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6 年 8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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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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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智源代)、陳隊長勇樹 

 

壹、主席報告：略。 

 

貳、各組報告： 

文書組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為「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實施計畫」，後續擬將納入電子公文附件採用 ODF 格式之使用比例考核指 

    標。分二階段實施，107 年 1 月起，由各機關針對「發文附件 ODF 比例」 

    自行統計管考；配合檔案管理局新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上線時程，國發會(檔 

    案管理局)將自 108 年開始提供相關統計數據，惟尚未進行新公文電子交 

    換系統上線之機關，仍由各機關自行統計數據做為考核指標。為因應上述 

    計畫時程本組擬將於公文系統註記「附件請優先採取 ODF 與 PDF 格式」文 

    字，加強宣導。 

二、本組已於 8 月 16 日以海總文字第 1060015749 號發函教育部，請同意銷毀 

    已屆保存年限之檔案 17 案 830 卷。 

三、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 106 年 7 月 11 日檔企字第 1060011220 

    號函擬訂「機關檔案管理評鑑要點」草案略以，各機關於每年 3 月底前應 

    依檔案局所定檢核表辦理年度自行評估，主管機關應掌握所屬(轄)機關評 

    估結果並定期進行考評，實地考評週期以 2 年至少 1 次為原則，檔案局擇 

    定評鑑機關之優先順序以未曾參加金檔獎者為優先。 

四、郵務管理擬考慮逾期郵件通知採簡訊通知，簡訊發出除了對方手機簡訊， 

    系統中亦能作歷史查詢、建立通訊錄、一發多收、預約簡訊等。 

五、資安因應措施，目前經與圖資處連繫已建立好防火牆，圖資處有一台伺服 

    器對應 3 台虛擬主機(AP,FS,DB)，校園網路入口的硬體防火牆規則僅開放 

    AP 的 80 port, 3389 port(61.220.205.169)，未來擬建置 2 套,如遇中毒 

    事件以移機處理，並擬採 VPN 機制做控管。 

 

事務組 

一、原臨海工作站溫室以自建自售方式設置太陽光電，含結構經費約480萬元， 

   約18年可回本，使用年限約25年，設置的必要性及相關資料將於106年9月 



行政會議專題報告。 

二、工學院餐廳訂106年9月1日起開始營業，除天花板水泥鋼筋裸露修繕、戶 

    外油煙靜電處理機銹蝕更新為不銹鋼水洗機、男女洗手間天花板修繕及小 

    便斗增加隔板木門等由本校處理外，其餘廠商更新修繕部份如下： 

   (1)老舊天花板拆除、水泥天花板重新粉刷裝修、照明燈具更新。 

   (2)營業櫃裝修檯舖設排油煙管、排水管、櫃檯更新整體化，類似美食街 

      櫃檯。 

   (3)自助餐配膳檯由1座增加至3座，可增加更多菜色提供選擇。 

   (4)透明窗檯處增設類似便利商店吧檯，增加座位區。 

   (5)廚房及各櫃商天然氣管線，全予以更新。 

   (6)室內水電管線全部更新。 

   (7)餐廳內弧形牆壁，將增加大圖輸出，美化視覺環境。 

三、校園書局106年場地出租案合約於明年3月底到期，該場地已連續續約3

次，建議及早評估該場地屋頂的修繕事宜，才可規劃後續招商期程。 

四、107年擬視經費狀況逐步更新行政大樓各會議場地設施。 

 

出納組 
一、106 年度校務基金定存數截至 8月 18 日止為 17 億 7,825 萬 4,127 元整， 

    累計利息收入計 1,455 萬 1,818 元整，其中含應收利息 1,075 萬 0,550 

    元整。 

二、出納系統主機於 7 月 24 日遭駭客入侵，多筆資料檔被加密且造成部份資 

    料流失，目前系統均已修復，恢復正常運作，為避免日後再發生此類事件， 

    經圖資處與艾富公司討論後，因應措施如下： 

    1、因新購置之主機已有防毒軟體，故暫不加設防火牆，擬另將主機開放 

       對象設限為出納組及人事室。 

 2、出納系統(含資料庫)移機至新主機，舊主機僅做為備份用。 

 3、因學校之海洋雲由防火牆保護，故付款查詢入口端移至海大雲端，以 

    防範駭客進行網路攻擊。 

 4、待出納管理系統更新完畢，另洽中華電信租用雲端做為異地備份，以 

    確保資料之安全。 

三、艾富系統公司更新本校出納管理系統已於 8 月 3 日完成，付款查詢系統已 

    恢復正常運作，目前暫訂 8 月份新舊系統雙軌並行，如新系統運作正常， 

    預計 9 月份可正式上線。 

四、本組 92 至 93 會計年度現金、零用金備查簿暨相關憑證資料銷毀，目前正 

    簽請校長同意併文書組待銷毀文件辦理銷毀，另有關 87 至 93 年之自行收 

    納統一收據擬待簽奉校長核准同意後，另案報教育部核准後辦理銷毀。 

 



保管組 
一、財產管理業務：在財物登帳的法規儘範疇內，盡力協助各單位勻支業務費 

    及設備費。 

二、不動產及場租管理業務： 

    1、近日港務公司招商加強貯木池海堤防護工程，由於暑期活動頻繁，已 

       反應該公司協助安全圍離設施。 

    2、經查目前第一餐廰有三家廠商與本校無租賃關係，且廠商設立亦未符 

       合多元目標使用，擬近日發函請第一餐廰承租廠商改善。 

三、專案業務： 

    1、馬祖校區設置案 

       (1)為儘速取得馬祖校區用地及規劃未來發展，8 月 9 日本校委外諮詢 

          單位中冠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到校說明用地變更與撥用計畫相 

          關事宜。 

       (2)8 月 24 日已以海總保字第 1060016510 號函連江縣政府，請其協助 

          測量釐清土地現況，8月 24 日連江縣政府陳督學來電告知將儘量 

          配合。 

       (3)坂里國小新建校舍己進行基礎工程，預計明年 7 月中旬完工。 

    2、貯木池都市計畫變更案 

       基市府要求委外廠商中冠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一併將和平島及中油 

       土地納入規劃，中冠公司將發函基市府告知該區域非本校委託範疇。 

    3、桃園科技工業區土地撥用案 

       本組已備妥相關文件，俟本校使用規劃書確定後即可函報教育部審核。 

四、學位服借用業務： 

    1、今年度學位服借用件數總計 1,824 件，目前己歸還 1,752 件，逾借用 

       期限 7 月 31 日歸還者，課以行政管理費藉以督促畢業生歸還，俾利清 

       洗以備供下屆畢業生借用。 

    2、預估本次借用服清洗完成日期為 10 月中旬，屆時即開放可提供 107 

       級全部畢業生借用，目前有拍照借用需求學生，依現有庫存量以個人 

       書面借用方式辦理。 

五、人力部分： 

    林可欣行政專員預計 12 月 5 日至明年 2月 6 日請育嬰假二個月，一則因 

    期限過短代理人找尋不易，二則該時段為年度結束及開學時期，須配合主 

    計室關帳時間進行回登、對帳，並函報教育部月報表及季報表，為本組最 

    忙碌時期，短時間的代理人能協助有限，已請其再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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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辦加強坡審及建照申 

    請作業，五大管線、綠建築、智慧建築送審及發包圖說審查亦已準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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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修改報告書中。 

三、海洋生物培育館新建工程於 106/7/22 開工，目前工進順利，已完成基樁 

    打設工程，按契約內容，預計 107/5/19 實體竣工、107/7/18 取得使照並 

    辦理驗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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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設施遷移應於開工後積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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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取得建照並向市府申報開工後方 

   得安裝頂版玻璃，目前進行都審中。 

六、圖資處辦公室、萬海廳、河工一館、電機一館屋頂防水工程於 106/7/21 

    開工，預計 106/9/28 竣工。 

七、祥豐校區建築物污水接管工程於 106/7/27 開工，目前進行主幹管埋設， 

    工進順利，預計施工至今(106)年年底。 

八、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使用空間已完成整修，並於 106/8/18 移 

    交使用管理單位。 

九、育樂館木地板修繕工程已於 106/7/18 竣工，106/8/2 完成驗收。 

十、圖書館3至5樓典藏空間整修工程於106/7/5開工，106/8/7竣工，106/8/10 

   完成驗收。 
十一、育樂館旁邊坡崩塌修復工程已向教育部申請補助(尚未回復)，106/7/24 

   簽准委託設計監造招標文件，106/8/8 開標，106/8/17 議價決標，106/9/16 

   應完成設計。 

 

環安組 
一、今年度外包清潔工作由於該公司人員管理不當，導致許多單位反應清潔成 

    效不佳，正積極要求該公司改善。同時著手規劃下年度清潔招標。 

二、連日乾旱本組投入大量人力進行校園植栽澆灌，部分澆灌不易地區雇用水 

    車施作，未來如再遇久日不雨的情況，將適時雇用水車澆灌，減少校園植 

    物死亡情形。 

三、下年度之消防檢修申報作業正在進行中。 

四、基隆市政府(會同身障協會成員)於 106 年 8 月 17 日上午，針對本校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蒞校現場勘查，仍有部分設施待改善，包括第一餐廳及男一 

    舍所屬無障礙廁所、淋浴間緊急求救鈴，無障礙坡道入徑平整度等項目， 

    本組將逕行改善後報請基隆市政府核備。 



五、活動中心旁水溝經常阻塞溢流，待未來營繕組排水溝改善工程完成後可望 

    改善。 

六、行政大樓後側化糞池由於原始設計不良，經常造成阻塞，未來汙水納管後 

    可望改善。 

七、明年度除草合約正進行規劃中，將擴大納入校園樹木修剪項目，希望將現 

    有兩位工友之人力投入花圃的維護。 

 

駐警隊 
一、近來第一餐廳連續好幾天晚上遭小偷侵入偷走餐廳飯菜，經看監視器影像 

    後該名竊賊疑似本校進修學士班退學生張○仁，已請夜間值班同仁注意並 

    加強巡邏。 

二、最近海洋廳遭人侵入，事務組已更換海洋廳門鎖並裝設監視器，以防止 

    竊賊再侵入。 

三、校區還有一些公共區域尚未裝設監視器，將逐步加裝監視器。 

四、七月份尼莎颱風損壞監視器鏡頭總共 4支，目前已經修復 3支。 

 

參、討論事項決議： 

一、本校桃源基地各項整備工作，請各組就業管事項著手整備事宜。 

二、行政大樓化糞管堵塞溢流問題，俟濱海校區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未完工程 

    發包後一併處理。 

三、校園除草合約是否擴大納入校園樹木修剪項目，請環安組就執行面再予評 

    估；本年度外包清潔廠商執行清潔工作成效不佳，請環安組務必強力要 

    求，並請檢視合約予以扣款處理。 

 

 

肆、散會：下午 1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