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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總務處 97 年第 8次業務會報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9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地    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總務長室 

主 持 人：陳總務長清田                               記 錄：劉語 

出席人員：沈專門委員盈宅、張組長雯、吳組長子雲、林組長金龍、 

羅組長允成、李組長春壽、謝組長婉雯、郭隊長明勳。 

 

壹、 主席報告 

開學在即有些組隊已開始進行校園環境整理，作為開學前預備，在此非常感

謝各組隊長及同仁暑假期間仍積極進行各項業務推動，未來一週仍請各組隊繼

續加強努力，以下幾點事項請相關組隊長協助幫忙： 

一、各組隊於業務進行中時需進行溝通協調，必要時可找專委進行溝通協調，

此項溝通協調業務授權由專委全權處理。 

二、請各組隊具體落實各項業務，於業務執行後若有具體成果，請各組隊不要

客氣提出敘獎申請，以資鼓勵同仁。 

三、有關於學校授權 10 萬元以下財物請購部分，請轉知同仁，務必依採購法規   

定辦理，千萬不要分案處理，以免觸法。 

四、有關學校校園安全如消防、電梯、夜間照明等，請相關組隊注意定期維護

保養，以確保全校師生安全。 

五、蘭潭校區之流浪狗於暑假期間已送走二十幾隻，其他校區可以利用開學前

一週再進行加強處理。 

貳、專門委員及各組工作報告： 

＊沈專門委員： 

    總務長、各組隊長大家早!很感謝總務長指導及各組隊長與各位同仁積極協

助，以至總務處各項業務能順利推動，以下幾點與各位分享勉勵: 

一、感謝各組隊幫忙，已順利完成本校 97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之期末報

告，並提出本處具體業務問卷。 

二、本校新網頁將於 9 月 10 日正式啟用，各組隊很努力做得也很不錯，各組隊

網頁中有「最新消息」及「公佈欄」選項，為達訊息公佈效果，各組對訊息

公佈原則上 2-3 個月內之訊息，請先放置於「最新消息」公佈，之後再移至

「公佈欄」。另外英文網頁部分，請各組隊至少須達到---網頁使用者可以了

解各項業務承辦人員是誰？以利查詢。至於英文文字內容修飾，可以請研發

處或語言中心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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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各項開源節流業務仍持續推動進行中，請各組隊長及同仁以身作則，

繼續積極配合推動。 

四、各組隊經費（詳附件一）需求已提出，惟 9-12 月本處經費更顯拮据，各組

隊業務推動基本需求外之經費，請務必撙節開支，未來 9-12 月各組隊經費

將依基本需求按月撥給，請各組隊長協助控管。 

＊文書組：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 

一、8 月份總收文件數 1,099 件、總發文件數 444 件、電子發文件數 177 件、檔

案數位儲存 19,343 頁、歸檔件數 1,400 件、機密檔案清查 251 件、郵件寄

發 5,476 件、郵資支出 8 萬 5,059 元，用印、平信及校區間公文往返分送

鉅量難以估計。 

二、每週定期追蹤逾期未結案之公文，每月製作之公文時效統計表。 

三、修訂本校「檔案分類及保存年限區分表」。 

四、回溯檔案目錄彙送案卷 289 筆、案件 10 萬 1,092 筆。 

＊營繕組：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及遭遇之困難）： 

一、97 年度本校各項重要工程計 11 案。 

各項工程執行屬已竣工驗收 2 案、施工中 6 案、已決標待開工 1

案、工程招標程序中 1 案、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招標中 1 案。(詳附

件二) 

二、民雄校區網路電話試辦事宜進行中，因會辦單位對預算金額有不同意見本

案請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 

三、規劃中案件執行情形： 

（一）疾病診斷中心構想書 97/09/0 行政院已核定函覆教育部，教育部尚未函

覆本校。 

（二）理工教學大樓(大仁樓改建)構想書 97/07/31 報教育部召開審議會，會議

決議較為複雜，校內程序繁複，將擇期召開會請各單位辦理各項事宜。 

（三）蘭潭校區學生宿舍新建構想書經教育部備查，收集彙整其他學校辦理巨

額採購委託代辦或專案管理經驗，於 97/08/01 至暨南大學參訪委託專案

管理經驗，委託專案管理事宜簽核中。 

（四）本組預估之年底固定性維護費需求約為 43 萬 1115 元。(詳附件一) 

（五）本組執行本校各單位 97 年度 A版資本門(房屋建築及土地改良物)預算額

度為 3 億 2470 萬 5782 元，然因營建物價波動招標不順，截至 8月 31 日

實支數為1億 2598萬 3077元，預估至97年底可再執行1億 4997萬 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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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尚有變數)，合計估計可執行 2 億 7595 萬 9100 元，尚有 4874 萬 6682

元無法執行(實際無法執行數尚需視實際執行情形作調整)，為達年度執

行率達 90%之目標，本處尚需持續積極推動各項工程之進行。 

＊出納組：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 

一、學生註冊繳費作業： 

（一）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階段註冊繳費單，由於各相關單位(教務處、學務

處、駐警隊、研發處…等等)，皆能依出單流程表所列應配合事項，本於

權責積極辦理。爰此，原預計於 97 年 8 月 28 日由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印

製寄送予學生，提前於 97 年 8 月 22 日即完成寄送，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才能使出單作業如此順利。 

（二）辦理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階段繳費單因如各類身份減免、住宿異動等

以人工方式更改繳費單由 8月 23 日起至 8 月 29 日止共 278 張。 

（三）辦理 403 及 404 帳戶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階段學雜費等暫收 403 帳戶

由 8 月 25 日至 8月 29 日止暫收數為 41,687,441 元，404 帳戶由 97 年 8

月 18 日至 8 月 29 日止暫收數為 7,495,144 元，合計 49,182,585 元。 

（四）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階段陳簽應收未收數為 678,704 元截至 97 年 8 月

29 日止未收款金額部份為 6,100 元，已收部份計為 672,604 元。 

（五）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階段陳簽應收未收數為 2,367,309 元截至 97 年 8

月 29 日止未收款金額部份為 8,600 元，已收部份及異動沖轉數計為

2,358,709元(該未收款為電算中心之電腦及網路使用費及學務處生輔組

住宿費、住宿保證金)。 

（六）檢核校務系統中學務處所送學生申請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類身份減免維

護狀況由 97 年 8月 1 日至 97 年 8月 29 日止計 166 人。 

（七）辦理學生休學、退學及復學申請由 97 年 7 月 31 日至 97 年 8 月 29 日止

合計 135 人次。  

（八）辦理學生申請 96 學年度繳費證明由 97 年 8 月 1 日至 97 年 8 月 29 日止 3

人次申請。 

（九）依會計室所開傳票辦理 403、404 帳戶收入及支出記帳，由 97 年 8月 1

日至 8 月 28 日止收、支金額合計數均為 1,966,802 元,所開立支票計 58

張。 

（十）編製 403、404 帳戶每日現金備查簿、日報表，金額均與會計列帳相符。

月初依據銀行提供的前月收支往來資料編製銀行往來調節表，送交會計

室查核。 

二、薪資作業： 

（一）如期完成每月教職員工、專案人員、專案教師有關薪津造冊請款、送郵

局匯入個人帳戶，並寄發 E-mail 通知當事人合計 832 筆。 

（二）配合人事室每月代扣公保費、退撫基金、全民健保，並完成與人事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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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核對及請款及繳納費用，本人及眷屬計：每月 2020 件。 

（三）配合法院、人事室通知辦理法院代扣款，如期完成請款及通知各債權人

計 27 債權人。 

（四）配合其他各單位辦理薪津扣款，完成代扣員工電費、每月鮮奶錢、每月

合作社扣款、校慶產品等各項扣款。 

（五）有關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96 學年度不休假加班費，依人事室彙送本組的申

請資料計有 95 人，已於 9 月 2 日完成造冊請款並送請核章中，預計 9 月

11 日前可電匯入帳。 

三、零用金、開立收據及收款作業： 

（一）零用金每日執行請購單核對請款工作，8 月份約 2,550 筆,於收到核章完

成之請購單 3 個工作天內製作清單送交會計室,收到傳票當天製作匯款

清單及磁片匯款約 2~3 天入帳。 

（二）8/1~8/28 己開立 598 張收據。 

（三）8/1~8/28 己開立國庫收款書(含現金收入、預借結餘款繳回、銀行匯款項…)

共 730 張 

四、所得稅作業： 

（一）每月 10 日內如期完成所得稅報繳，以免受罰。8 月報 3張稅單，總計入稅

所得金額 80,736,841 元，繳交稅款 2,357,583 元。領取支票或收取現金

後匯整報稅資料，完成申報手續。 

（二）8月份外籍人士報繳件數為 12 件，金額 168,963，稅 33,793 元，每件稅

款繳入國稅局後，須至國稅局辦理申報程序。 

（三）將每筆入稅所得於每個月中旬 e-mail 給當事人核對，查詢所得是否正確

並協助當事人釐清所入稅款項之原因。 

（四）完成 97 年暑期班教師日間超支鐘點費、暑期班進修部教師授課鐘點費之

清冊請款並預計於 9 月 10 日前電匯入帳。 

五、校務基金及專案計畫帳戶收入與支出作業： 

（一）完成校務基金台銀 406 專戶、中信銀 401、405 專戶收入傳票（595 張）、

支出傳票（1590 張）、現金轉帳傳票（189 張）之記帳、開立支票(395 張)、

電匯筆數約(2,334 筆)、寄發支票及通知領款、e-mail 匯款通知及匯款查

詢等事項（97 年 8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 

（二）完成 402 專戶收入傳票（307 張）、支出傳票（879 張）及現金轉帳傳票

（97 張）之記帳、開立支票約(203 張)、電匯筆數約(1167 筆)、寄發支票

及通知領款、e-mail 匯款通知及匯款查詢等事項（97 年 8 月 1日至 8月

29 日）。 

（三）編製中信銀 401、402、405 專戶及台銀 406、407 專戶每日現金備查簿、

日報表。月初依據銀行提供的前月收支往來資料編製銀行往來調節表，送

交會計室查核。 

六、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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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於 97 年 9 月 3、4 及 5 日派員至本校訪查，配合會計室通知提供

出納管理人員資料、各種收款收據銷號作業文件資料、各項收入與支出相

關作業流程說明、最近 1期編製之銀行存款調節表資料、薪資清冊與各類

代扣款等相關資料送交會計室備查，並於查核當日接獲通知，配合相關業

務資料之提供查核並派員說明。 
（二）依研發處通知「台灣評鑑協會」將於 9月 25 日進行 97 學年度校務基金

訪視，目前亦配合提供相關資料送交研發處彙整。 

＊保管組：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 

一、沁心招待所 B、C 房原供長期借住，現已空出並整修破損地板及牆面，預計

9 月下旬整理完畢後，即可供借用。 

二、96 學年畢業典禮期間借出學位服，已陸續完成送洗作業，廠商並已送還全

數學位服，後來零星送洗件數亦將於 9 月底完成作業。 

三、民雄學生餐廳 2 樓中餐部，已委由學園商行經營，並與承租廠商進行財產

移交作業。 

四、本校宿舍 8月計有 4位老師申請借住，蘭潭校區單身宿舍目前尚有 2間空

房可供借住。 

五、97/8/6-97/9/3 本校財產增減情形如下： 

（一）房屋建築及設備增加 1 筆 12,503,504 元。 

（二）機械及設備增加 45 筆 5,084,947 元，減少 29 筆 1,423,283 元。 

（三）雜項設備增加 29 筆、圖書 496 冊共 4,221,870 元，減少 7筆 354,250 元。 

六、97/8/6-97/9/3 本校非消耗性物品共增加 104 筆 497,963 元、減少 42 筆

149,134 元。 

七、各項消耗品領用情形如下：大公文封（白）550 個、中公文封（白）2708

個、小公文封（白）4370 個、小航空信封 50 個、立體袋 210 個、中資料袋

620 個、大傳遞型信封 420 個、中傳遞型信封 300 個、小傳遞型信封 300 個、

大公文封（牛皮）350 個、小公文封（開窗）300 個、便條紙 30 本、白色公

文夾 10 個、感謝狀（白色）275 張、感謝狀（黃色）250 張、聘書 38 張。 

＊事務組：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 

一、本校總務處事務組承辦 97 年度逾 10 萬元財物採購至 97 年 8 月 26 日辦理

或履約中金額 54,563,561 元，已結案 17,922,568 元。另共同供應契約金額

5,742 萬 1,443 元，合計 129,907,572 元。 

二、本校蘭潭國際會議廳地板及牆面裝修，營繕組已完成招標並進場施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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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場地管理人均配全力配合，並請營繕組協助督導務必於 97 年 9 月 8 日前

完工，隨後將按裝視聽管線及設備，並實施音響測試，以備 97 年 9 月 12

日教務處等二場會議使用。 

三、本校膳委會本年度重新招商有書局、蘭潭與民雄便利超商、新民自助餐及

民雄校區自助餐，除民雄校區自助餐，其餘廠商均已安排就序，預訂開學時

均能開業。民雄校區自助餐經四次招商，雖經本組鍾組員多方努力或請本校

餐廳同業推荐，但均無人應徵，又考慮廠商進駐仍需補充設備及佈置廚房才

能供餐，若再辦招商，因時間緊迫或仍無廠商應徵，恐緩不濟急，故商請學

園餐廳幫忙。本案已陳鈞長核准同意由學園餐廳整合經營，於開學日亦可正

常供餐，暫時解除本校無法供餐危機。 

四、為配合 97 學年度開學來臨及維護校區環境整潔，有關校園環境衛生及綠美

化已逐步進行，除定期實施校區（蘭潭、新民、林森及宿舍）消毒及滅蚊噴

藥，以維護師生健康，同時 97 年 9月 2、3日集中人力協助教務處清洗綜合

教學大樓，另行政中心及活動中心亦已安排清潔及打臘，校園雜草及枯木已

逐步處理。故外勤人員除每日早上打掃校園、整理草坪、植栽澆水、綠籬修

剪等例行性工作外，茲就最近二星期來較重要工作項目有： 

（一）8月 19、20 日蘭潭校區及宿舍區消毒及滅蚊噴藥。 

（二）8月 21 日蘭潭校區宿舍四週及邊坡除草。 

（三）8月 22 日蘭潭校區水生館、農生所及生資館等山坡地雜草割除。 

（四）8月 25、26 日蘭潭校區動物試驗場榕樹修剪及道路二傍雜草清除。 

（五）8月 27 日整理昆蟲館週圍環境（含雜草割除、枯木處理、環境整潔等） 

（六）8月 28、29 日林森校區、新民校區環境消毒及滅蚊噴藥。 

（七）9 月 1 日搬運各系所及行政單位報廢品繳交保管組，並協助清除廢棄物。 

（八）9月 2、3日打掃綜合教學大樓（含地下室、中庭、走廊、樓梯）地板、

門窗等及綜合教學大樓傍花園雜草拔除。 

（九）9月 4 日行政中心地板及走廊、樓梯清潔。 

（十）9月 5 日預訂行政中心中正堂前階梯清洗、活動中心一樓地板清潔、材枓

試驗場、食品工場等消毒及滅蚊噴藥。另其他各校區環境清潔，除一一

以電話通知各校校區相關人員外（新民林永佶秘書、林森校區謝崧熙組

長、民雄校區謝婉雯組長），並於 97 年 8 月 27 日再以書面通知各校區，

期能於新生進駐及開學時，給師生一個乾淨、整潔環境。 

五、綜合教學大樓外分隔島綠籬被外勤人員修剪太短，影響學校景觀，其人員

及後續處理： 

（一）領班陳華銧先生於 97 年 8 月 11 日已請外包廠商撤換，修剪班劉文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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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則改調到割草班，外勤班羅美華班長已口頭警告，並請往後務必依照

修剪標準作業程序，修剪前先提出修剪申請單，並應於現場指導。 

（二）舉辦校園環境綠美化講習暨座談會 

為避免外勤人員再發生類似情形，於 97 年 8月 12 日上午舉辦校園環境

綠美化講習暨座談會，敦請何坤益老師擔任講師，何老師上課時一再加

強外勤班工作觀念，期能把過去錯誤認知改正過來，避免錯誤一再發生，

並講解修剪標準與技巧，以充實外勤人員專業知識，對本校綠美化重點

及應注意事項均詳細說明，使外勤人員了解學校綠美化重要，往後工作

時務必謹慎，勿一時怠忽而破壞了校園景觀，影響到學校形象。 

（三）訂定校園綠美化修剪標準作業程序 

為加強校園綠美化成果，避免外勤人員隨意修剪花木，已擬訂修剪標準

作業程序，由外勤人員或外勤班班長提出申請修剪單，經過核准才能執

行，嚴格管控花木修剪，維護校園美觀。  

（四）加強督導，防止犯錯 

校園綠美化是本校重要工作項目之一，往後除繼續加強外勤人員工作觀

念，充實修剪專業知識，並要求遵照修剪標準作業程序執行，同時將請

外勤班長、專員及組長隨時督導，以防止再犯錯 

六、依據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理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凡各單位有資訊、

保全、清潔、環境綠化、事務機器設備、公務車輛、文書繕打等業務委外之

勞務採購，均須提案送「業務委託民間辦理推動專案小組」審議，並由該專

案小組授權審查小組就妥適性先行審核，本組除提行政會議報告外並於 97

年 9 月 2日通知各單位，請於 97 年 9 月 20 日前檢附規格書及填妥「推動業

務委託民間辦理成效評估表」（本表及範例請自行至總務處事務組網頁下載）

送總務處彙整並辦理審查。 

七、本校中型公務車已行駛 10 餘年，由於車齡老舊，維修成本偏高，已不符合

經濟效益，故提案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同意由本校五項自籌經費之場地

管理費款項下採購，本案已向共同供應契約廠商下訂，預訂於 97 年 9 月可

交車。 

八、外勤班支援各單位計 15 次（例如廢棄物及報廢財物清運、場地佈置、圖書

及教學器材搬運等）。 

九、公務車輛支援各單位計 21 次。 

十、事務組管理場地借用（8 月份）：瑞穗館 1次、瑞穗廳 7 次及國際會議廳 6

次。 

十一、截至 08 月 26 日止勞、健保辦理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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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7 年 06 月勞保費：50 萬 5,904 元整。參加勞保人數：268 人。 

（二）97 年 06 月健保費：62 萬 6,757 元整。參加健保人數：282 人。健保眷屬

加保人數：192 人。 

（三）97 年 06 月勞工退休金提繳費： 66 萬 9,360 元整。參加勞工退休金提繳

人數：213 人。 

以上共計 180 萬 2,021 元整。 

十二、本次所繳之校區費用分別為： 

（一）97 年 08 月電費：626 萬 4,483 元整。  

（二）97 年 08 月水費：99 萬 1,948 元整。 

（三）97 年 07 月電話費：42 萬 3,406 元整。 

共計 767 萬 9,837 元整。 

（四）繳費、核銷情形：已繳費並核銷作業進行中。 

（五）97 年 08 月校區水、電費與上個月及去年同月比較： 

1.97 年 08 月校區水費99 萬 1,948 元 

 A.較上個月(97 年 07 月)水費(98 萬 0,468 元)增加 11,480 元 

(＋1.17%)。 

 B.較去年同月(96 年 08 月)水費(78 萬 1,496 元)增加 21 萬 0,452 元(＋ 

26.93%)。 

2.97 年 08 月校區電費626 萬 4,483 元 

 A.較上個月(97 年 07 月)電費(776 萬 4,684 元)減少 150 萬 0,201 元(－

19.32%)。 

 B.較去年同月(96年 08月)電費(730萬 4,183元) 減少103萬9,700元(－

14.23%)。 

十四、交通費： 

97 年 09 月併薪資發放之交通費：本次除發放當月交通費外，尚補發暑假

(自 97 年 08 月 01 日起)兼行政職主管交通費。 

（一）教師及教官：41 萬 5,742 元整。 

（二）職員及技工、工友：23 萬 8,500 元整。共計 65 萬 4,242 元整。 

＊民雄總務組：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 

一、97 年度收發及代寄信件業務部份：（迄 09/03 止） 

（一）代收部分：代收各單位、教職員工、學生掛號信件總計約 7,250 件；包

裹總計約 1,757 件；貨運（含宅急便等）總計約 1,240 件；一般平信（含

印刷品）總計約 24,54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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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寄部分：代寄各單位、教職員工、學生掛號信件（含包裹、貨運、宅

急便、航空、快捷等）總計約 2,752 件；一般平信（含印刷品）總計約

4,930 件。 

二、97 年度開立「自行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業務部份：學生申請成績單繳費、

補發校園 IC 卡繳費、學士服及碩士服清潔費繳費等，總（累）計約 575

件。 

三、97 年度水電修繕業務部份：迄 09/03 止計 650 件。 

四、97 年度大學館場館使用概況：演講廳迄 09/03 計 49 場次、演藝廳迄 09/03

計 54 場次、展覽廳迄 09/03 計 23 場次(每一場次為期一週)。 

五、97 年度迄 09/03 止各項修繕計 99 件；民雄招待所借住計 58 件；行政大樓

2 樓會議室借用計 47 次；場地、器材及學位服借用計 47 件；工友支援申

請共 28 件。 

六、暑假期間民雄校區零星修繕計有：藝術館旁西側門增置不銹鋼拒馬及裝

修、大學館區域沯變頻器故障維修、民雄校區萊爾富後方草坪紋石造景、

創意樓旁儲藏室邊牆新開鋁製百葉窗、學而園前污水池抽水系統故障維

修、鵝湖涼亭木造欄杆腐朽維修等各項工程。 

七、為於新學期開學前有效解決校園流浪狗問題，委請民雄清潔隊於 8 月 28

日到校協助捕捉流浪狗，因流浪狗四處逃竄，無功而返。僅將動寶社收容

之五隻流浪狗交由該隊帶回。 

八、暑假期間鵝湖白鵝連續遭流浪狗咬死，9 月 4 日由本校動物試驗場贈送四

隻野放於鵝湖，補齊為六隻。 

九、由劉副校長豐榮召集，邀請總務長、吳院長煥烘，教務處、學務處、體育

系、體育室各單位代表，教育系溫世芬小姐及本組相關同仁，於 9 月 4 日

下午召開「民雄校區清潔責任區域暨庶務工作協調會」。 

＊駐警隊： 

業務執行情形（含重要工作成果）： 

一、製作 97 學年度教職員及學生的通行證。 

二、蘭潭校區及其它各校區持續執行各校園內的燈火管制(附件三)。 

三、森林館前配合消防演練並實施交通管制。 

四、蘭潭校區籌備校慶典禮協調會議。 

五、規劃蘭潭、新民校區『2008 來我嘉看煙火』國慶活動行進動線及協助指揮

人力。 

六、配合嘉義市秋季蘭潭風景區快樂舒活行活動並實施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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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主席指示事項： 

一、各組隊網頁請隨時更新公告。 

二、有關開源節流業務，已慢慢具有成效，教育部亦擬訂「96 年度大專校院及

高級中等學校校園節約能源管理輔導團計畫」，且於 8/22 派員蒞臨本校進行

現場檢核與技術輔導，未來將會持續進行，請相關組隊繼續積極配合辦理。 

三、有關經費支出問題，今年確實比較不足，請各組隊撙節開支，至於水電費

不足部分，我會努力向會計室爭取。 

四、今天(9/8)下午蘭潭、民雄、新民校區新生始業式，麻煩專委、謝組長及吳

組長幫忙，各組隊若有須向新生說明報告之業務，請會後提出。 

五、有關採購避免分案辦理及全校場地借用事宜，請事務組透過各種方式加強

宣導、公告（如提供給人事室作為新進教師參考資料），並請各單位辦理 10

萬元以下之授權採購案及場地借用業務時，務必依「政府採購法」及「本校

場地設備租借管理要點」辦理。 

六、本處網頁已順利建置完成，各組隊網頁負責同仁相當辛苦，請專委盡力為

網頁負責同仁爭取敘獎機會。 

七、有關蘭潭校區水土保持公文，請營繕組繼續追蹤，務必儘快完成。 

八、節能部分，有關生科院請營繕組進一步思考，是否將部份節能納入。 

九、已決標之工程請營繕組督促廠商儘速全力趕工，以免影響資本門執行率。 

十、有關出納組因聰美小姐受訓及秋霞小姐生病開刀人力不足，故需請工讀生

幫忙，工讀時數不足部分，將全力支持配合撥補工讀時數。 

十一、有關各組隊因業務推動需要調整、改革，本人及專委均會全力支持。 

十二、請各組隊長及同仁，平時多多注意身體健康。 

十三、有關學校校門口土地撥用事宜，請保管組積極進行。 

十四、有關全校各場館，場地長期租賃問題，請保管組多加留意檢視，督促各

單位依規定辦理。 

十五、民雄校區餐廳環境清潔事宜，請民雄總務組多多幫忙。 

十六、有關事務組報告綜合教學大樓樹葉修剪太短，相關人員處理事宜，請專

委全權處理。 

十七、民雄校區公車問題，請事務組再與公車處協調，儘量提供師生更好的服

務。 

十八、有關水電費經費不足事宜，請事務組張貼公告加強宣導，請各單位節約

使用。 

十九、鵝湖的鵝請民雄總務組務必盡力維護，請工友先生定期、不定期巡視。 

二十、民雄校區學生宿舍前公用電話亭，學生反映已拆除很久，而且地面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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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民雄總務組協助處理，維護校園景觀。 

二十一、有關學生家長反映民雄校區公務車服務問題，請民雄總務組每週協助

調查星期五搭乘人數，預定每週五下午 5 時 30 分安排一班公務車，公務車

行車路線：民雄校區→民雄火車站→嘉義火車站→蘭潭校區，至於平時週一

至週五之區間車，請事務組進一步了解搭乘人數，未來搭乘人數若仍很少，

為節約能源考慮停開，需撘乘人員請改搭公文傳送之公務車。 

二十二、有關駐警隊機車汰舊換新事宜，請駐警隊進一步評估經費需求，並了

解經費是否足夠，若經費不足請考慮分批汰換。 

二十三、有關圖書館流浪狗事宜，請駐警隊洽環安中心，請環安中心幫忙。 

二十四、今年國慶煙火將在嘉義市施放，有關汽車停放問題，本校盡力全力配

合。 

二十五、有關未來汽車停車證設計，請駐警隊記得加會美術系，請美術系提供

寶貴意見。 

二十六、有關師範學院吳院長建議民雄校區垃圾桶更換事宜，請先評估經費，

若經費不足可分批汰換。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  會：中午 12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