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0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 點：總務長室 

主 席：熊總務長同銘      記錄：莊麗珍 

出席人員：蘇副總務長育玲、沈組長能情、姚組長瑾英、姚組長用蓮、戴組 

          長世卓、蔡組長仲景、蔡組長台明、呂隊長昆亮 

壹、主席報告： 

一、總務處分工分層進行南瑪都颱風防颱整備工作，特此感謝。請各組(隊) 

    就現有軟體如災害資訊及硬體如防洪設施的缺失中，於未來防災業務規 

    劃中持續朝令校園更安全，令教職員生更安心的方向進行改善。 

二、最近三次防颱整備工作，概由本處各組(隊)進行各設施巡檢及紀錄，恐 

    有掛萬漏一之疑慮，軍訓室目前正研擬本校防汛整備檢查表，俟定案後 

    請各組配合辦理。目前本處任務應著重於待命及緊急派工。 

三、內控的目標為確認組織作業確實遵循相關政策、計畫、程序、法令及規 

    章，另著重於有效率及有效果之營運。內控源自會計財務管理制度，現 

    已推廣至整個組織的所有作業系統。個人認為內控(internal control) 

    相當於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內稽(internal audit)相當於品 

    質管制(quality control)。請本處各業務單位透過組(隊)會議，以全員 

    參與的方式，持續進行法令規章、作業程序及相關表格的增加、修正、 

    刪除，後送處務會議進行橫向溝通及確認，然後上陳核定。 

四、人員進修、訓練及證照取得，亦為組織運作重要目標，請各組盡量派員 

    參訓或取得相關證照。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處 101-105學年度校務中程發展計畫事宜，請 討論。 

決議：由處本部綜整事務組、營繕組、環安組所提計畫，再提 9 月份處務會 

      議討論。 

案由二：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請 討 

        論。 

決議：修正建議如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再提 9月份行政會議審議。 

案由三：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是否須修正，請 討論。 

決議：請各組及駐警隊於 9 月 10日前將修正意見送處本部彙整。 

案由四：本處 100學年度優秀行政人員推荐名單，請 討論。 

決議：請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依口頭推荐名單於 9月 10日前 

      填具遴選事實表送處辦理初選事宜。 

参、散會：下午 4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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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公共場地

及設施管理借用要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公共場地

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 

1.名稱修正 

2.增、修、刪    部

分。(以下同)。 

一、為有效利用本校公共場地

及設施並加強其維護與管

理，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有效利用本校公共場地

及設施並加強其維護與

管理，特訂定本辦法；本

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規定。 

 

二、本校公共場地及設施，

除供校內單位與人員使

用外，為活化運用，增加

學校收益，在不影響本校

教學研究、校園安寧或其

他校務運作之前提  

下，依據國有財產法及相

關規定，得提供校外機關

團體與個人借用。 
 

二、二、本校公共場地及設施，除

供校內單位使用外，得提

供校外機關團體為合法

之使用。校外機關團體之

借用，不得影響本校教學

及各類活動。 

增列提供校外單位

與個人借用之法源

依據與目的。 

三、校內單位與人員借用非其

管理之場地及設施，應經

管理單位之同意， 管理單

位並得自行訂定場地及設

施使用規則。 
 

三、校內單位借用非其管理之

場地及設施，應經管理單

位之同意。管理單位得自

行訂定借用場地及設施

申請表。 

校內單位不得將其借用

之場地及設施轉借校外

機關團體，或為校外機關

團體代借本校之場地及

設施。 

校內單位因借用場地及

設施而有收益行為者，應

準用第五條之規定。 

1.有關轉借規定併

列於第十一點。 

2.有關收益規定併

列於第五點。 

四、校外機關團體與個人借

用本校場地及設施，應檢

附有關資料向總務處提出

申請，經會管理單位陳校

長核准後，始得辦理借用

手續。 

四、校外機關團體借用本校場

地及設施，應檢附有關資

料向總務處提出申請，經

會管理單位呈校長核准

後始得辦理借用手續。 

增加個人借用，以符

實際運作。 

五、校外機關團體與個人借用

本校場地及設施，應依本

校「場地外借收費標準表」

之規定繳付場租費及其他

相關費用。 

校內單位與人員因借用場

地及設施而有收益行為

五、校外機關團體借用本校場

地及設施，應繳付場租費

及其他相關費用，惟經學

校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費用標準由總務處訂

定公告之。 

校內單位因協辦校外機關

1.將場租費收費依

據名稱明列。 

2.除符合「國有公用

財產無償提供使

用之原則」外，場

地及設施之借用

皆應收取費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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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校外機關團體與個

人之活動經校長同意由校

内單位協辦或合辦者，其

收費標準比照本校「場地

外借收費標準表」，但得視

個案性質與該活動經費編

列或收益等情形，由借用

者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專案

簽請校長核定酌減之。 

團體活動而借用本校場地

及設施者，準用第一項及

二項之規定。 
 

此刪除『惟經學校

同意者不在此

限。』之規定。 

3.明定校內與校外

協辦、合辦之收費

標準及減收裁量。 

六、預定借用之場地及設施，

本校如有特殊或緊急需

要，必須收回時，應於使

用日 1星期前通知借用者

取消借用並無息退還所繳

納之費用，借用者不得提

出異議及請求賠償。 

六、借用或預定借用之場地及

設施，本校如有特殊需要

必須收回使用時，得隨時

終止借用，借用人不得提

出異議及請求賠償。 

訂定取消借用合理

之通知時間，以及所

繳之費用處理方式。 

七、本校除畢業典禮依消防法

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許可施

放煙火外，其餘不論室

內、室外場地，一律禁止

烤肉活動及以產生火焰、

火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之

表演性質活動。 

 為維校園安全，並參

照消防法規定增訂

本要點。 

八、借用者辦理室外活動，如

需用電，應自備發電機，

發電機設置位置需注意安

全並無礙交通；室內各項

設備，未經許可不可擅自

移動或私自架設。 

 為維用電與交通安

全增訂本要點。 

九、借用者應遵守有關場地及

設施之使用規則及校園停

車管理、建築物外牆海報

張貼管理、校園禁菸、垃

圾分類與不落地、食品攤

販衛生規範等相關規定，

並應負公共安全與秩序維

持、建物與公物維護、垃

圾清運與場地復原之責，

倘有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七、借用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使用場地及設施，並

遵守有關之使用規則及

其他相關規定，倘有毀損

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前項場地及設施之使用

規則，由管理單位訂定

之。 

將應遵守之規定與

責任更明確訂出 。 

 八、除有特別約定者外，借用

期間之安全及公共秩序

之維護，概由借用人負

責。 

刪除，併列於第九

點。 

十、場地及設施之佈置及其他

相關事宜，依本校及管理

單位指定之方法及地點行

九、場地及設施之佈置及其他

相關事宜，依本校及管理

單位指定之方法及地點行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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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之。 

十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得核准借用： 

(一)違反法令及本校規定

者。 

(二)違反公序良俗者。 

(三)申請之用途有害場地

及設施原定用途或對場

地及設施有造成損害之

虞者。 

(四)有損及本校名譽及易

於造成安全顧慮者。 

(五)借用人有將場地轉借

他人使用之虞者。 

(六)曾有違反本校借用管

理辦理之情事登錄有案

者。 

(七)有其他本校認定不宜

借用之事由者。 
 

十、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

核准借用： 

1.活動內容違背政府政策

及法令規定者。 

2.活動內容違反公序良俗

者。 

3.申請之用途有害場地及

設施原定用途或對場地

及設施有造損害之虞者。 

 

4.活動內容有損及本校名

譽及易於造成秩序紊亂

者。 

5.借用人有將場地轉借他

人使用之虞者。 

6.其他本校認定不宜借用

之事者。 

已核准之借用有違背前

項事由之一者，或借用人

之使用與原申請之使用

不符者，總務處或管理單

位應即終止借用。      

    因前項事由之終止借

用，借用人不得要求退回

所繳費用。 

1.增訂第(六)款。 

2.違背或不符借用

之規定、處理及

罰則另訂於第 12

點。 

十二、已核准之借用有違背前

項事由之一者，或使用事

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

者，本校或管理單位有權

立即終止借用，已繳之費

用概不退還。經終止借用

而不立即停止者，由駐警

當場予以制止勸離外，並

列為拒絕借用名單，五年

內不得再向學校申請借用

場地及設施。其違反情節

重大者，除得報請有關單

位依法處理外，不得再向

學校申請借用。 

 更明確訂定違背或

不符借用之規定、

處理方式及罰則。 

 十一、借用人之使用有違法情

事者，依法處理之。 

刪除，併列於第十二

點。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行。 
 

十二、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