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4年 10 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地 點：總務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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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林副總務長泰源、沈組長能情、林組長淑慧、姚組長用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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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查本校各單位基於業務需要，需將印信拓模或縮小製模套印於文件者， 

   本組業以 104 年 9 月 30 日海總文內字第 1040017949 號書函，函請各單位 

   於 10 月 30 前填具「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印信套印或縮小套印清冊」，嗣後各 

   單位所需之套印文件或內容如未在報備之列者，惠請依相關規定自行報備 

   ，並自負法律責任。 

二、教育部 104 年檔案管理訪視作業，業於 104 年 9 月 25 日蒞校訪視圓滿完 

    成，感謝圖資處及各單位給予相關協助，訪視委員所提之相關建議事項將 

    列入本組研考追蹤。 

三、「勇泉」碑文目前製作中，將於 10 月 19 日前設置完成。 

四、「2016 全國大學檔案聯展」，將於 10 月 27 日在台灣大學檔案館辦理議題 

    交流討論會，本校共計有秘書室鄧月英及文書組沈能情參加。 

五、為提升本校公文系統資安防護能力，本校公文系統異地備份，業於 10 月 

    12 日在林泰源副總務長及圖資處陳定鴻之協助下，與中華電信完成協議 

    ，每個星期以雲端方式進行異地備份，備份數量為 1 份，中華電信另行異 

    地備份 2 份(臺北及台南各 1份)。 

六、本組已完成主計室 101 年會計憑證移交作業，共計移交箱數為九十箱，並 

    經主計室封箱確認，本次移交僅確認箱數，內容物由主計室自行負責，後 

    續主計室如有調卷需求，將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理。另銷毀業務建請主計 

    室定期銷毀，以紓解庫房不足之壓力。再者前項檔案目前暫放於海空大樓 

    302 室，期限至 105 年 6 月底，期限屆滿前請鈞長另提供空間，直至聯合 

    庫房建置完成。 

七、本校「檔案應用作業要點」業經教育部 104 年 10 月 14 日臺教秘(四)字第 

    函送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核備。 

事務組 
一、勇泉商場已營運一個多月，為了解師生同仁的意見，擬訂於 10 月底召開

餐飲經營管理小組會議。 

二、明東電業工程有限公司捐建勇泉的燈光及相關設定控制業已完成。 



三、自 9月份起受理辦理 104 學年度停車證，初估已完成 85%的申請，查本校

合法劃設的停車格約 250 格，惟迄今發出停車證已近 1,000 張，顯示本校

停車位嚴重不足(尚不包括每日臨停)，將檢討修正本校汽機車停車證收費

要點，提 12 月行政會議討論。 

四、未來築夢館、夢泉商場、木棧道等是學生教學及生活活動的重要校園場館，

將加強臨近的星月廣場的照明。 

五、規劃製作新版的校園地圖，大致初稿完成，會後請處內相關主管同仁協助

校閱，有缺漏之處請不吝指正。 

出納組 
一、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綠色環保政策，節省紙張耗用，經調查目前已有政大、 

   陽明、清大、中央、宜蘭、屏科、屏東、中興大學等多所學校，不提供紙 

   本繳費單予學生，並已實施多年。本組經簽准同意自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 

   學分費起，不提供紙本繳費單，逕由學生自行利用第一銀行學雜費繳費系 

   統繳費、列印。 

二、如提供銀行匯款資料有誤被退匯，自本月起一銀均加收手續費 10 元。 

保管組 
一、有關本校擬撥用貯木池土地需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乙案，應依都市計畫書圖 

    製作要點備妥相關文件 5 份，擬委託經驗豐富廠商辦理；經與財團法人中 

    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洽詢並估價，合計約 248 萬 5,056 元，刻正簽核中。 

二、貯木池土地租用現況，為避免非本校車輛進出及船舶非法停靠亂象，10 

    月 14 日與基隆港務公司協商，請該公司能於地入口處設置門禁，並同意 

    本校於承租範圍之船舶滑坡道處另設置門禁管控使用人員，以利維護本校 

    師生使用安全。 

三、104 年 10 月 5 日產學技轉中心空間使用研商會議，討論決議： 

  (1)確認德怡公司使用空間為 312 室及 310 室，另 212 室租用者潘崇良老師 

     的合約至今年 11 月止，不再續約。而洽談中的空間，研發處將敍明預定 

     的時間，以為館舍控管。 

  (2)目前 410 室為「教育部創業計畫共同工作空間」，但事實上僅堆置物品， 

     不利計畫的考評，建議是否另覓更適當場所，以利計畫執行。 

  (3)建議大間空間可以隔屏分成 2-3 個單位，俾利招駐更多廠商。 

  (4)有關使用培育室廠商繳交的租賃費，其名目將參考他校作法酌予修改， 

     避免衍生國有財產標租相關法規的爭議，以及營業稅等稅賦問題。 

  (5)針對耗水電之進駐設備儀器，是否設立單獨水電錶以利收費，由研發處 

     評估後辦理。 

四、有關兼任教師辦公室，擬就 307 室、309 室、409 室評估後，請廠商估價 

    承作。 

五、馬祖校區建置事宜，持續與連江縣政府教育局保持連繫配合辦理。 

六、有關基隆港務公司代管樂中廬館舍，初步了解該區已規劃為辦公大樓及港 

    務宿舍，擬再進一步連繫本校租用為學生宿舍可行性。 



營繕組 

ㄧ、建築物新建工程： 

(1)海洋科技館新建工程於 9/11 召開籌建委員會，紀錄於 9/23 奉核，將依

校長指示再確認樓層配置後簽委託建築師編撰構想書。 

(2)游泳運動中心增建水療設施工程經校長於 10/7 指示取消本案，已於

10/8 簽辦，將奉核後與建築師解約。 

(3)海洋生物培育館新建工程已完成細設，承辦同仁進行審查中，有關景觀

植栽、消防、水電及需求仍請環安組、事務組、生科院協審。另外本案

都審、水保尚審查中，俟通過申請建造執照、五大管線審查、綠建築審

查。 

(4)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於 9/24 簽准委託建築師及成立評選委員會並已

於 10/12 召開建築師招標案第一次評選會議，預計 11 月底進行開標及

評選。 

(5)進修教育推廣大樓新建工程 30%設計必要圖說審查尚於工程會審查中， 

   目前工程會承辦人表示因鋼筋價格下跌需調降總經費，已請承辦同仁積

極說明並促請加速審查時程。本案亦涉及基地內自來水管及電力遷移事

宜，已函請管線單位遷移。 

(6)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已完成細部設計，承辦同仁進行審查中，

有關景觀植栽、消防、水電及需求仍請環安組、事務組、電資學院協審。

另外都審、水保、建造執照、綠建築、智慧建築、五大管線審查已請建

築師積極辦理。 

二、專案工程：  

(1)教育部補助工程需於 11 月底前結案，目前遮雨改善維修工程已於 10/3

竣工，10/14 辦理驗收。學生運動設施改善工程(育樂館門窗修繕)於

9/18 驗收完成，目前尚未完成付款，已請承辦同仁加速辦理。 

(2)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工學院校區部分經基隆市工務處於 6/22 函轉產

發處審查水保計畫，目前尚未通過，以致尚無法招標。濱海校區污水下

水道接管工程已函文廠商解約、沒收押標金，目前進行結算，後續需辦

理履約爭議及重新招標。明年編列祥豐校區之經費建議暫緩至後年。 

(3)男二舍修復工程為爭取時程總務會議、校發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校務會議將平行提案，因此構想書於 7/3 函文報部，7/17 教育部函復

表示因宿舍具自償性不予補助，經修正為校務基金自籌並於 8/10 再函

報教育部，目前尚未回覆。為加速時程，已請承辦同仁先簽請成立委託

技術服務廠商之評選委員會。 

(4)圖書館屋頂防水工程已 10/7 驗收完成，辦理結案付款中。 



三、規劃事項 

(1)馬祖校區原訂於 9/29 前往現勘，經 9/23 通知暫緩。 

(2)蘇迪勒風災補助工程(包含溫水泳池修復、工學院排水改善)已於 9/22

報部，目前俟教育部回復。 

(3)工學院校門口遷移事宜將再依基隆市政府審查意見將修正後交維計畫

函送審查。 

(4)男三舍一樓增設床組案經 10/7 奉校長指示為 9 間 4 人房，於 105 年暑

假施工。 

(5)105 年預計辦理之發包工程包含造船系 103 室及 301 室整修工程、體育

館鋼構維護、行政大樓鋁窗更新、商船大樓屋頂防水、河工系館迎風面

窗台整修工程。 

四、本年度已結案付款之發包工程： 

(1)航管系一樓廁所整修工程 9/3 驗收完成 

(2)保管組辦公室整修工程 8/25 驗收完成 

(3)圖書館 1 至 5樓廁所整修工程 9/1 驗收完成 

(4)女一舍寢室裝修工程 8/26 驗收完成 

(5)男一舍寢室裝修工程 8/26 驗收完成 

五、本年度其他完成事項 

(1)自由中國號臨時棚架工程經基隆市政府於 104/5/25 同意備查准予使

用，已結案付款。 

(2)海堤上半年監測報告已完成並於 7/14 將需維修部分函文十河局 

(3)海事大樓(112~114、212~214、312~314、318~320、418~420)補申領使

用執照案已完成，使照日期 104/6/20。海事大樓丙棟 101~107、201~207

海事甲棟、校史館、首長宿舍、綜合三館(1-3F)、食科工程館、環態

所館、藻類中心尚無使照。 

六、本組業務已進入高峰期，多項重大工程將陸續招標、施工，對業務品質風

險有重大影響，本組現有人力資源將著重於確保重大工程之品質上，修繕

業務除有立即安全影響之項目外將無法立即辦理，建請 鈞長考量增加本組

人力。 

環安組 
ㄧ、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附屬法規已於 104 年 1 月 1 日起開始 

    施行，為使學校能依法落實職業安全衛生之管理工作並增進自主管理能 

    力，本年度將擬訂「職安法相關計畫」於 11 月 25 日環安衛委員會議審議， 

    並廢止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二、近年來逢上級機關督導或訪視均提及本校未成立環安衛一級單位，是否提 

    案成立一級單位？國內各主要國立大學皆成立一級環安衛中心如下： 



    中興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臺灣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中山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交通大學環保安全中心 

    國立清華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聯合大學環安衛中心 

    國立宜蘭大學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陽明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中央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國立高雄大學環安衛中心 

    國立嘉義大學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 

    國立高雄大學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因應職安法設立專職職護由張育禎護理師擔任，另自本月起新進教職員工 

    皆需繳交體格檢查表。關於全校教職員工健檢部分，40 歲以上同仁 106 

    年必須實施，40 歲以下同仁於 108 年實施(以 103 年計算年齡)，另需調 

    查必須每年進行特殊體檢員工，今年就必須進行體檢。有關計畫研究助理 

    的健檢費用，需討論經費來源。 

四、12 月底前完成全校工作場所巡檢，請各相關單位配合。 

五、明年度委外清潔預計 11 月完成發包。 

六、全校環境分區規劃，由各單位自行負責環境區域，安排同仁或服務學習學 

    生執行。另男二舍垃圾子車學生垃圾未依規定丟棄，已請宿舍加強宣導。 

七、預計 11 月完成年度消防檢修。原消防改善工程目前趕工中，第二餐廳消 

    防設施已經通知全家改善，請事務組也協助督促廠商 10 月底前完成。 

八、10 月 22 日召開 104 年第 3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 

九、永續校園相關工程案 220 萬，雨水公園雨水回收再利用設施工程 10/19 

    發包，體育館筏基雨水回收再利用設置工程案 10/29 發包。 

十、螺槳景觀工程近期招標，預計年底前完成，但校長對於設計仍有意見。 

十一、百尺魚缸捐贈尙未列帳，導致相關整修 30 幾萬工程款未支付。 

十二、今年資源回收獎勵(3 萬)，因本校目前無資源回收場，所以沒有參與。 

十三、環境教育認證機構，計畫修正預計年底前完成，需教育研究所老師協助。 

十四、本校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邀參選第九屆「創意狂想巢向未來」---2015 

    年智慧綠建築設計創意競賽案，經 9 月份的初賽評選後入選進入決賽，決 

    賽評選將在 10 月 28 日於新北市大坪林聯合開發大樓 15 樓第三會議室舉 

    行，本案參選作品名稱：智慧化綠能整合 APP，以男二及男三(女二)宿舍 

    為標的，透過校園智慧化綠能整合與監控系統之建置，將安全防災（山區 

    大排渠道水位監測系統及影像監視系統、消防火警感知警報設備移報系統 

    及防盜、防破壞系統）、水能、電力使用情形之即時資訊，俾能統一管理， 



    進而建立一套完整的校園環境安全防災及能資源管控機制，邁向「永續節 

    能、綠色校園」之目的。賡續建立「永續節能」之觀念，並貫徹有效推動 

   「節能減碳」及「安全監控」之整合，戮力「能源教育」並朝向「綠色大 

    學」方向發展。 

十五、本校參選「第四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學校組)案，已於 104 年 9 月 3日(上 

    午，在基隆市環保局召開地方政府初審查會議，獲初審委員一致認同評選 

    為績優單位，除獲新台幣 1 萬元獎金外，並代表基隆市參加全國複選，由 

    行政院環保署辦理競賽評比，本組將依相關作業規定積極準備，極力爭取 

    校譽。 

 

駐警隊 

一、有關校園安全監控系統-公共區域監視器、消防移報、女廁緊急求助鈴， 

    目前由廠商檢修中。 

二、麗峰莊學生機車停車場原址將改建大樓，擬規劃景觀汽車停車場入口前段 

    含草坪部分改為學生機車停車場，相關細節尙研議中。 

三、活動中心前以三角錐及連桿圍起減少違停現象，目前效果良好，將設置固 

    定式車阻以代替三角錐及連桿。 

四、經本隊積極開出違規單取締濱海停車場機車違規停放汽車停車格，目前已 

    明顯改善機車違停情形。 

 

參、討論事項決議： 

一、校慶在即，請各單位積極趕辦業管相關事項，以利校慶系列活動圓滿成功。 

二、10 月 29 日總務會議除請營繕組研擬「男二舍結構補強修復工程」案、事 

    務組研擬「105 年節能措施」案外，各組如尙有其他提案請務必於 10 月 

    20 日前提出。 

三、配合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及管監辦法修正，請營繕組研擬修正本校「新興工 

    程支應原則」並提案 11 月 9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肆、散會：下午 1時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