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6 年 4 月 21 日（星期五）中午 11 時 30 分  

地 點：總務長室 

主 席：唐總務長世杰                         記錄：莊麗珍 

出席人員：郭副總務長世榮、郭代理組長雅芬、林組長淑慧、楊組長淑蓉、林 

          組長惠文、蔡組長仲景、陳組長銘仁、陳隊長勇樹 

 

壹、主席報告：略。 

 

貳、各組報告： 

文書組 
一、依據 106 年 3 月 30 日公文檢核小組會議決議，為加速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之運作，副知檢視公文以保留一學期為原則，擬由系統公司先行將 101 

    年至 103 年副知檢視中之傳閱公文檔先刪除，再依序分批刪除。公文線上 

    簽核工具列中「副知檢視」業已完成不需點閱，逕由主旨判讀，即可逕行 

    刪除之功能，惟使用者若未進行閱讀或刪除，長期下來會造成系統儲存空 

    間負載過重，如有利用副知檢視保存公文，請自行存檔，並業已於 4月 

    13 日於行政資訊網公告周知及電子郵件通知，後續會再發送 2 次電子郵 

    件提醒後逕予刪除。 

二、黃槿公園石碑業已於 4月 18 日設置完成。 

三、男生第二宿舍修建啟用紀念石碑已請廠商製版中，預計 4 月 28 日可完成， 

    俟完成後擬擇定設置位置施工。 

 

事務組 
一、工學院餐廳租賃契約至 106 年 6 月 30 日期滿，已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相

關作業規定辦理公開標租，自 106 年 3 月 23 日登報及刊登於本校事務組

網頁公告招商，至 106 年 4 月 28 日下班前截止收件。目前工學院餐廳週

邊已陸續完成修繕及美化，餐廳內部將由新評選廠商進行裝修改善，期提

昇工學院餐廳環境及用餐品質。 

二、有教職員同仁反應舊北寧路周邊停車格僅限學生車輛停放，教職員不能停

放，請總務處評估必要時可機動性調整管理政策，本組評估說明如下； 

(一)北寧路停車場停車現況 

1、北寧路汽車停車場停車格共計 39 格，目前兩端以簡便的設施(使用

學生證悠遊卡功能)管制進出，無法比照校本部的資料庫平台統計

各時段進出車輛數。 

2、因 104 學年度時常有學生反應停不到車位，自 105 學年起改為學生

專屬停車場，105 學年申請共 81 件（核准 60 件，待核 21 件）。 



(二)改為學生專屬停車場說明 

1、教職員停車特性為上下班較長時間停用，學生停車以上下課時段交

替停用。 

2、104 學年度原有開放教職員持一般悠遊卡設定進出或停車，經常查

有學生車輛持教職員設定之悠遊卡進入停放，亦有教職員工至體育

館或運動場(尤其中午時段)停用等情形，造成學生時常向本組甚至

向秘書室反應，停不到停車格。 

(三)建議 
停車格僅 39 格，開放部分停車格數(時段)給教職員及開放後的管制成

本評估不敷比例，未來擬增加學生申請北寧路汽車停車場之申請名額。 

 

出納組 
一、106 年度校務基金定存數截至 3月 31日止為為 17億 8,813 萬 9,603 元整， 

   累計利息收入計 212 萬 1,787 元整。 

二、出納組依據財政部修正行院頒訂「管理手冊」第 51 條規定，已於 4月 18 

    日完成實施 106 年度出納業務定期盤點。 

三、出納組預計於 5 月 2 日辦理工作輪調，本案已簽辦中，惟實際交接事宜仍 

    須配合主計室監交時間。 

 

保管組 
一、106 年度財產暨物品盤點計畫己開始執行，已請各單位先行盤點全部保管 

    使用財物，本組會同監盤人員自 106 年 4 月 12 日至 6 月 8日止至各單位 

    實地抽查複盤。 

二、有關行政滿意度調查意見，本組將加強改善缺失，尋求更好措施以及服務 

    態度，以提供師生的需求。 

三、馬祖校區設置案 

總務處於 106 年 4 月 12 日拜訪連江縣政府洽談有關坂里國小不動產撥用

及修繕事宜，會議紀錄上陳核中。 

四、貯木池都市計畫變更案 

中冠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 3月 10 日 106 冠開字第 1060300021 號

函基隆市政府詢問有關本案周邊正濱、和平島、海洋大學廊帶整體發展願

景，俟市府函釋方能據以辦理計畫書修正，始能進入變更都市計畫法定程

序。 

五、桃園觀音工業區土地撥用案 

預訂 4 月 27 日由莊副校長帶領，與桃園縣政府針對使用目的法規面進行

溝通。 

六、雲林縣土地撥用案 

己請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協助辦理土地鑑界作業，本校於 106 年 4

月 24 行文該局，請其於能予完成補照事宜，俾本校辦理撥用及整修，並



俟本校擬訂之使用計畫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即依規定進行撥用作業。 

 

營繕組 

本校各項工程目前辦理情形如下： 
1、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106/3/14於基隆市政府召開第2次都審委員

會，決議為請本校依各委員意見修正（或加強說明無法修正之理由）後，

送市府函請提供審議意見之委員書面複審，如無重大疑義時，由市府循程

序簽報核定。106/4/7 已將修正資料送請市府書面複審。另外加強山坡地

雜照、因應都審變更水土保持計畫持續辦理中。 

2、進修教育推廣大樓新建工程都審報告書修正5版已於106/1/23送至市府審

查，本案因屬社教機構用地，基隆市政府都發單位對興建上課學員宿舍存

有意見，經一再溝通後，106/4/18 市府函文同意送委員會審議，106/4/21

已將資料送達市府。 

3、海洋生物培育館新建工程建照於 105/12/23 核准，五大管線送審於

106/4/20 完成，已於 106/4/20 簽准工程招標文件並上網公告，訂於

106/5/12 開標，若順利決標預計可於 106/6 開工。另為順利取得使照，建

築線退縮 5 公尺無遮簷人行道所影響之養殖設施遷移(非本組業務)應於開

工後積極辦理。106/4/20 召開本工程公共藝術設置執行小組，因金額不

大，執行不易，決議併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公共藝術案辦理。 

4、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 106/3/21 召開第 2 次都審幹事會，決議為依各幹事

意見修正後，送各幹事書面確認，如無較大爭議時，授權由業務單位依程

序簽報核定。106/4/17 已將修訂都審報告書送至基隆市政府審查。  

5、男生第二宿舍補強修復工程施工已於 106/4/15 竣工，訂於 106/4/24 辦理

驗收作業，學務處住輔組已陸續進行後續維管作業。 

6、工學院至學生活動中心地下道整修工程俟取得建照並向市府申報開工後方

得安裝頂版玻璃，目前申請建照中。 

7、本年度屋頂防水工程包含機械系館(圖資處辦公室)、萬海廳、河工一館、

電機一館目前設計中，另外造船系簽准辦理之屋頂防水工程因需另案辦理

委託設計監造，施工期可能會進入年底雨季，因此已協調造船系延至明年

度優先辦理。另目前有機械系、航管系簽核中，建議若奉核後仍於明年度

辦理。 

8、祥豐校區建築物污水接管工程水保計畫書及施工圖已於 106/3/1 提送市府

審查，俟核可後辦理工程招標。 

9、生科館木平台整修工程已於 106/3/22 竣工，106/3/28 驗收完成。  

10、建築物耐震能力詳細評估作業(包含海洋系、行政大樓、展示廳、綜合二

館、國際學舍、男一舍，輪機工廠、綜合一館、一餐、漁學館、食科系館、

女一舍)，目前審查單位(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審查中。106/4/13 審查單



位來文表示海洋系、綜合二館已審查通過。 

11、臨海工作站整修施工中，包含室內油漆(壁癌處理)、更換門窗、屋頂防水

隔熱層、更新廁所、室內地磚、抽換腐蝕鋼柱及破損透明浪板、增設樓梯

扶手等。 

12、工學院地下室餐廳外側空間整修已完成牆面天花板油漆、更新地磚、樓梯

修繕等，目前增設座椅施工中，預計 106/4/30 完成。另外將再增設一面大

型落地鏡及更新已破損之樓梯扶手木板，有關燈具照明改善事宜已請事務

組辦理。 

13、河工二館地下室 B06 進行隔間部分供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使

用，目前依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申請許可中，俟取得許可後進行施工。 

14、濱海校區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民事訴訟案經 105/5/25、105/6/15、

105/7/6、105/7/20、106/3/22 開庭，106/4/12 宣判結果為原告(施工廠商)

請求駁回，費用由原告負擔。將俟收到判決書後洽請律師就本學校權益進

行核處，並將重新辦理工程招標作業。 

15、有關馬祖校區事宜，106/4/12 總務長率隊赴馬祖與連江縣政府教育處、

工務處、地政局人員開會並再實地會勘，將依會議結論辦理。 

 

環安組 
一、今年度消防檢修申報，經總務長 4 月 17 日拜會消防局局長，已經同意展 

    延，同時消防改善工程也於 4 月 18 日順利決標。 

二、黃槿公園動物房前圍牆矮化，依校長指示將以階梯式下降。 

三、環安組辦公室已遷移至綜合三館，環境教育教室亦已搬遷至夢泉商場三樓 

    原餐廳的位置，現正辦理小型修繕工程及影音設備採購。 

四、永續校園案依委員意見調整內容，第二次圖說將於 4 月 26 日前送件。 

五、東岸濱海風景特定區管理單位第二次協調說明會決議本校納入風景區範 

    圍，同時主席裁示本案風景特定區劃設不另訂特定相關建築、構造、色彩、 

    廣告物、攤販設置管制規範，均依照現有都市計畫法、基隆市相關既有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建築法令辦理，並不影響各單位後續相關開發使 

    用。 

六、本學期服務學習學生已完成區域分配，同時已於明顯處設立名牌。 

七、近期進行校園除草作業，將加強要求作業廠商公告作業期間及做好防護措 

    施。 

八、近期校園美化作業，部分採用購置種子由同仁進行育苗，除了節省經費之 

    外，也能較彈性進行造景。 

 

駐警隊 
一、本校運動場及祥豐排球場自 106 年 4 月 2日至 4 月 10 日連續發生學生背 



    包失竊案件共計 15 件，本案件已於 11 日晚上 6點由本校駐警隊與正濱派 

    出所合作偵破此次連續背包失竊案。 

二、工學院對面山壁最近又開始有零星落石掉落，請師生經過該地段時注意安 

    全。 

三、新加裝祥豐校門口外路口以及小艇碼頭外路口監視器鏡頭，已於 3 月 24 

    日完成，目前使用狀況良好。 

四、北寧停車場 106 年 3 月份及 4 月 10 日止汽機車違規 20 件，逕行裁罰 15 

    件，5 件未至駐警隊銷單。(違規地點：北寧停車場機車違停汽車格內、 

    活動中心前機車違停黄網區、汽車違停汽車通道中)。 

 

參、討論事項決議： 

一、依本校 105學年度「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結果，本處尚有缺失需檢討改 

進，請各組就師生反應意見擬具精進措施並確實執行。 

二、環安組於執行除草作業時，除須做好防護措施外，應避開學校重要活動， 

    並於事前公告週知。 

三、全校女廁緊急按鈕誤觸機率太高，請駐警隊洽商加裝外盒，另請同時加強 

    警語內容。 

 

肆、散會：下午 1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