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19 校長核定版

107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總 務 會 議 會 議 紀 錄
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主

席：總務長潘存真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會前禱(略)
貳、主席致詞(略)
參、前次會議追蹤事項報告
學生會代表及王莉潔同學
1. 有關本校排球場上課或練習時，常有排球打到行經路人之情事，提請改善。
2. 提請學校星期日晚上民族一路校門口開放時間延長，以利住宿生返回學校後安
全。

後續執行狀況
1. 總務處營繕組已於107年9月6日設置排球柱立網。

2. 總務處事務組已於 107 年 10 月 8 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並發送全校教職員與學
生電子郵件通知「文藻外語大學學期間週日校門門禁管理異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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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張家笙同學
1. 代表學生會發問，有關機車停車場學生因為嗶卡管理的關係造成不方便，是否
考量使用 RFID 無線感應裝置，改善學生在出入或校園安全更有效率之部分。

後續執行狀況
1. 機車停車場已於 107 年暑假期間完成 etag 門禁系統施作，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正式啟用，啟用至今觀察上確實有助於校園安全管控與車輛流量之紓解。

人文學院代表－甘允良教師
1. 校內學生及老師反映育美體育館飲水機不敷使用，建議於育美體育館地下室增
設一部 RO 飲水機。

後續執行狀況
1.

已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完成增設 1 台飲水機。

肆、業務報告
事務組
一、業務現況
（一） 協助 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知能成長研習會相關庶務。
（二） 協助 107 年 9 月 17 日開學典禮相關庶務。
（三） 協助 107 年 9 月 26 日教師節表揚活動相關庶務。
（四） 協助 107 年 10 月 3 日體育教學中心 3 樓籃球場開球式。
（五） 協助 107 年 10 月 6 日歐亞語文國際研討會。
（六） 協助 107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教育部會計師專案查核相關庶務。
（七） 協助 107 學年度新生祈福禮相關庶務。
（八） 協助 107 年 10 月 17 日國家防災日避難演練相關事宜。
（九） 協助 107 年 10 月 19 日校慶感恩彌撒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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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協助 107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東南亞中心國際研討會相關庶務。
（十一） 協助專科部六系畢業公演相關庶務。
（十二） 協助校長遴選委員會相關庶務。
（十三） 完成 107 學年度續租國有財產署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作為學生機車停
放，並完成規範之土壤檢測合格。
（十四） 完成 107 學年度學生通勤交通車簽約事宜。
（十五） 專科部一年級新生制服及運動服(含冬季)均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發
放並修改完畢。
（十六）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機車停車位均全數售罄，且本學年機車停
車場已改為 Etag 偵測開啟。
（十七） 持續辦理冷氣卡機新舊機轉換退卡退費作業。
二、 規劃進行之業務
（一） 協助辦理高教深耕成果展相關庶務。
（二） 協助辦理 107 年 12 月 1 日校慶園遊會及燃燈禮系列活動。
（三） 協助辦理 107 年 12 月 15 日辦理聖誕共融餐會事宜。
（四） 協助辦理 107 年 12 月 24 日子夜彌撒等活動。
（五） 辦理新建多功能大樓課桌椅交貨事宜。
（六） 辦理新建多功能大樓學生餐廳準備作業。
（七） 協助辦理 107 年 12 月 27 日新建多功能大樓啟用典禮。
（八） 辦理清潔外包廠商招標作業。
環安暨保管組
一、校園登革熱病媒蚊防治：
（一）持續每星期三環安暨保管組同仁依分配區域到各場所檢查是否有登革
熱病媒蚊孳生源。
（二） 107 年 9 月至 11 月各辦公室填報「登革熱自我檢查填報系統」結果，
皆無單位超過 3 週未填報之情況，感謝各單位配合。
（三） 107 年 9 月 9 日、11 月 18 日分別完成開學前全校區及學期中校園戶外
環境、地下室及停車場消毒作業。
二、已發放 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的日常火源、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等檢
查三表，預計 108 年 2 月收回。
三、107 年 8 月 9 日於行政大樓 3 樓國際會議廳召開 107 學年度採購與承攬安
全衛生會議，計有 25 位承攬商參加。並於會後繳交本校「承攬商施工安
全保證書」及「採購案危害告知與危害控制措施表」。
四、107 年 9 月 26 日上午 8:30 至 11:30 於行政大樓 2 樓聊天室進行『職醫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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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教職員工健檢異常追蹤』，此次主要以 106 年及 107 年「十年內心血管
疾病風險異常值偏高者」為首要追蹤對象，共計 10 位參加。
五、107 年 10 月 4 日下午 1 時至 5 時舉辦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暨 107 年下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有 89 人參加。
六、配合會計室於 107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2 日進行教育部專案查核，其中之
固定資產、不動產、權狀及謄本部分，查核情況良好。
七、107 年 10 月 28 日舉辦綠色大學環境教育暨職場安全健康活動--高雄美濃百
年水利灌溉與人文之旅，參加人數 41 人。
八、107 年 10 月 30 日配合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檢查本校受贈土地，及函報教育部
「土地調查清冊」，查核情況良好。

九、107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3:10 至 5:00 舉辦「校園環境安全與衛生」宣講，
地點為文園 2 樓會議室，計有 94 位總務股長參加。
營繕組
一、業務現況
（一） 全校區高壓變電站定期保養及空調保養維護契約，已於 107 年 9 月
26 日陸續完成新年度招標及簽約作業。
（二）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空間建置案執行進度，A002、Q706 教室
及亞洲文化場域等，已於 107 年 10 月 4 日全數完成驗收作業，提供
需求單位進駐使用。
（三） 本校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配合 BSI 英國標準協會後續稽核作業，
已於 107 年 10 月 11 日完成外部稽核並通過驗證。
（四） 本校參加經濟部水利署「107 年節約用水績優單位選拔」活動，經書
面初審、實地複審，最後評選獲頒本年度節水績優獎，並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假中正紀念堂舉辦「2018 愛水節水表揚大會」，由總務長代
表接受頒獎表揚。
（五） 107 年聖誕節燈飾佈置及聖誕樹搭建規劃，已於 107 年 11 月 11 日開
始進行聖誕樹搭設，並配合吳甦樂教育中心 12 月 1 日燃燈禮前，全
數施作完成。
（六） 教育部「107 年部份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明園坡道、文園及正氣
樓無障礙廁所改善」計畫案結餘款，依校內採購程序辦理正氣樓電動
輪椅充電小屋等改善工程，全案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限內呈報教
育部辦理結算作業。
（七） 本校多功能大樓已於 107 年 11 月上旬取得無障礙設備勘檢合格、消
防設備勘檢合格、雨汙水放流核可等證書，預定於 107 年 11 月底前
取得本建築物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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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7 學年度暑期工程主要完成：
1.

育美體育館 3 樓籃球場木質地板。

2.

紅磚道穿堂字幕機汰換。

3.

圖書館一樓天花板整修。

4.

校區高壓變電室電度表汰舊。

5.

教室冷氣計費設備更新。

6.

校園室外照明(水銀燈)汰換 LED 路燈。

7.

正氣樓操場側柏油路旁水溝改設格柵水溝蓋板。

8.

至善樓 16 樓陽台玻璃門地鉸鍊汰換。

9.

化雨堂準備室雨遮板汰換。

二、 規劃進行之業務（107 年 12 月-108 年 1 月）
（一） 露德樓屋頂結構及屋瓦整修工程已進行採購發包作業程序，本案擬定
寒假開始施作，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配合 3 樓教師研究室
私人物品及傢俱搬離清空作業，以利後續整體工程進度掌控。
（二） 配合「多功能大樓新建工程」取得合法使用執照後，完成 B1F 學生
餐廳內裝施作提供廠商進駐使用，並進行各樓層教室相關教學設備進
場安裝測試，及 7、8、9、10F 學生宿舍傢俱工程發包施工。
（三） 配合圖書館已納入公告第二批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場所，依相
關預算執行「107 年圖書館空氣品質改善」採購發包及工程施作。
出納組

一、本學期已進行之業務（107 年 8-11 月)
（一） 配合會計室辦理會計師年度查帳作業及教育部指派會計師專案查核
作業，提供 106 學年度相關帳務資訊以利查核。
（二） 107 年 8 月 9 日、8 月 30 日、9 月 27 日、10 月 24 日會計室人員及內
部稽核人員至出納組盤點現金。
（三） 107 年 8～10 月份全校各單位郵寄公務郵資金額為$88,399。
（四） 辦理學生專車費系統繳費申請作業。

二、 規劃進行之業務(107 年 12 月-108 年 1 月)
（一） 配合教育部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及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計畫經費之
結報完成付款作業。(期限為 108 年 1 月 15 日前)
（二） 108 年 1 月 31 日前向國稅局辦理 107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網路申報作
業。
（三） 辦理 107 年度年終獎金之發放作業。
（四） 新任校長之銀行印鑑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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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
一、電子公文系統維護：
(一)為因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將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維運現行之
eClient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並轉換新系統，已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與資訊與
教學科技中心人員共同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共用收發平台使用者教育訓練。
(二)修正假日資料建置：
1、107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本校園遊會全體上班日，電子公文系統調整為
上班日。
2、10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25 日(星期二)本校補、放假，電子公文系統調
整為全日假日，假日不計公文辦理天數。
二、檔案管理業務執行進度：
(一)107 年 1 月至 10 月歸檔案件數量統計表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合計(件) 904

799

1,769

1,127

1,332

1,152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計(件)

854

924

994

1,474

總計件數(1 月至 10 月)

11,329

(二) 至 107 年 11 月 8 日完成歷史定期保存紙本公文，40 卷共計 1,632 件。
三、統計 107 年 1 月至 10 月收、發文件數及蓋用印信件數：
(一)統計總收文件數合計 9,924 件；分別依電子收文計 9,020 件，紙本收文計
904 件。
(二)統計總發文件數合計 1,300 件；分別依電子發文計 689 件，紙本發文計 611
件。紙本發文包含收文方無電子交換機制之件數及不適用電子交換件數
(附件為實體＋密件)。
(三)統計蓋用印信件數合計 16,979 件；分別依蓋用印信申請單計 15,933 件，
收、發文蓋用印信件數計 1,04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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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

案由：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財產管理與盤點作業規定」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說明：
一、依據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之書面審查報告，指出本校
「財產管理與盤點作業規定」財產管理第5點第3款規範財產減損作業，有
關財產報廢所涉及之最低使用年限則未見諸於條文中，宜參酌「教育部獎
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9點第1款第6目規
定，增列相關內容。
二、經查「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9
點第1款第6目規定，「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其使用
年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另當年度所購置
儀器設備等資本門之設備，學校應善盡保管之責，不得處置或變賣。」
。據此，本案提會討論修正部分條文如附件。
三、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略)
擬辦：擬經總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文藻外語大學財產管理與盤點作業規定（修正後）（草案）。(略)
決議：經會議討論，第一條修正為：
【本校依據行政院所頒「財物分類標準」規定，
為有效管理財產，達到適時支援教學研究及服務，特訂定本規定。】，本
案通過。

文藻外語大學財產管理與盤點作業規定(核定版)
民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第一次總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依據行政院所頒「財物分類標準」規定，為有效管理財產，達到適時支
援教學研究及服務，特訂定本規定。
二、 財產管理與盤點之說明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一般原則
1. 財產之分類說明如下：
(1) 第 1 類屬不動產: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每筆、每棟均須正確登記，
取得所有權狀並妥慎保管。
(2) 第 2 類屬不動產:房屋建築及設備；每筆、每棟均須正確登記，取
得所有權狀並妥慎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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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3 類屬動產:機械儀器及設備。
(4) 第 4 類屬動產:圖書及博物；典藏圖書，需會經圖書館登錄、辦理
借用。
(5) 第 5 類屬動產:什項設備。
2. 財產管理以逐級授權分層負責適時支援教學、研究及服務為目的。
3. 環安暨保管組應每月彙整製作「財產增減表」一式，送總務長及會
計室簽章後陳請校長核閱。
4. 財產由管理及使用單位隨時盤查，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初盤一次。
另依排定時間由總務處會同會計室前往複盤，並作成盤點紀錄簽核
備查，以確保財產安全。
（二） 注意事項
1. 借用財產須善盡管理責任，倘如發生遺失損毀情形，則應追究責任，
依規定賠償。
2. 財產如有移動，須知會單位財產管理人彙整資料，並辦理財產異動
手續。
3. 使用財產單位或使用人對於已逾最低使用年限，且損壞無法修復之
財產，應辦理報廢手續。
4. 離職時，須將所保管之財產移交單位財產管理人，並備妥財產清冊，
清點無誤始完成離職手續。
5. 財產如遭竊，則應保持現場不可破壞，並立即報警處理。
6. 各使用財產單位對所保管之財產，除依規定辦理報廢外，應注意保
養及管理，不得損毀、棄置。
7. 財產盤點後，如發現有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其肇因於保管或使
用人之過失者，保管或使用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意外事故或為正
常使用自然毀損者，應依規定辦理財產報廢手續。
三、 財產管理及盤點作業流程
本作業分為財產增加、財產移動、財產報廢及財產盤點四部份：
（一） 財產增加作業流程
凡採購財物分類為財產者，稱為財產增加。於經費結報時，則依驗
收報告→財產基本資料輸入電腦且編列財產分類編號列印出財
產增加單列印當月財產增減表列印各類報表結束。
（二） 財產移動作業流程
凡財產使用單位間之財產流用者，稱為財產移動。於財產移動時，
由移出單位上財產管理系統填製財產移轉單移入單位確任核章
總務長核定送財產管理單位辦理財產異動手續輸入電腦資
料更新結束。
（三） 財產報廢作業流程
財產保管人填寫財產減損單→總務處→會計室→校長核定→通知
使用人將舊品處理→電腦除帳→結束。
（四） 財產盤點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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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草擬盤點計畫通知各單位盤點開始→各單位財產保管人自行
初盤→會同會計室依排定行程赴各單位複查→盤點資料整理→資料
陳核→結束。
四、 財產保管人員須知
（一） 各處室及科辦公室財產保管人員如有更換或離職時，應將財產清冊移交新
任保管人員，並通知總務處辦理保管人員移交清點。
（二） 財產移動搬遷時，原使用單位保管人員應先通知總務處保管人員，並辦妥
移轉手續，使得搬移。
※財產移轉單傳遞順序如下：
移出單位保管人→移出單位主管→移入單位保管人→移入單位主
管→環安暨保管組→總務處。
（三） 財產損壞不堪使用、維修不符成本且逾最低使用年限時，應辦理報廢手續，
經核准後由環安暨保管組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並由總務處保管人員公告
時間請各單位將財產收回統一處理。
※財產減損單傳遞順序如下：
使用單位保管人→使用單位主管→環安暨保管組→總務處→會計
室→校長。
（四） 各財產單位保管人員收到財產增加單、減損單、移轉單時應妥善保存，並
更新財產清冊帳目，以確保其正確性。
（五） 每一會計年度，總務處將會同會計室至少實施盤點一次，並做成盤查記錄。
（六） 財產保管人員對所保管之財產如有遺失，除特殊原因（如遭竊，則依程序
報警處理）得另行呈請處理外，保管人員應自行負責。
五、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項，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 本規定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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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案由：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文書處理作業規範」第八條、第十三條修正草案。
說明：
一、依照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第玖章文書流程管理第八十條(二)規定「…對已
逾期而未申請展期之案件，或送會逾時者，應予催辦」。據此，現行作業
規範稽催起日計算，應修正為已達限辦日期始符合上述規定。
二、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略)
擬辦：擬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文藻外語大學文書處理作業規範」(修正後)(草案)。(略)
決

議：照案通過。

文 藻 外 語 大 學 文 書 處 理 作 業 規 範 (核定版)
民國 95 年 4 月 21 日總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3 月 22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4 月 11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建全本校公文流程、稽催、檔案管理及施行公文線上簽核作業，提升公文
處理時效及品質，爰依據行政院秘書處頒布「文書處理手冊」
，訂定本作業
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文書處理，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全部流
程。
三、收文：
(一)外來單位來文，經核判承辦單位後收文登錄。
(二)電子交換、傳真公文、外文文電，亦按程序收文分辦。
(三)各單位應指定專人擔任單位收發，教學單位收發以設置各系、中心，行
政單位收發以設置一級為限。
(四)承辦單位收發人員簽收公文並辦理登錄後，應立即送請主管批示或依其
授權分送承辦人員。
(五)承辦單位收受之文件，經主管核閱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者，應由單位收
發人員敘明理由，送回重新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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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來文內容涉及二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之單
位為主辦單位，於簽辦時再行會辦或協調分辦。
(七)機密文件判文後，承辦單位指派專人辦理。
四、擬辦：
(一)文書處理應以隨到隨辦、隨辦隨送為原則，不得無故積壓。
(二)承辦人員簽辦來文時，應另紙簽擬，如無事先簽擬之必要時，得以簽稿
併陳或以稿代簽方式處理。
(三)公文處理時限：
1.最速件：1 日
2.速 件：3 日
3.普通件：6 日
4.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四)公文經承辦人擬辦後，應即分別按其性質，遞送主管核決，如與其他單
位有關者應送會或先行會商。
(五)傳遞公文係屬機密文件、急要文件或附有現金、有價證券及貴重物品
者，應由承辦人員親自遞送。
(六)承辦機密文件人員，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件已洩漏、遺失或判斷可
能洩漏、遺失時，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理。
五、發文：
(一)本校對外行文，其函稿由承辦人送單位主管審核，會簽相關單位後，依
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始可發文，並統由總務處文書組發
函。校內文書如開會通知單、通知及一般事務性聯繫，得由業務承辦
單位加蓋該單位章戳後分發。
(二)函稿及附件一律以 A4 規格製發。
(三)文書組人員對交繕之文稿，如認其不合程序或發現原稿有錯誤或可疑之
處時，應先請示主管或向承辦人員查詢洽請改正後再行繕印。
(四)發文時文書人員應檢視稿面各欄是否完整，有附件者應備齊。
六、用印：
依本校「申請蓋用印信辦法」辦理。
七、檔案歸檔：
(一)承辦人辦妥公文後，凡須歸檔者，請即歸還單位收發人員，登記後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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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文書組辦理公文歸還手續。
(二)文書人員點收文件依下列規定辦理：
1.文件不全者，退還補正。
2.文件有污損或字跡模糊不清者，退還補正。
3.存查文件，未經批准者，退還補辦。
4.附件漏送或附件不全或未經簽准而抽存者，退還補正。
5.歸檔文件與收文登記簿之登載不符者，退還更正。
6.原件附有不應歸檔之附件者，應將原件連同附件，退還更正。
7.樣張或作廢之契約憑證等，有漏蓋樣張或註銷字樣者，退還補蓋。
8.歸檔文件中附有現金或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等，應退回承辦單
位處理。
(三)文書組應將待歸檔之公文予以分類整理、入檔後置檔案保存處所。
(四)歸檔文件應以正本為之，如因故遺失則由承辦單位商請原發函之單位另
行補發與原案相同之函件，交文書組登錄原收文號續辦，或以簽陳報
請所屬主管、校長核准以簽陳說明歸檔，以利檔案管理。
八、公文稽催：
每日由公文系統發出公文案件到期或逾期信件通知予承辦人。文書組對已
達限辦日期並逾十五日仍未歸還之公文(扣除例假日)，應填具公文催辦單稽
催；承辦人員接獲催辦單後，應即答覆並儘速結案。
九、借調檔案：
(一)各單位借調檔案，以與本單位業務有關者為限。
(二)借調者不得將檔案借離檔案室。
(三)借調者不得有洩密、拆散、塗改、改換、增損等情事，違者簽報議處。
十、本校各層級人員均應積極掌握公文處理品質與時效；承辦人員對所經辦之公
文，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日止，應注意處理流程各階段之查催；對外行文之
事項，逾期未復亦同。
十一、 各單位公文收發人員應與總務處文書組密切聯繫，落實文書稽催及辦理
各項公文流程應配合事項。
十二、 本作業規範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秘書處「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理。
十三、

本作業規範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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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劉明全老師：

今年聖誕 LED 燈是否越掛越多? 可否重點處(如:聖誕樹和馬槽)掛燈?
 總務長：
今年聖誕燈飾是汰換之前舊型傳統的燈泡，汰換原因為二:第一耗電，第二長時
間點的時候溫度太高，尤其是聖誕樹是塑膠的製品，有安全上的疑慮，所以本次
所有使用的都是 LED 燈具；有關經費的部分，採買燈具的費用實際上是很少
的，主要花費是工資的部分(拆跟裝及收納)。我們一年全校聖誕燈布置的預算大
概是 20 幾萬，那絕大多數 6 成以上都是人力工資的部分。
而我們之所以點燈最主要是要按照宗教的儀式聖誕節前一個月的將臨期，越接近
聖誕節，點燈的時間才會越長，所以不是一開始就從 6 點半點到點燈到 10 點
半，而是會慢慢拉長點燈時間。那我們整個重點就是要維持宗教的氛圍，讓學生
有感覺的融入。往後採納劉明全老師的建議，燈飾著重在幾個重點，也盡量減少
那種一次性的裝飾。有同學反應，日間的時候耶誕的擺飾沒有像百貨公司那樣漂
亮?因為那種裝飾品在室外，經過一次風吹雨淋過後就不能使用變成垃圾，所以
我們盡量減少那種裝飾品的採購。
 學生代表莊雅薇：
有關校園排水設備的問題，是否於新大樓完工後會整理周邊的排水系統跟雨水節
能的一些設施，想請問預計何時施工或是完工?
 總務長：
排水部分預計 108 年 3 月份雨季來臨前，改善完畢。營繕組已有規劃施作位置。
 劉明全老師：
學校財產盤點，現仍以人工盤點，需一個個對應號碼，是否設置條碼機，條碼機
一掃就知道編號在哪邊。另外為節省人力資源，建議全面的盤點應設定流動式財
產，例如相機、筆電。
 總務長：
謝謝劉明全老師的建議。其實學校整個財產把關是蠻複雜的，學校目前的盤點作
業是屬於每年度全盤，每一樣物品都有所屬的財產保管人及保管單位，劉明全老
師提到條碼機部份，之前其他學校就有案例，他們的盤點改成在任何財產上都做
個 QRcode 掃描，但是用了之後全部都重頭再來，因為發現到，使用機器掃描雖
然很方便且快速，但使用者卻完全不知道這財產的明細、使用年限以及價值是多
少，所以這部分有好有壞，那我們還在做全面的了解，當然科技目前是一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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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如何在不浪費人力的情況下，有效的應用科技來做到財產盤點，將與相關同
仁及資教中心研議。


劉明全老師：

1. 教職員機車停車位越來越小和以前差很多，加上現在機車每個人都越買越大
台，學校是否考慮要修改停車格包含增設紅、黃牌車專用停車格。那另外一
樓機車停車場的地面，因為我們停車都立中柱，而整條立中柱地面都已凹陷
下去，能不能在上面放個止滑鐵板蓋上去，立中柱後由鐵板來支撐，不然以
後地面可能會越凹，維修花的成本也會越大。
2. 育美館地下室汽車停車場，頭一抬整個都是蜘蛛網，不知是總務處人力不足
還是工作區域沒有劃分到，總務處人力較以往文藻還是五專學院的時候差很
多，這不太合理，因我們財產及大樓越多，但總務處人員卻越少，希望藉由
總務會議，提報讓學校知道，可以請總務長據理力爭，希望總務會議通過，
學校能重視人力的問題。
3. 化雨堂前紅磚道每年每學期都在修補，有時候學生都說他們繳的學費都花在那
裡，最近看到廠商在搭建帳篷的時候，放下時都是整個撞擊磁磚，加上現在帳
篷越做越穩固，磁磚根本沒法承受，那我給學校的建議是:可否設置透明採光
罩走廊，這樣以後就不需要請廠商來搭建帳篷了；有自己的採光罩走廊之後，
辦活動等等相對地就可以減少紅磚道的損壞，紅磚道實在太脆弱了，我們得想
出一個解決方案。
4. 希望下一次總務會議能提報校車(公務車)借用之數量，使用率為何？有很多大
學是使用租賃的，不須負擔折損。另外，我們有一些招生的同仁，他們校外招
生公務時搭計程車，因為開車技術不是有把握，出去要是發生甚麼狀況，損失
可能比買一部車來得多，所以我們是不是得斟酌關於使用校車的問題。
5. 最近鮮少聽到關於拋棄式免洗餐具[減塑優先，無痕飲食]的宣導，當時在推動
時，會計室下達只要是餐盒就不得核銷，可是我們很多會議，給我們老師的仍
是餐盒，學校在自訂推動環保政策時，應從教學和行政一起配合。我們教育學
生一定要堅持下去，推動環保如果只靠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推行，沒有任
何一個管理或制度，很難達到目標。地球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一起來推動，達
到真正的綠色大學。
 陳靜珮學務長：
關於減塑的部份，學務處一直都有在親自落實，只要是學務處辦的會議，至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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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的都是水果替代盒裝點心，那另外學生會的部份，他們在大型活動上也有
響應，這部分請學生會來說明，可能會更清楚。
 學生代表莊雅薇：
我們學生會園遊會有設攤位，提供學生租借環保的杯具讓他們使用，之前也有舉
辦快閃活動，和減塑有關的舞蹈等等。
 總務長：
劉明全老師提出的問題，我初步的回應如下：
1. 關於教職員機車停車問題，不僅機車停車問題，汽車停車也有問題。從以前到
現在，我們都是在服務教職同仁，所以學校停車是沒有收任何的費用，其實有
很多大學停車是有收費的，當然收費就必須要提供到足夠的位子停放。我自己
騎電動車來學校時，也有發現停放的位子很小，因為機車越做越大台。關於地
面凹陷，將利用寒暑假時間來重新處理，停車格重新規劃、劃線，當然前提是
我們會先調查騎紅、黃牌車的數量。
2. 總務處人力，清潔部分，外包人員是 14 位，總務處清潔的人員是 7 位。新大
樓剛完工增加空間，人力一定要做調整。剛剛所提到的至善樓地停車場蜘蛛網，
這是觀感問題，不能推說是人力，學校是屬於大家的，應該共同來維護，會立
即派員清掃。
3. 紅磚道於 93 年鋪設，至今已 14 年，每次修補都是花少量金額的修補(約 2 千
多元)。學校宜有一條採光罩廊道，像畢業典禮時常是雨季，至善樓到化雨堂有
個天橋式的採光罩，是個很好的建議，但是在校園做工程有個困難，就是要如
何不要讓建物變得很突兀，是整個校園融合的問題，這是很好的建議，之後做
長遠的規劃。
4. 關於校車(公務車)，目前維持四台，大部分都是行政單位借用，借用需填派車
單，公務車實際上走的里程、稅金、保險、保養維護等費用，下一次總務會議
將提報並檢討。校長座車也已 10 多年，基於安全考量，今年也編預算要汰換，
我的首選-油電車，不是比豪華，而是這台車出去就是代表文藻外語大學，符合
綠色大學概念，是我們採購的方向。
5. 關於餐具，自 107 年 3 月份開始，我們一直再宣導[減塑優先，無痕飲食]，學
校懸掛布條，就是要不斷地喚醒環保意識，基本上學校行政會議及主管會議，
是用共餐的方式，自己自備餐具打菜。[減塑優先]一樣用餐盒，用紙的餐盒來
取代塑膠餐盒，環保署自 108 年 7 月起，一次性的吸管將不再供應。政府及學
校一定要有完整的配套，鼓勵同學攜帶餐具，學校設置洗碗台，且注重洗碗槽
下的油水分離槽，這些小地方我們都很用心在做。學校垃圾有分為三種，一般
垃圾、資源回收、廚餘，環安組組長很認真在統計學校過磅垃圾量，當初文藻
一整年從 1 月-12 月整個校園垃圾是 120 幾公噸，跟前年度比，我們已經從 120
幾公噸減少到 110 幾公噸，大概一年減少了 10 公噸，政策一開始目標設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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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校長指示，107 年年底垃圾量要減少到 100 噸以下，目前累積約 90 幾公
噸，可能真的有機會達成目標。


學生代表黃鼎揚：

針對電腦的部分，有同學反應 Q506 所使用的軟體都是 XP 系統，因系統運轉太
緩慢，故影響老師上課的進度，另外硬體設備部分，在 A401 有同學因教室滑鼠
不靈敏而影響到考試。



資教中心組長：

Q506 的系統軟體問題我們有發現，但財產歸屬國企管系，我們商請他們編預算更
換，但一直都沒有處理，當然可能有其他的考量，但據了解他們今年可能就會編
列預算更換。關於 A401 教室，今(107)年剛更新電腦，若有任何問題，申請報修
後，我們會馬上處理。



學生代表黃鼎揚：

針對環保的部分，有同學建議，學校未來能否增設自動回收機，將寶特瓶放進去
之後，自動會轉成現金、禮券、一卡通、點數等。

 總務長：
這建議很好，請協助提供有這種機器的照片或廠商電話等，我們會去了解看看。

柒、散會(1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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