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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雲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第一學期總務會議紀錄 

時間: 97 年 12 月 26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00 分至 13 時 38 分 

地點:本校清雲館 10 樓 1002 會議室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  

主席: 許總務長秋萍                           紀錄: 張安綺 

一、主席致詞: 今日會議場次很多，請開始。 

二、各組工作報告  
三、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96 學年度第 2次總務會議案執行情形 

案別 案               由 執      行      情      形 

一 清雲科技大學節約用電實施辦法 

 

 

業經 97 年 6 月 23 日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總務

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執行。 

 

事務組報告： 

1. 使用單位在提出購買需求時，必須要提供符合預算的估價單，用附檔方式上傳，以方便審查 

（估價單內容必須與原提報的設備品名相同），另外電子產品類，請儘量不要使用燦坤、NOVA 

的發票(因與學校的付款條件不同)。 

2. 因本校校區場地受限，各單位舉辦活動（或是邀請外校來本校參訪）、 

舉辦研討會、邀請外賓時，為避免場地衝突及停車位不足狀況發生，請事先簽文會辦申請， 

經核准後依規定辦理停車證事宜。 

3. 各單位舉辦大型活動、研討會或課程使用 1002 或 1004 場地時，請遵守本校場地設施借用 

管理辦法，除便當與礦泉水外嚴禁外食進入。 

 

營繕組報告： 

1. 各系申請之儀器設備應放置原申請之實驗室（地點），避免盤點或管理會查核時列為缺點。 

2. 若有儀器設備標籤模糊或掉落情形，請隨時至營繕組補列印財產標籤。 

3. 各單位有設施損壞需要維修，請務必填寫維修單，以利本組建檔追蹤，另外請各單位填寫時，

確認是否屬維修工作，以免造成公文往返浪費時間。 

 

環安衛組報告：   

1. 本年度獲得教育部及內政部營建署的兩個補助計畫案，裝置 16 間教室、電腦教室或行政 

   單位的通風改善及節能省電的管理系統，目前兩案的預計結案時間在 12 月 31 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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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的地方會有風管外露情形，將於第一階段完成後馬上進行第二階段的包覆施工改善來 

   美化，進行期間不便之處，請各單位包涵。 

2. 學校的用電量從暑假開始到現在並沒有減少反而增長，其中有幾種狀況，請大家回去多宣 

   導儘量於離開後關閉電源;第一是晚上的 2點到 4點多有許多實驗室的冷氣都沒有關，還有 

   幾棟樓梯間廁所的燈整夜都沒關;另外圖書館正在做節電系統改善工程，但目前尚在未完工 

的狀況，現在天氣較冷，希望圖書館管理單位能儘量以開窗的方式來維持室內的空氣品質， 

   盡量不要靠冷氣來運作。在圖書館做節電系統的過程中也發現其資訊系統的電源會共用到 

   空調的電源，昨天已向承包商反應此問題，希望儘速改善以保護資訊系統的安全，不會因 

   為跳電而損害圖書館的資訊系統。 

3. 請各位老師能儘早於期限之前交出各單位實驗室的改善計畫，到目前為止並無收到任何的 

   回覆案件，請這些老師能儘快於 12 月 31 日之後的那一星期內交給環安衛，因為在 1月 

19 日還有一個永續校園的申請計畫，我會把實驗室的申請案一併做一個彙整提出，不然的話， 

   這些經費又要由學校全部吸收，這樣學校的營運費用負擔很大，請各位教師能儘早於期限之 

   前交出實驗室的改善計畫。 

4. 原則上目前學校的飲水機濾心已改成每月更換一次，請各位同仁若有看到飲水機濾心變 

   髒時，或是味道有點不太正常時，請立即通知事務組或是環安組。 

 

類 別 項     目 說     明 

定期召開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定期於每年 3、6、9、12 月各召開 1次，本學期已

於 97 年 9 月召開第 1次會議，第 2次會議將於 12

月 26 日下午召開。 

制訂本校年度安全衛生管理計劃。 定期於每年七月督導及彙整各單位制定年度安全

衛生管理計劃，制定校級年度安全衛生管理計劃。

制定本校緊急應變計畫及成立緊急應

變小組。 

日常管理，視需要隨時修訂。 

規劃、督導各單位安全衛生設施之自

動檢查。 

每月 1次實施實驗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檢查結果

彙整呈閱。 

規劃辦理各單位之勞工安全衛生業務

評比。 

定期於每年 4、10 月各 1次校內業務檢查，請各單

位配合辦理受檢。 

規劃新進學生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定期於每年 9月實施 1次。 

規劃新進教職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 

定期於每年 11 月實施 1次，本學期已實施完畢。

規劃各系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 

定期於每年 4月督導及協助各單位辦理。 

規劃勞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理。 定期於每年 6月實施 1次。 

安全衛

生活動

辦理 

督導職業災害調查、處理及災害統計

申報。 

每月初底統計並向相關主管機關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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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各種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配合主管機關辦理。 

規劃、協調及督導有關勞工安全衛生

管理方面業務。 

日常管理。 

其他上級交辦有關總務方面事項。 日常管理。 

教師研究室相關管理事項。 辦理全校教師研究室申請與其他管理單位協調業

務。 

定期召開防火管理委員會議。 定期於每年 6、12 月各召開 1次。 

制訂消防防護計畫。 隨本校各項條件變動時修訂。 

定期實施消防訓練。 定期於每年 5月、10 月各實施 1次，本學期已於

實施完畢，訓練人數約 300 人。 

規劃督導各單位消防安全設備之自動

檢查。 

每月 1次實施消防安全設備自動檢查，檢查結果彙

整呈閱。 

規劃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定期於每年 12 月底前辦理檢修申報。 

規劃、協調及督導有關消防安全方面

業務。 

平常協助管理權人與防火管理人辦理，保持各項設

施與措施之完善。 

規劃辦理資源回收相關業務。 有關資源回收之處理、清運、表報陳報等相關業務

執行。 

承辦相關主管機關計畫執行案。 辦理加強廢容器與廢乾電池等資源回收推廣計畫。

資源回

收運動

持續實

施 

協助環保局辦理機車廢氣檢查。 與縣政府簽定空氣污染防治合約。 

定期召開環保小組會議。 定期於每年 3、9月各召開 1次，本學期已於 9月

召開第 1次會議。 

釐訂環境保護計畫。 視需要而制定各種計畫，辦理空污、水污、廢棄物、

毒化物、噪音等防治業務。 

定期召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

會議。 

定期於每年 10 月召開 1次，本學期已召開第 1次

會議。 

規劃有毒事業廢棄物之管理。 平常協助各單位處理實驗室廢液、廢棄物等。 

校園綠

化 、美

化之規

劃 

規劃、協調及督導有關環境保護方面

業務。 

日常管理。 

 

出納組報告: 

1. 各單位舉辦活動若有邀請外籍或大陸人士，請注意代扣稅款及取得護照影本。 

   外籍及大陸人士（居留未滿 183 天）各類所得扣繳率 20%。稿費及演講之鐘點費等，每次 

給付額不超過五千元時得免予扣繳。 

2. 各單位申請或核銷費用，於紙本送會計室作傳票時，請同時提供正確之轉帳檔（*.CSV 檔） 

予出納組，以俾迅速轉帳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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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納付款通知：個人部分採 e-mail 通知受款人本人；整批轉帳入戶，因涉及業務詳情， 

採通知業務單位轉達受款人。為加強服務，出納組亦將於總務處網頁公告付款訊息。 

 

文書組報告： 

1.為避免公文逾時遭電腦既定程式稽催，若有公文逾時，請創簽人(承辦人)填具展延單擲回 

文書組註記。 

2.各單位主管若有休假、出差與出國時，請在新公文系統設定代理人及代理時段，並交代代理 

人協助處理簽核公文，以避免延誤公文時效。 

3.寒假即將來臨，敬請各位主管及所屬文管人員要經常上網查看公文，以避免影響時效及權益。 

4.新電子公文線上簽核暨檔案管理系統已於 97 年 9 月 10 日進行上線作業;因其內容有增加 

智慧判斷及必須符合檔管局之規定事項，為增加承辦人員及主管操作能力，將陸續辦理新進 

人員、種子教師、承辦人員、主管等之教育訓練，敬請看公告或依通知擇期參加研習，以避 

免錯誤並提高行政效率。 

5.自然人憑證申請截止日期延長至 97 年 12 月 31 日止，只要是 97 年 7 月 1 日起申請之人員， 

其之自然人憑證申請費用 275 元及讀卡機，均由學校預算補助支出；敬請各單位主管協助新 

系統之推動與執行。為避免遺失，自然人憑證申請費用 275 元及讀卡機之發放，將於自然人 

憑證納入新系統正式操作前發放。 

6.各單位發文給其他受文單位時，必須要確認受文單位是否有電子收發公文機制，更要填寫正 

確完整之單位名稱及地址（函稿創文時，受文者可由公文系統創文畫面上的正本或副本處， 

左鍵按兩下，出現行文機關多選畫面後，再輸入關鍵字，即可查詢出受文單位之正式名稱）， 

否則會因名稱錯誤，而無法傳送電子公文，以致延誤公文遞送之時間及增加困擾。 

7.請國華簡報新公文系統(常見問題的 Q&A)。 

 
四、討論事項: 

 案由一、清雲科技大學招待所管理要點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 本校為便於國內外學者專家來訪借用招待所事宜，特訂定本管理要點。 

 決議: 經全體討論修訂後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案由二、清雲科技大學校園門禁管理辦法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 為維護本校校園秩序及安全，以提升生活及學習環境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決議: 經全體討論修訂後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五、臨時動議:  

張碧霖老師表示: 有研究生反應因其研究需要，所以會於夜間經常進出校門，希望能於 

夜間 11:00 以後進入學校大門口時，是不是可以不用至警衛室登記。   

宋院長國城建議: 學校購置大門口的出入刷卡機來管制，即可不用至警衛室登記並進行管制。 

金院長榮勇表示: 對大學而言應是行政支援學術，剛才提及於 1002 及 1004 會議室除便當及 

礦泉水以外嚴禁外食進入，但是學校各系所在辦理研討會或是活動的時候才會需要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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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工友來幫忙清理。再者門禁事宜，若是研究生有這樣的需要，學校理應儘量配合學生 

的需要，贊成宋院長國城的建議。 

總務長表示: 行政支援學術是必要的，因這兩個會議室是鋪地毯的，若是有點心時間或餐 

點飲料時，還是鼓勵大家能在會議室以外的地方，但若是有例外的狀況，總務處很願意全 

力配合各系所。 

另外宋院長國城建議使用大門口出入刷卡機來管制，這是好意見! 因為學校出入口很多， 

早上會開放給社區民眾來運動，但基於維護學校管理安全上的考量，所以先依現有的結論 

來執行。目前已經請中原大學陳教授及其整個系幫忙規劃學校的校園景觀及設施(包含標誌 

及對內對外的出入口)，將於下年度編列預算時，一併把大門口出入刷卡機列入考量，我們 

期待將來能做到更自由開放又可兼顧安全的校園。 

 

六、主席結論: 謝謝大家! 

 

七、散會(1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