦理實驗室消耗性材料採購。 

四、採購完成後，廠商交貨至各實驗室(流程如附圖)。於完成驗收後，建

立清點記錄表，由實驗室管理老師負管理之責，實習材料視教學需要，

提供學生使用，並於每月月底執行庫存量清查並記錄。（如附表三） 

五、實習材料（消耗品）單價 2000元以上器材，視情形列入非消耗品管制。 

六、本作業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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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修訂本校公文處理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不合現行規則部分。 

辦 法：總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全案通過。 

 

大華技術學院公文處理實施要點修訂對照表 
99.12.23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壹、依據： 

行政院 89年 8月 16日台 89秘字

第 24413號函修正發布及 99年 1

月 22日臺秘字第 0990091522號

函修正「事務管理手冊」文書處

理部份規定修訂本校公文處理實

施要點。 

壹、依據： 

行政院 89年 8月 16日台 89秘

字第 24413號函修正發布及 93

年 12月 1院台祕字第

0930091795號函修正「事務管理

手冊」文書處理部份規定修訂本

校公文處理實施要點。 

依據行政院「事務

管理手冊」文書處

理最新修正條文辦

理。 

 

七、公文電子交換作業注意事

項： 

（一）承辦人員辦稿時，須視公

文性質註明採用之電子交換機制

為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其

中第三類交換機制需加註登載期

限（全國或教育部電子公布欄）。 

（二）原則上公文無附件者以第

一類機制交換；公文有附件者以

第二類機制交換：第三類機制以

全國性週知者登載全國電子公布

欄；以教育體系週知者登載教育

部電子公布欄，惟文稿無正副本

受文者（無特定對象）之公告、

令等，僅能登載教育部電子公布

欄。 

（三）行文對象為非電子交換作

業之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

得以紙本發文。 

（四）機密公文以紙本發文為原

則，若因業務特性須採電子方式

處理者，應使用經專責機關鑑定

相符機密等級之保密機制，並經

權責長官核定後辦理。 

（五）公文用紙一律使用 A4紙

張，附件用紙亦以 A4紙張為原

七、公文電子交換作業注意事

項： 

（一）承辦人員辦稿時，須視公

文性質註明採用之電子交換機

制為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

其中第三類交換機制需加註登

載期限（全國或教育部電子公布

欄）。 

（二）原則上公文無附件者以第

一類機制交換；公文有附件者以

第二類機制交換：第三類機制以

全國性週知者登載全國電子公

布欄；以教育體系週知者登載教

育部電子公布欄，惟文稿無正副

本受文者（無特定對象）之公

告、令等，僅能登載教育部電子

公布欄。 

（三）行文對象為非電子交換作

業之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

得以紙本發文。 

（四）機密公文以紙本發文為原

則，若因業務特性須採電子方式

處理者，應使用經專責機關鑑定

相符機密等級之保密機制，並經

權責長官核定後辦理。 

（五）公文用紙一律使用 A4紙

 

 

 

 

 

 

 

 

 

 

 

 

 

 

 

 

 

 

 

 

 

一、電子交換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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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六）公文附件電子交換以不超

過十五張為原則，請轉存為電子

檔隨文傳送，電子檔檔名以不超

過 10個中文字元為原則，所存檔

案容量亦不得超過 1MB。 

 

（七）雖屬電子交換之機關學

校，但確實無法電子化之實體或

須保有原始憑證、樣張之附件，

仍採傳統方式以紙本發文。如書

本、匾額、現金、支票、證券、

任免令、獎懲令、聘書、獎狀、

證明書、執照、契約及其他依法

規定應加蓋印信之文件等。 

（八）文稿正、副本受文者，禁

用簡寫或簡稱，應書明全銜，國

立機關學校之國立二字不能省

略，私立大專院校一律不冠私立

二字。如國立臺灣大學、淡江大

學、國立三重高級中學、臺北縣

立三重高級中學。 

（九）文稿內除阿拉伯數字，外

文字母以及併同於外文中使用之

標點符號，應以半型為之外，禁

用半型文字（含空白）及分項符

號，以避免文句被截斷，若說明

及附件有分項符號者，請遵照一

字一碼原則表示，如一、或二、

等。另文稿速別已取消「特急件」

請勿使用，以避免收文方回復確

認信息，但公文收不下來。 

（十）文稿字體請用標楷體、細

明體或新細明體，請勿使用不同

字體（如華康）造成罕用字傳遞

至收文方時無法正確顯示。 

張，附件用紙亦以 A4紙張為原

則。 

（六）公文附件電子交換以不超

過十五張為原則，請轉存為電子

檔隨文傳送。 

（七）雖屬電子交換之機關學

校，但確實無法電子化之實體或

須保有原始憑證、樣張之附件，

仍採傳統方式以紙本發文。如書

本、匾額、現金、支票、證券、

任免令、獎懲令、聘書、獎狀、

證明書、執照、契約及其他依法

規定應加蓋印信之文件等。 

（八）文稿正、副本受文者，禁

用簡寫或簡稱，應書明全銜，國

立機關學校之國立二字不能省

略，私立大專院校一律不冠私立

二字。如國立臺灣大學、淡江大

學、國立三重高級中學、臺北縣

立三重高級中學。 

（九）文稿內除阿拉伯數字，外

文字母以及併同於外文中使用

之標點符號，應以半型為之外，

禁用半型文字（含空白）及分項

符號，以避免文句被截斷，若說

明及附件有分項符號者，請遵照

一字一碼原則表示，如一、或

二、等。另文稿速別已取消「特

急件」請勿使用，以避免收文方

回復確認信息，但公文收不下

來。 

（十）文稿字體請用標楷體、細

明體或新細明體，請勿使用不同

字體（如華康）造成罕用字傳遞

至收文方時無法正確顯示。 

件檔名過長，

則無法傳送。 

二、電子交換之附

件檔案容量過

大，則無法傳

送。 

柒、公文處理：分收文、發文、

分文三方面處理。 

收文、發文應一律按年份統一編

號。文件以隨到隨發為原則。 

柒、公文處理分：收文、發文、

分文三方面處理。 

收文、發文應一律按年份統一編

號。文件以隨到隨發為原則。 

文字酌作修正 

捌、收文： 

一、收文作業應確按「拆封」、「點

捌、收文： 

一、收文作業應確按「折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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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編號」、「分文」、「鍵入電

腦檔」等作業程序處理。 

二、公文附件如屬現金、支票、

匯票或其他有價值證券等，應先

繳送出納單位簽收保管，如為重

要物品時，應盡速隨文併送業務

主辦單位簽收。 

三、公文電子交換收文處理程

序： 

識別通行、電子認證、收文確認、

收文列印、檢視處理分文編號登

錄傳送等。 

四、電子交換收文人員於電子收

文後，須列印收受之公文，同時

得由收方之電腦系統標明電子公

文；如電子公文超過一頁以上

時，須加印頁碼及騎縫標識。 

五、機密文件經機關首長指定之

處理人員拆封後，送總收文掛號

前，應在原封套上加註「本件陳

奉親拆」或「本件由○○○單位

拆封」，以資識別，該處理人員需

向總收文人員洽取總收文號填入

該文件，並在總收文登記表案由

欄內註明密不錄由。 

 

 

收」、「編號」、「分文」、「鍵入電

腦檔」等作業程序處理。 

二、公文附件如屬現金、支票、

匯票或其他有價值證券等，應先

繳送出納單位簽收保管，如為重

要物品時，應盡速隨文併送業務

主辦單位簽收。 

三、公文電子交換收文處理程

序： 

識別通行、電子認證、收文確

認、收文列印、檢視處理分文編

號登錄傳送等。 

四、電子交換收文人員於電子收

文後，須列印收受之公文，同時

得由收方之電腦系統標明電子

公文；如電子公文超過一頁以上

時，須加印頁碼及騎縫標識。 

 

一、文字酌作修正 

 

 

 

 

 

 

 

 

 

 

 

 

 

 

二、增列機密文件

收件原則 

拾、分文： 

一、分文人員應注意來文的時間

性，依序迅速處理。 

二、來文關涉兩個以上單位，應

即按文件性質分送主辦單位。 

拾、分文： 

一、分文人員應注意來文的時間

性，依序迅速處理。對未區分等

級而內容確係最速件或速件的

來文，應加蓋戳記，提高承辦人

員警覺。 

二、來文關涉兩個以上單位，應

即按文件性質分送主辦單位。 

電子公文作業已全

面實施，不再進行

紙本分文作業。 

拾壹、繕寫、打字、校對、用印： 

一、公文用紙一律使用 A4紙張，

附件用紙亦以 A4紙張為原則。 

二、公文決行後，應以當日繕打

校對、用印、發文為原則。機密

文件避免交商人打印。 

三、校對電子交換文稿，應於校

拾壹、繕寫、打字、校對、用印： 

一、公文用紙一律使用 A4紙張，

附件用紙亦以 A4紙張為原則。 

二、公文決行後，應以當日繕打

校對、用印、發文為原則。機密

文件避免交商人打印。 

三、校對電子交換文稿，應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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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無誤後，列印全文作為抄件。 對無誤後，列印全文作為抄件。 

四、公文蓋用印及簽署規定如

下： 

（一）公布、公告、任免、派令，

獎懲、聘書、獎狀均蓋印信並蓋

校長職銜簽字章。 

（二）函： 

１上行文：應用校長職銜、姓名、

蓋職章。 

２平行文、下行文：蓋職銜簽字

章。 

（三）任職證明或其他請求證明

身分之文件，蓋印信並蓋校長戳

簽字章。 

（四）公文發文時，原稿不蓋印

信僅蓋「已用印信」章戳，公文

兩頁以上時，應於騎縫處蓋騎縫

章。 

（五）以電子交換行之者，得不

蓋用印信或章戳。抄本及紙本無

須加蓋機關印信或章戳，其文面

分別標示「抄本（件）」或「譯本」。 

四、公文蓋用印及簽署規定如

下： 

（一）公布、公告、任免、派令，

獎懲、聘書、獎狀均蓋印信並蓋

校長職銜簽字章。 

（二）函： 

１上行文：應用校長職銜、姓

名、蓋職章。 

２平行文、下行文：蓋職銜簽字

章。 

（三）任職證明或其他請求證明

身分之文件，蓋印信並蓋校長戳

簽字章。 

（四）公文發文時，原稿不蓋用

印信僅蓋「已用印信」章戳，公

文兩頁以上時，應於騎縫處蓋騎

縫章。 

（五）以電子交換行之者，得不

蓋用印信或章戳。抄本及紙本無

須加蓋機關印信或章戳，其文面

分別標示「抄本（件）」或「譯

本」。 

 

 

 

 

 

 

 

 

 

 

 

文字酌作修正 

 

大華技術學院公文處理實施要點 
（86）華總字第 1182號修正通過 

  91年 4月 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華總字第 0650號修正通過 

95年 8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壹、依據： 

行政院 89年 8月 16日台 89秘字第 24413號函修正發布及 99年 1月

22日臺秘字第 0990091522號函修正「事務管理手冊」文書處理部份規

定修訂本校公文處理實施要點。  

貳、定義： 

公文是學校推行校務、溝通意見之重要工具，公文的內容應明確，合乎

「簡淺、明確」之要求。 

叁、實施範圍： 

本校所屬行政系統、教務系統各單位及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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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文類別說明： 

概分為令、呈、函、公告及其他公文等。 

一、令：發佈行政規章、發表人事任免、獎懲、調遷等使用。 

二、呈：對上級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 

三、函：本校對外相關事務報告，協調時使用。 

四、公告：本校各單位就主管業務，向其他單位宣佈週知時使用。 

五、其他公文：如簡便行文表(一般連繫查詢)、開會通知單(召集會議

時使用)。 

伍、文書作業要求： 

一、正確：文字敘述和重要事項記述，應避免錯誤、偏差及歪曲。 

二、清晰：文義應清楚肯定。 

三、簡明：用語簡練，分段確實。 

四、完整：每一案件應深入研究，廣泛考慮問題，所研擬辦法或意見

應具體可行。 

五、整潔：書寫字體應力求字體端正潔淨。 

六、相關單位會辦意見應彙整後再綜合簽辦。 

七、公文電子交換作業注意事項： 

（一）承辦人員辦稿時，須視公文性質註明採用之電子交換機制為

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其中第三類交換機制需加註登載

期限（全國或教育部電子公布欄）。 

（二）原則上公文無附件者以第一類機制交換；公文有附件者以第

二類機制交換：第三類機制以全國性週知者登載全國電子公

布欄；以教育體系週知者登載教育部電子公布欄，惟文稿無

正副本受文者（無特定對象）之公告、令等，僅能登載教育

部電子公布欄。 

（三）行文對象為非電子交換作業之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得

以紙本發文。 

（四）機密公文以紙本發文為原則，若因業務特性須採電子方式處

理者，應使用經專責機關鑑定相符機密等級之保密機制，並

經權責長官核定後辦理。 

（五）公文用紙一律使用 A4紙張，附件用紙亦以 A4紙張為原則。 

（六）公文附件電子交換以不超過十五張為原則，請轉存為電子檔

隨文傳送，電子檔名稱不超過 10個中文字，所存檔案容量

亦不得超過 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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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雖屬電子交換之機關學校，但確實無法電子化之實體或須保

有原始憑證、樣張之附件，仍採傳統方式以紙本發文。如書

本、匾額、現金、支票、證券、任免令、獎懲令、聘書、獎

狀、證明書、執照、契約及其他依法規定應加蓋印信之文件

等。 

（八）文稿正、副本受文者，禁用簡寫或簡稱，應書明全銜，國立

機關學校之國立二字不能省略，私立大專院校一律不冠私立

二字。如國立臺灣大學、淡江大學、國立三重高級中學、臺

北縣立三重高級中學。 

（九）文稿內除阿拉伯數字，外文字母以及併同於外文中使用之標

點符號，應以半型為之外，禁用半型文字（含空白）及分項

符號，以避免文句被截斷，若說明及附件有分項符號者，請

遵照一字一碼原則表示，如一、或二、等。另文稿速別已取

消「特急件」請勿使用，以避免收文方回復確認信息，但公

文收不下來。 

（十）文稿字體請用標楷體、細明體或新細明體，請勿使用不同字

體(如華康)造成罕用字傳遞至收文方時無法正確顯示。 

 

第二章 公文性質區分 

陸、公文依其業務性質和實際需要時得區分機密性、重要性及時間性，為

處理作業的依據。 

一、機密性：分「極機密」、「機密」、「密」三種。 

二、重要性：分「極重要」、「重要」、「普通」三種。 

三、時間性：分「最速件」、「速件」、「普通」三種。 

 

第三章 公文處理 

柒、公文處理：分收文、發文、分文三方面處理。 

收文、發文應一律按年份統一編號。文件以隨到隨發為原則。 

捌、收文： 

一、收文作業應確按「拆封」、「點收」、「編號」、「分文」、「鍵入電腦

檔」等作業程序處理。 

二、公文附件如屬現金、支票、匯票或其他有價值證券等，應先繳送

出納單位簽收保管，如為重要物品時，應盡速隨文併送業務主辦

單位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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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文電子交換收文處理程序： 

識別通行、電子認證、收文確認、收文列印、檢視處理分文編號

登錄傳送等。 

四、電子交換收文人員於電子收文後，須列印收受之公文，同時得由

收方之電腦系統標明電子公文；如電子公文超過一頁以上時，須

加印頁碼及騎縫標識。 

五、機密文件經機關首長指定之處理人員拆封後，送總收文掛號前，

應在原封套上加註「本件陳奉親拆」或「本件由○○○單位拆封」，

以資識別，該處理人員需向總收文人員洽取總收文號填入該文

件，並在總收文登記表案由欄內註明密不錄由。 

玖、發文： 

一、發文人員應確按「點收」、「分類」、「併封」、「鍵入電腦檔」、「發

文」等作業程序處理。 

二、發文時應在公文上確切標明重要性、時間性及保密區分。 

三、對同一機關有數件通常性之發文時，得併封送發。 

四、封發公文視實際情形，逐日郵寄，但最速件應隨時送發。 

五、人事命令、證件、有價證券重要文件等用掛號郵寄。 

六、公文電子交換發文處理程序： 

列印全文、繕校、列示清單、識別通行、電子認證、發文傳送、發

文確認、加蓋「已電子交換」章戳、檢視發送結果、處理失敗訊息

等。 

七、電子交換發文人員應於傳送後，確認電腦系統已發送訊息，電子交

換已確認者，應於原稿加蓋「已電子交換」章戳，並將抄件（清單）

併同原稿歸檔，至遲應於次日在電腦系統檢視發送結果；對仍未確

認者改列紙本文，並在紙本文加蓋「已電子交換未確認」章戳，改

發紙本。 

八、發文機關學校對於已發之電子公文請確實管控，請勿以電子文與

紙本文並行發文，以避免重複，造成收文方重複收文、重複掛號

之困擾。 

拾、分文： 

一、分文人員應注意來文的時間性，依序迅速處理。 

二、來文關涉兩個以上單位，應即按文件性質分送主辦單位。 

拾壹、繕寫、打字、校對、用印： 

一、公文用紙一律使用 A4紙張，附件用紙亦以 A4紙張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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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文決行後，應以當日繕打校對、用印、發文為原則。機密文件

避免交商人打印。 

三、校對電子交換文稿，應於校對無誤後，列印全文作為抄件。 

四、公文蓋用印及簽署規定如下： 

（一）公布、公告、任免、派令，獎懲、聘書、獎狀均蓋印信並

蓋校長職銜簽字章。 

（二）函： 

１上行文：應用校長職銜、姓名、蓋職章。 

２平行文、下行文：蓋職銜簽字章。 

（三）任職證明或其他請求證明身分之文件，蓋印信並蓋校長戳

簽字章。 

（四）公文發文時，原稿不蓋印信僅蓋「已用印信」章戳，公文

兩頁以上時，應於騎縫處蓋騎縫章。 

（五）以電子交換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章戳。抄本及紙本無

須加蓋機關印信或章戳，其文面分別標示「抄本（件）」或

「譯本」。 

拾貳、公文處理稽催： 

一、公文稽催的作用，在加速處理公文，提高行政效率。 

二、公文稽催的目的在確保公文能於規定的期限內迅速辦出。 

三、公文處理時限基準： 

（一）最速件隨到隨辦。 

（二）速件不超過三天。 

（三）普通件不超過六天。 

（四）限時公文法令定有時限的事項，依限辦理。 

（五）公文因案情繁複需展期辦理時，第一次由二級主管核准，

第二次需一級主管核准，但展期超過一個月以上者，應經

校長核准。 

（六）對超過處理時限，仍未簽辦或送會逾期公文，由稽催單位

填具催辦單。 

（七）承辦單位接獲催辦單後應立即或一定期間內簽復，並應立

即簽辦。如仍不簽辦，又不將延辦理由答復時，應由稽催

單位簽報上級列入管考。 

拾參、公文檔案管理：請參照本校檔案管理辦法。 

拾肆、公文處理作業流程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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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文夾 

拾伍、各式公文夾使用方式如下： 

一、紅色：機密以上最速件。 

二、黃色：密件以上速件。 

三、白色：普通件。 

第五章 附則 

拾陸、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總務問題協調與討論：無 

六、臨時動議：無 

七、主席結論：（略） 

八、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