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97 學年度第 2 次總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12：10
地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曾仁杰總務長
出席：傅恆霖委員、謝漢萍委員（請假）
、林一平委員（簡榮宏代）
、方永壽委員（蕭國模代）、
莊振益委員（請假）
、張新立委員、李弘祺委員（林淑芬）
、黃鎮剛委員（請假）
、莊英
章委員（許維德代）
、林盈達委員（尤淑芬代）
、林大衛委員（請假）
、陳鴻祺委員、梁
婷委員、楊 武委員、黃世昌委員、蕭國模委員、謝有容委員（請假）
、林烜輝委員、
劉復華委員（請假）
、虞孝成委員（請假）
、林淑芬委員、張靜芬委員（請假）
、林志生
委員、吳東昆委員（請假）、孫治本委員（請假）、許維德委員、林照真委員、江美瑩
委員、蕭敏文委員（請假）、陳良敬委員、徐晨皓委員、郭曉蓉委員（禇立陽代）
列席：鄒永興副總務長、戴淑欣組長、呂昆明組長、葉智萍組長、王旭斌組長、柯慶昆組長、
林梅綉組長、劉富正隊長、楊黎熙技正、奈米中心崔秉鉞主任、人事室
壹、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各組報告
(一) 文書組
1. 本校郵資管理系統原於 81 年由計網中心協助開發，因已太過老舊，且常常出現當機情
形，目前計網中心已無人可協助維護本系統。為了早日將舊系統汰舊換新，經計網中
心協助採購，委由廠商旭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開發本系統。本項經費共須 126,000 元，
由教育部檔案績優補助款及文書組業務費項下共同支應，本系統將於 3 月底完成改善
及驗收。
2. 為有效達到節能減碳及提升行政效率，本校新的公文管理系統已於 1 月 5 日正式上線。
本系統功能在公文處理方面：包括公文製作、公文線上簽核、公文流程控管、公文電
子交換；在檔案管理方面：包括歸檔點收、檔案編目立案、檔案清查、檔案線上調閱、
檔案應用、檔案銷毀、移交、移轉、檔案掃描及檔案目錄彙送等。本案訂於 3 月 27 日
完成各項功能之改善及驗收。
3. 教育部人事處於 97 年 12 月 19 日在本校辦理「國立大學人事業務知識管理平台」及「運
用行銷策略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績效」工作圈會議，本校人事室特地安排與會之各校
人事主任至本組參觀「竹跡歲月」檔案展及「校園簡介」、「歷屆梅竹精彩畫面剪輯」
影音檔案，甚獲好評。
4. 本校機密文件已全數檢討完畢，經核定註銷者為 94 件、繼續保密者為 15 件，辦理中
者為 10 件，總計有 119 件。
(二) 事務組
1. 全校師生若有重要文件或資料之紙本要處理，又怕內容外洩，可逕行送到新竹市牛埔
路 308 號正隆紙槳廠現場處理，或通知本組林泉宏先生協助處理(分機：51702)。每次
處理以 500 公斤以下為限，且請事先連絡該公司林麒賢組長安排進場時間，電話：
538819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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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維護館舍教學、研究環境品質需要，已於 97.11.5 公告請全校師生勿於各館舍暨周邊
飼（餵）養犬隻。並請各館舍工友及清潔管理人員，協助驅離進入各館舍內之流浪犬
隻。
3. 校園二手腳踏車回收成果：
97 年 11 月 19 日拖吊 102 台廢棄腳踏車，於 11 月 24 日~26 日開放給學生免費領取再
利用，11 月 27 日~28 日開放給全校教職員工生領取，計學生領取 38 台、教職員工 8
台，總計 46 台，回收率為 45%。
4. 校園流浪犬動向日誌，已自 97.12.1 起開始記載，並可透過汪汪社部落格瞭解校園流浪
犬動態及處置狀況。
5. 98 年度校園植栽景觀改善計畫：
(1) 設置思園休憩木平台：除提供師生休憩空間外，尚可改善當地土壤被沖蝕現象。
(2) 工六館周邊花台改善：工六前兩邊三階共六個花台與側邊兩花台植栽種植(工六
花台噴灌系統一併新增，且延用工六野花園的控制系統)。
(3) 荷花池荷花品種改善：引進花色鮮艷的荷花品種,與一年四季開花的蓮花品種.
(4) 台灣野百合引進校園塑造草原開花區：地點土結構大樓週邊
(5) 浩然圖書館後側卸貨碼頭旁斜坡植栽改善
(6) 工六野花園植栽改善：移除與移動新增一些種類,使之適地適木,才是最符合現場
環境的野花園。
(7) 規劃引進十幾種本土原生的木本植物(中大喬木)1-5 年生樹苗：選擇校園各適合的
生育地,來改變部分區域的林相,適地適木(例如耐貧瘠的.耐風的.)
(8) 科一館前白花緬梔重新種植：因為現地土壤排水不良,逢颱風樹必倾倒,改善土壤
之後,再重新挑選樹冠優美一致的白花勉之種植,以利長期塑造此區的樹景。
(9) 館舍建築周邊影響建築結構的鵝掌藤更新與榕樹移除：以上兩種植物常從建築物
縫隙進入館舍的水溝、廁所馬桶,造成排水設備阻塞或是破壞部分表面建築結構。
(10) 綜合一館廣場植栽改善(面向工五館側停車場上方)
(11) 、工五與綜一間樹木改善(施肥 補植 噴灌) 草皮改善
6. 本校全球 skype 自動總機系統已建置完成，其優點效益如下：
提供全球免費連絡本校之通信平台。
全球 skype 用戶數量超過 2 億，創造網路電話服務之效益最大。
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外人士利用網路便可連絡本校各分機，完全免費。
不改變分機使用習慣下，利用本系統可降低全校外撥長途及國際電話支出。
串聯機關及企業建置系統達到通信互聯完全免費。現階段分機外撥連絡台積電及
工研院總機代表號已完全免費。
(6) 可建置遠端行動辦公室網路電話服務。
未來預計可延伸之工作：
1.校內測試使用一個月正式對外公佈。
2.增設交大網頁免費電話點選服務。
3.申請美國交大總機代表號碼。
4.國際電話改由 skype 出線節省電話費用。
(三) 出納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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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雜（分）費繳費事宜：
(1) 第一階段學雜費繳費情形：
應繳人數：13,850 人，應收金額：316,405,259 元。
截至 98 年 3 月 12 日，己繳人數：11,945 人，已繳金額：277,979,187 元（不含助
學貸款人數 1,217 人）。
(2) 第二階段學分費：
繳費日期：自 98 年 4 月 2 日～04 月 13 日止。
2.外籍人士所得稅率適用乙案：
(1) 法源依據：依據財政部 97.8.13 台財稅字第 09704542390 號函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住所，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未滿 183 天之外僑，薪資按給
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2) 本校作法：為利外籍人士所得稅扣繳作業，98.3.10 簽奉核准，自即日起外籍人士（人
事代號為Ｔ之專任教師除外）不論新聘或續聘者，先行課稅 20%，惟若同一課稅年
度在台居留超 183 天者，須自行向出納組舉證，則改以 6%課稅。
(3) 上述事項本組已公告全校各單位週知。
3.「97 年各類所得扣繳憑單」已寄發：
97 年各類所得扣繳憑單已於 98/2/10 寄發各同仁，未收到者，請自行上出納組網站所
得稅查詢系統（http://140.113.40.221:8088/tax/）查詢應稅所得明細及補列印各類所得扣
繳憑單。
(四) 保管組
1.因職務宿舍嚴重不足，單房間宿舍候借同仁達 57 位之多，本年初感謝劉復華委員向校
方爭取研一舍內原撥用當招待所之 8 間房間（原移撥招待所用共 15 間，於 97 年底撥還
住宿組，目前保留 7 間恢復為學生宿舍）改為單房間職務宿舍，現階段已完成點交並進
行簡易維修，預計 4、5 月間可作分配。
2.多房間職務宿舍騰空戶已修繕完成有 8 間，預訂於 98 年 5 月 5 日召開多房間職務宿舍
分配會議，若未能完成分配者，將再於 98 年 5 月 14 日辦第二次分配會議。目前教師候
借人數達 84 位。 單房間職務宿舍現有 13 間騰空戶進行修繕中，已修繕完成 5 間，陸
續進行分配中，單身候借人數達 57 位。
3.保管組於 98 年 1 月提出全校 97 年財產盤點優良人員之獎勵案，獎勵人員共有 8 人業經
校長核可並發布獎懲令。
4.台北校區撥用案 97.10.17 已擬具土地使用計畫圖、不動產撥用計畫書及不動產清冊等陳
報教育部函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審核，國產局於 98.1.8 完成勘查。教育部已於 98.3.17
將行政院准予撥用函轉本校。
(五) 營繕組
1.環保大樓：環保大樓污染防制工程 98.3.10 辦理工程正驗，缺失要求於十日內改善完成，
環工所已完成搬遷作業。
2.管理一館增建工程：於 98.1.23 日已申報完工，辦理驗收作業中，後續室內裝修設計於
98.2.17 與管理學院完成討論，由設計單位於三月中完成發包預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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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家炳光電大樓新建工程：已申報竣工並已取得使用執照，排定 98.3.13 辦理工程初驗
作業。
4.客家學院大樓新建工程：預定進度 82.16%，實際進度 91.02%，超前 8.86％，目前施做
項目：中庭景觀、天花板、油漆、配電盤佈
5.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本工程 30％成熟度計畫書已由行政院核定通過，刻辦理建築執
照及五大管線申請。
6.人社三館新建工程：有關構想書報已獲教育部備查，於 97.7.29 日辦理建築師評選作業，
97.8.20 日完成議約作業、97.10.9 日完成初步設計審查，97.11.27 日提景觀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另 98.3.9 召開 30％成熟度計畫書審查作業，刻請設計單位修正中。
(六) 購運組
1.有關「研商認定科研採購之實施方式及審核機制」事宜：
有關總務處於 98 年 2 月 18 日與研發處、頂尖辦公室、會計室召開研商認定科研採購
之實施方式及審核機制會議結論事項，說明如下：
(1) 由於科研採購僅能縮短招標時程約二周，對整體採購效率提升助益有限，與會各業
務相關單位認為並無迫切需要，建議採逐步推動之方式，現階段宜仍以採購法為優
先使用，有需要時再考量使用科研採購，並簡化科研採購之流程。未來並持續追蹤
成大及陽明大學推動之成效評估後，再決定下階段推動之方式。
(2) 為簡化科研採購審核層級及簽呈流程，茲採取下列作法：
A. 以表格（適用科研採購審查表）取代專簽。
B. 分層授權，並簡化審查層級。未達 200 萬元科研採購由研發處核定，逾 200 萬
元以上科研採購由校長層級核定。
(3) 科研採購審查原則及審查相關單位
A. 本校接受政府補助辦理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研究計畫案。（由研發處審查）
B. 所需採購之設備或勞務須與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有關，且非屬一般性、經常性之
事務性之採購（如共同供應契約可供應之物品或服務）。（由採購單位審查）
C. 所採購設備經費來源須為政府補助辦理之研究計畫。（由會計室審查）
D. 補助單位對使用科研採購結案無異議。（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確認）
(4) 科研採購辦理開標、議比價、決標、驗收免依採購法之規定會計室及有關單位監辦
採購程序。
2.有關「加速振興經濟擴大內需」事宜：
(1)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加速振興經濟擴大內需，98年度預定辦理之各
項採購案，請加速進行。
(2) 9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審查通過，各項工作包括工程、財務、勞務採購
等，請即速辦理發包等事宜。
(3) 至於4年（98~101）5千億元各項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案亦請即進行完成先
期、前置作業，俟立法院通過特別預算案後應即執行發包，以發揮擴大內需執行效
果。
(七) 勤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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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宿舍暨文教會館 BOT 計畫：
(1) 目的：為減輕學校財政支出，並強化學校生活機能，提供學生住宿、學術研討、學
者及校友住宿空間，擬引進民間資源籌建學生宿舍暨文教會館。
(2) 進度：擬進行可行性評估（含適法性、環評、財務計畫、學校需求等）。
(3) 後續：全案俟評估可行後，將循序提校內景觀會議、校規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並爭取教育部授權後，正式啟動招商作業。
2.巡迴巴士服務計畫：
巡迴巴士服務成效良好；惟巡迴巴士車速過快者，歡迎師生提供「行車時間、行車地點、
駕駛員姓名」等資料；勤務組接獲通知後，將對照線上 GPS 行車系統，當確認有車速過
快時，將行文給科管局，依契約規定處理並改善。
(八) 駐警隊
1.科一館停車場白色車格標線脫落不清，預定 3 月 17 日完成油漆補強。
2.為落實交通小組取締校內違規停車，訂定每二小時巡邏取締。
3.為防止園區上班族利用本校機車道做為上下班便道，影響機車道安全及附近住戶安寧，
未來將在機車道出入口處設置匝道管制。
(九) 校園環境及人行道改善推動小組：請見校園環境及人行道改善推動小組執行簡報（附件
一）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固態電子系統大樓空間，儀器設備進駐佔地費，擬請同意免扣本校之管理費。（奈
米中心提）
說 明：
1.依交通大學固態電子系統大樓空間管理辦法（如附件二），各單位或個人如有儀器設備需
進駐本大樓，比照收費標準收費。
2.本中心將各項設備佔地費，以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採用校內單位經費轉帳(或流用)相關表
格辦理收費，因中心運轉支出費用龐大，為增加奈米中心自籌經費，擬請同意免扣本校之
管理費(20%)。
3.相關簽呈如附件三所示。
決 議：
請奈米中心釐清提案具體內容，並向會計室說明收費之性質，釐清是否不應歸屬於場地費。
有關學校場地費收入之比例應整體性考量，不宜個案討論。
案由二：擬請同意奈米中心自籌款中，校內人員委託奈米中心技術服務之技術服務費，免予
扣繳管理費(20%)。（奈米中心提）
說 明：
1.奈米中心之校內使用者大多數情況是自行操作設備，並使用國科會之「貴重儀器使用費」
網路記帳，實際僅需繳交收費標準之 10%現金至本校貴儀中心。少數急件由本中心人員在
非貴儀開放服務時間代為操作，但須支付全額。繳費方式或以現金繳納再憑收據由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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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經費核銷，或從研究計畫流用至本中心，其中 20%需再扣繳為管理費。
2.不論繳費方式為何，計畫簽約之時，已經扣繳過管理費。繳交技術服務費時，若再扣繳一
次管理費，等於重複扣繳。經校內使用者多次反應，擬請同意校內人員委託奈米中心技術
服務之技術服務費，免予扣繳管理費。
3.相關簽呈如附件四所示。
決 議：
本案移請研發處討論。
案由三：為保障學校財產，離職人員未辦理財產交接即行離校，擬由相關單位協助控管，請
討論。(總務處保管組提)
說 明：
1.本校過去曾發生同仁退休或離職，辦理離職手續未完成即行離校，經查覺離職人員名下均
有財產，如未辦理移交，將造成單位財產短少或置放地不詳。
2.依國有財產管理手冊第 40 條規定：各機關員工離職時，應將保管或使用之財產交還。離
職人員若未辦理財產移交，一方面財產損失責任難以追究，另方面造成單位財產管理上困
難。
3.「離職交代手續單」中，包含相關單位離職需交辦事項，若離職機制不夠完善，恐將造成
業務相關單位之困擾及學校財物的損失。
4.本案除加強宣導外，須由單位主管於離職人員提出離職時，要求辦理離職手續並協助控
管，若有遺漏者，該離職人員財產之點交，擬由該單位主管協助處理。
決 議：
此議題確實重要，但因涉及其他處室相關單位，請保管組明列更詳細資料（不具名）
，以及
建議之具體作法，提行政會議討論。
參、臨時動議
1.請營繕組將西區壘球場進度納入報告。
2.舊有壘球場估計 8 月以後無法使用，博愛校區臨時壘球場請在 8 月底前準備好。
3.西區壘球場進度預計：4 月中申請雜項執照、5 月底前審查完畢、6 月招標、7 月決標、8
月動工，本案因經費需求上億，所需作業時間較長。
4.請體育室規劃提供臨時壘球場使用尖峰時段，以利總務處安排交通車往返博愛及光復校
區。
5.建議以安全勸導方式請同學在慢跑時利用人行道或體育場，並改善人行道路面不平及移除
阻礙物，以維護人車行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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