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6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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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副總務長世榮、張組長翠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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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郵件管理辦法第六條規定「快遞及宅急便之郵件及包裹為戶對戶配

送，應由個人親自收件，收發室不代為收件…」；有少數一兩家快遞公司會

將郵件逕投遞郵務室並通知學生至郵務室領取，若是大件包裹會造成學生

及郵務室的困擾。已請同仁要確認收件本人同意才予以代收。 

二、郵務室收到信件會先配合每日各單位來拿郵件的時間先讓單位簽收領回，

於當日下午 4:00 右左再發 e-mail 通知各收件人到各所屬單位領信。當日

信件皆當日通知。 

三、因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重新開發「全國共用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訂於 107 年分批轉換上線，故 107 年採新舊系統併行作業，現行公文電子

交換中心系統及終端用戶軟體 eClient ，將於 108 年 1 月起全面停止維

運。本校合作廠商英福達為檔管局所選示範單位之合作廠商之一，將與該

公司詳細瞭解時程及如何因應。 

四、本校公文系統傳輸格式為 99DTD，尚未支援 104DTD，擬與英福達公司洽詢

將來系統升級與系統轉換一併考量同時作業。 

 

事務組 

一、本組水電技士自104年4月趙錫金先生退休後，歷經三次外補(第1次1人應 

徵不適任、第2次無人應徵、第3次商調單位不同意過調)，改由105年高等 

考試增額錄取分發，於105年12月23日邱凱倫先生報到，但近期邱員因家 

庭因素，提及考量調任至離家較近的單位；另本組水電工友黃燦輝先生不 

幸於106年9月19日病故，奉核補實高中畢業之行政書記(薪俸$22770/ 

月)，刊登11日的求才公告，僅1人遞件，期間有多人電話洽詢，因本校薪 

資標準遠低於水電職場技術人員行情放棄面試。 

二、承上，水電設施是最基礎的民生設施，修繕具時效性、技術性(具甲種電

匠或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證照)，除了必須有相當時日的養成外，尚且對

環境區域水電配置要有一定程度的了解；目前公私立單位的水電技術人

員均求(留)才不易，高普考分發沒有地域穩定性，為積極培育本校水電



修繕人力且能長期留任，將擬請益人事室研議修改本校校務基金專案工

作人報酬標準，增列水電技術人員技術加給。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定補助行動通訊電力備源系統新台幣749萬9,940

元，已於106年11月14日完成公開招標，預訂於106年12月31日前裝設完

成。 

四、由教學中心經費支應海洋廳教學視聽智慧化環控系統建置，及汰換更新

投影布幕、投影機等乙案，預訂於106年12月31日完成驗收。 

五、原訂106年底完成海洋夢想基地標字牌製作(樣稿示意圖已奉核)，因經費

屬設備費，洽教學中心相關設備經費無剩餘，已研擬簽核由106年或107

年校統設備經費支應。 

六、工學及電資學院校區汽車違停現況及因應措施： 

(一)環境設施：緊鄰北寧路，無車輛待停空間，且校門口路幅寬度不夠，

無法施作進、出兩座柵欄管制。 

(二)違停情形： 

    1、未依規定繳費。 

 2、學生未依規定停在工學、電資學院校區館舍後方停車場。 

(三)配套措施： 

 1、因停車對象有教師、學生、貴賓、廠商、洽公來賓及由行政校區 

    前往工學、電資學院校區之相關人員等，單獨製發工學、電資學 

    院校區的停車通行證，無法有效解決違停，亦會影響整體停管機 

    制。 

 2、已將完成繳費車號檔案辦理公告，再次提醒未依規定繳費者盡速 

    繳費；也請該院區師生如發現有違停車輛(車號)，可立即聯繫駐 

    警隊或事務組，進行車輛身份確認並開立違規罰單。 

 3、製作違停紀錄單，每日由保全進行上午及下午2次的巡查紀錄，必 

    要時將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鎖車)。 

 

出納組 
106 年度校務基金定存數截至 10 月 31 日止為 20 億 3,813 萬 7,823 元整，累

計利息收入計 1,545 萬 6,588 元整，其中含應收利息 1,075 萬 0,550 元整。 

 

保管組 
一、專案業務 

    (一)馬祖校區設置案 10 月 24 日協商結論： 

    【坂里國小經管不動產】 

 1、坂里國小經管土地部分使用分區非「學校用地」，不符合都市計畫法 



       之規定，而部分建物未領有合法的使用執照。 

     2、縣府將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為「文大學校用地」，並且取得建物使用執 

        照；但是目前向教育部申請補助之新建物仍在施工，尚無法逕行辦理 

        都市計畫變更。 

     3、在未撥用前，縣府先行核予不動產無償使用同意書。 

    【機十三用地】 

     因國有地區域為形狀崎嶇的山坡地，且未臨建築線，並須納入週邊無資 

     料土地始有規劃使用之可能，縣府內部統合意見辦理。 

    【坂里國小週邊土地】 

     1、因海大向縣府申請土地使用同意書也無法先行開發利用，連江縣政府 

        願意辦理都市計畫變更。 

     2、縣府依海大提供之週邊土地清冊，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為「文大學校用 

        地」，並管理機關變更為連江縣政府；縣府規劃辦理的流程及時程， 

        海大則配合提供中長程使用規劃書以憑辦理。 

    【學生住宿事宜】 

  在無法興建宿舍前，仍請連江縣政府協助規劃學生住宿事宜。106 年 10 

  月24日總務長及保管組人員拜會連江縣政府縣長及副縣長協商坂里國小 

  周邊公有地及無資料土地事宜，並由連江縣地政局承辦人員指界，但實 

  際土地界限需辦理鑑界方能確定，本次協商會議紀錄擬將本校需求及連 

  江縣政府優先辦理事項列出。 

    (二)貯木池都市計畫變更案 

        106 年 11 月 6 日由總務長率相關人員與中冠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至基 

        隆市政府與都發處商談有關本校都市計畫變更案後續辦理方向，處長 

        表示市府目前八斗子、和平島廊帶並沒有規劃案。 

    (三）桃園土地撥用案 

     1、教育部高教司於 106 年 10 月 20 日召開「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桃科園區 

        海洋育成中心籌設案研商會議」由校長率研發處及總務處相關人員至 

        教育部進行簡報，會議結論本因撥用超過 2公傾土地需提送產學分部 

        籌設計畫書報部審核。 

     2、本組目前正函請桃園市政府依 106 年 6 月 24 日雙方簽訂的合作意向 

        書，核予同意本校無償撥用之函件。 

     3、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年 11月 3日桃經發字第1060044257號函， 

       桃園市政府召開「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桃科園區建置藻礁生態館第 1 次 

       研商會議」，由莊副校長率總務處相關人員出席。 

     4、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106 年 11 月 3 日桃體設字第 1060013927 號函開會 

       通知於 106 年 11 月 14 日召開「研商本市觀音國民運動中心選址於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觀音校區可行性會議」，由莊副校長率總務處相關人員 

       出席，表明本校已完成整規劃及使用無法配合國民運動中心興建。 

二、學位服借用管理 



    (一)送洗學位服於 106 年 11 月 17 日已全數清點上架。 

    (二)107 級應屆畢業生借用學位服已於 11 月 14 日開放登記，團體借用領 

        取時間為 106 年 11 月 21 日起至 106 年 12 月 14 日止，個別借用於 

        106 年 12 月 19 日起至 107 年 1 月 5日開放借用，歸還期限至 107 年 

        7 月 31 日止。 

    (三)107 級應屆畢業生借用後如有剩餘庫存，將開放非應屆畢業生借用學 

        位服，每次借用期限以兩週為限。 

    (四)為確認借用門學位服之正確性，已請負責廠商清洗套袋時務必確認學 

        制學門及尺寸，並於保管組網頁簡介各學制及學門學位服代表顏色， 

        讓使用者知悉，再者請借用人於簽收當場核對學制及學門學位服代表 

                  顏色之正確性。 

三、設備登帳的人力問題 

    (一)設備登帳承辦人工作雖有進步，但每天登帳時仍然會有財編、保管人 

        或保管地點登錄錯誤情形，以致每天仍須費力予以逐筆核對。 

    (二)該承辦人林可欣 12 月 3 日至 4 月 3日請育嬰假 4 個月，雖已覓得職 

        務代理人但很難立即熟悉業務只能協助基本 KEY IN 工作，已商請陳 

        世泳代理業務，無形資產登帳及統計業務則由李月霞協助，物品領用 

        由吳晴香協助，全組大家分擔工作，以期該業務能順利運轉。 

 

營繕組 

本校各項工程目前辦理情形如下： 
一、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都市設計審議報告書經基隆市政府於 

    106/6/23 同意備查，水保計畫於 106/8/16 核定，加強坡審於 106/9/28 

    核定，建照於 106/11/8 核定，目前製作副本圖，接續進行五大管線、綠 

    建築、智慧建築送審及發包圖說審查。 

二、進修教育推廣大樓新建工程都市設計審議報告書經基隆市政府於 106/6/5 

    召開本案第 1次都審委員會，會議結果為需再修正報告書，主要為機車停 

    車位內化、教室與住宿比例不合理等問題。106/7/25 總務長率隊與市府 

    溝通，已於 106/8/18 簽准調整內容，將 1樓改為機車停車場，1 樓教室 

    移至 2 樓，原 354 床住宿空間調整為 294 床。修改版報告書已於 106/10/6 

    再次送審，106/11/16 市府召開委員會，會議結論略為修正依行政程序簽 

    核(不用再進委員會討論)。 

三、海洋生物培育館新建工程於 106/7/22 開工，目前完成基礎及一樓結構體， 

    預計 107/5/27 前實體竣工，並於 107/7/27 前取得使用執照。 

四、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都市設計審議報告書經基隆市政府於 106/6/22 核 

    定，目前申請建照中。 

五、工學院至學生活動中心地下道整修工程，基隆市政府於 106/9/1 備查都審 

    報告書，建照即將核定，將請施工廠商安排時間進場安裝頂板玻璃。 



六、圖資處辦公室、萬海廳、河工一館、電機一館屋頂防水工程已於 106/10/23 

    竣工，106/10/31 完成驗收。 

七、祥豐校區建築物污水接管工程於 106/7/27 開工，目前已完成綜合研究中 

    心、圖書館、綜合二館、人社大樓、陸生動物實驗中心、食科系館、食科 

    工廠、藻類中心、校史館、海事大樓、海洋系館、綜合一館、男一舍、夢 

    泉餐廳、綜三館，目前道路暫時回填部分將於 12 月 9 日(需視天氣許可) 

    進行全路幅刨鋪。。 
八、育樂館旁邊坡崩塌修復工程已於 106/10/26 工程決標，106/11/5 開工， 

    預計施工至 107 年 1 月，施工期間管制育樂館側邊部分道路(約 30 公尺 

    長)，封閉汽車停車格。  

九、本年度已完成主要工程包含(1)生科館戶外木平台整修、(2)男二舍修復、 

    (3)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使用空間(原河工二館地下室)整修、 

    (4)海洋夢想基地(原臨海工作站)室內初步整修、(5)育樂館木地板修繕、 

    (6)圖書館 3至 5 樓原廁所改設為典藏空間、(7)工學院餐廳室外整修、(8) 

    工學院校門入口廣場改善、(9)商船系館(圍牆側)至沛華大樓間增設排水 

    溝、(10)工學院地下道至活動中心前方水溝改善(更新 28 公尺水溝蓋並挖 

    除汙泥及固化物)。 

十、明年度預計辦理工學院、造船系館、機械系 A 棟、航管系館及行政大樓屋 

    頂防水工程。 

 

環安組 
一、明年度委外垃圾清運、館舍清潔、校園園藝景觀維護工作，現正陸續進行 

    招標作業，行政大樓廁所清潔工作，俟現行負責清潔工作之工友退休後另 

    行規劃。 

二、107 年永續校園申請案，目前正積極規劃提出申請項目及可行性評估。 

三、107 年環境教育補助計畫，將朝環境教育教案設計項目規劃。 

四、年度消防檢修申報作業正在進行中，預計年底前完成。 

五、校內枯樹清除及清運作業已於 11 月中旬完成。 

六、配合藝文中心藝文活動演出，同時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目前設定取消行政 

    大樓上下課鐘聲，避免影響演出及行政大樓會議進行。 

 

駐警隊 
一、商船系吳珮琪助理教授研究室於 106 年 11 月 16 日遭竊，經調閱監視器影 

    像後該名竊賊疑似張○仁，並向正濱派出所報案，本案由該所處理中。 

    已請夜間值班同仁注意並加強巡邏。 

二、海空大樓後方機車停車場常常被違規車輛擋住出入口，影響機車出入，已 

    於 11 月 16 日加裝出入口二邊欄杆以杜絕違規行為。 



三、校園公共區域監視器因地區鹽分關係，常常造成監視器鏡頭模糊不清，將 

    定期請廠商來校保養監視器鏡頭，以利延長監視器使用年限。 

 

參、討論事項決議： 

一、基隆港務分公司閒置之樂中盧單身宿舍有意出租本校乙案，請營繕組邀集 

    該分公司相關單位來校商議其可行性。 

二、請營繕組規劃辦理圖書館至綜合二館間週邊區域環境改善。 

三、有關工學、電資學院區部分教職員生違規停車乙案，依事務組報告事項六 

    辦理並追蹤成效。 

 

肆、散會：下午 1時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