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97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陳景文

紀錄：王嘉麟

肆、出、列席：如簽到表
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決議或說明事項

執行情形

臨 時

動 議

一、 有關工學大道旁人 一、 已於 96 年中修繕完成。
行步道連鎖磚凹凸
不平事宜，由營繕
組近期派員前往勘
查維修。
二、 教學大樓(材料、資 二、
第一案
源及資工)新建工
程目前推展情況如
何？請予以溝通了
解。

業依教育部審核意見重新
修正先期構想書，於 97 年
6 月 2 日函報教育部審查。
工程內容包含有成功校區
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
工程，其中工學院部份為材
料及資源系，電資學院部份
為資訊系。

成功校區環工系附近及 一、
卓群大樓停車空間，因其
他校區車輛進入，且總圖
地下室停車場之停車限
制，導致停車位不足，違
規停車問題嚴重。另外，
第二案 校區教職員工停車，無法
進出醫學院停車區，是否
有改善方式？

成功校區現有平面停車位
133 位，地下停車格位 239
位，現行停車數約 470 輛
(以 5 月 29、30 日二天上午
9-11 時調查計)，扣除無証
及臨時換証車輛約 47 輛後
約 423 輛；另以成功校區發
證數 650 枚，以停車流轉率
60％計，需停車格位 390
位，故現行停車位供給上稍
有不足。

二、 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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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請駐警隊加強管制成功校
區校外車輛進入，並請其停
放大學路地下收費停車場。
(二) 地下停車場已請駐警隊加強
查點違規過夜停車車輛，以
增加停車流轉率。
(三) 建國校區東側車輛管制，已
協調醫學院，如洽公需進入
停 車， 得於入 口向 保全 表
明，可配合打開欄柵進入。
光復校區修齊大樓與圍 已完成改善。
牆間之路面坑洞多，行走
第三案
易發生危險，由營繕組派
員前往勘察整修。
陸、主席報告：
一、 國軍斗六醫院工程年底可完工進駐使用，；南科研發大樓
目前平均進度約 50％，預定明年 6 月完工；社科院大樓
順利進行第二年工期，目前已興建至 8 樓，預定 99 年 1
月完工。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工程總價 1.6 億元，刻委請
建築師規劃設計中。
二、 又教學大樓整建工程工學院(材料、資源系)及電資學院(資
訊系)已依教育部意見修改規劃興建構想書，重新提報教
育部審查；此外，生科科學院大樓新建工程，使用單位現
正研擬規劃構想書中。
三、 鑑於本校重要公共及學生活動頻繁設施老舊，本年度起預
定推動國際會議廳門廳、學生活動中心暨其週遭環境重大
整修，另針對院、系所教研空間維修需求，本處已函請各
單位提報，俾審議研商排定優先順序，逐年編列預算辦理。
四、 因應法令規定及建物安全，本校陸續依建物評估亟需，推
動耐震補強改善工程，部分單位反應外觀不佳，有些係見
仁見智的觀感，惟本處仍將要求建築師在景觀上儘量相容
配合。
五、 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暨營運學生宿舍及校友會館案，學生宿
舍部分預定 9 月營運，全案預定明年 4 月完全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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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新建工程包括鄰近之街廓如牌樓、音樂鐘及交通改善
等周延處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本校曾主動進行工
程查核，相關設施推展尚稱順利。
六、 歸仁校區土地之擴增案，業經環保署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
評估，預定本年底完成徵收作業。
七、 有關校園環境清潔，本處近期已逐步進行成功光復及地下
通道出入口橫向軸線綠美化，妝點季節性花卉，並連結雲
平大樓西側停車場及綠化工程，使空間愈行順意開朗，且
大幅改善行政大樓南北兩棟廁所，以提升校園觀瞻及形
象。同時針對現行具歷史性但無功能之成功、光復校區之
連聯結地下道構思如何改造中，未來並將著手悠悠湖及成
功湖生態建置計畫。
八、 建置校園地理資訊系統已可網路上線及使用，後續將進行
第二期規劃，以發揮及擴展相關系統之結合與運用。
九、 針對本校較弱項之環安衛補強，將摧生本校成立環安衛一
級中心，此外今年將辦理實驗廢棄物及廢棄藥品的清運處
理，相關實驗室環安守則及規範範例已公告，並將加強教
育訓練。另有關無障礙設施改善，除委請規劃設計學院進
行全校性普查，並研擬改進措施，俾長期性循序漸進改
善。同時成立校園無障礙推動委員會(含身障生代表)，積
極研商短期濟急性及重要改進方向。
十、 去年本處行政服務評鑑反應不佳，基本上係本處努力不
夠，須加強改進，然亦有少部分係有些單位尚未了解事務
之屬性與權責分工，而對本處之責任範圍有所誤解所致，
今後亦宜加強宣導。
柒、工作報告：各組書面及口頭補充工作報告。
（略）
捌、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物理系盧主任炎田
案 由：
一、 報告中理學大樓似乎未列入總務處建設計畫，與原先
校方與理學院討論之結果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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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理一館建物修繕之急迫性，已迫在眉稍，請總務處
重視本系師生之生命財産安全。
三、 曾於本(97)年收到 95、96 年之電話帳單，請營繕組相
關負責同仁多加注意。
四、 建議業務承辦人員對於洽公人員之服務態度應加注
意，不應有官僚氣息感受。
決 議：
一、 新建各院系大樓有先後順序，理學院大樓已列入中程
校務計畫考量。
二、 修繕物理一館納入全校調查整修系所老舊建物案審查
辦理，請物理系提出需求申報。
三、 營繕組針對處理電話費事宜，已調整機制，加強管控。
四、 服務態度本處會檢討改善，當尊重個人陳述與感受，
並以學生為學校結構主體之服務理念。
第二案、
提案人：奈米科技所林所長仁輝
案 由：
一、 學校有毒廢棄物處理承包商常有藉故拒收之情況，導
致相關有害物質堆放引致師生曝露在危險之環境下，
請校方於招商訂約時，應加以明確的定約規範。
二、 如科技大樓與儀設大樓此類高度共用性之建物，相關
之清潔與修繕責任歸屬，請加以說明，且能否請校方
協助清潔與修繕。
決 議：
有毒廢棄物或腐蝕廢溶液之回收處理，以及科技大樓之清
潔、修繕等相關權責及處理過程，請事務組及營繕組了解後
告知。
第三案、
提案人：管理學院張院長有恆
案 由：
一、 管院地下停車位僅有 66 格，但管院本身人員之停車需
求約大於 150 格，加上常有外單位車輛停放，造成管
院教職員常需停放於遠處，是否使用單位可自行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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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車輛管制及管理辦法。
二、 管院兩棟大樓間之連接走道常因雨季而導致積、漏
水，進而危害師生行走安全，可否請校方增設防雨遮
棚。
三、 請校方加強校園內公共空間之清潔問題，如自強校區
籃球場落葉，假日無人清理。
四、 儀設大樓門禁太鬆，前後門管制不良。
決 議：
一、 停車格位係學校統籌運用規劃，單位自訂停車管理辦
法較不妥當。
二、 漏水情況由營繕組前往了解處理。
三、 落葉一定要有人打掃，請事務組派員了解分派處理。
四、 據了解有關儀設大樓管理事宜，該大樓管理委員會將
開會研商，逐步改善處理，並請本處駐警隊加強該大
樓之巡防工作。
第四案、
提案人：地科系林主任慶偉
案 由：
一、 地科系教室女兒牆漏水問題，危及學生上課權益，請
校方及早前往處理。
二、 建議總務處建立預備金機制，以供校內緊急修繕工程
使用。
三、 本(97)年頂尖大學業務費均大幅縮水，致使系所相關
實驗室及教室改善經費不足，是否該項業務改由總務
處接受申請處理。
決 議：
一、 女兒牆漏水請營繕組前往了解。
二、 校總管費用並無緊急備用基金規定，可應調用急需。
本處近期函發各單位就舊有建物大型修繕維修需求提
報，俾勘查審議排序處理。
第五案、
提案人：歷史系王主任文霞
案 由：
一、 歷史系館之古蹟調查計畫已送審通過，惟相關修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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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至今尚無下文，現今館內屋頂漏水、牆面剝落、室
內設備老舊，請校方前往整修。
二、 歷史系館老舊，相關問題眾多，若提出整修計畫相關
經費必定相當可觀，於提出整修報告時，是否有額度
上限。
三、 歷史系館與藝研所近日均遭竊，且系上業務費不多，
無法裝設足夠之防設備，校方是否有其它補足措施。
決 議：
一、 歷史系館已排入耐震補強年度規劃工項，包括漏水、
門禁可一併提報處理。
二、 本案係屬國定古蹟，相關作業期程，繁瑣冗長，將與
教育部協調辦理。
第六案、
提案人：工衛科所李教授俊璋
案 由：
一、 建國校區醫學院容積率問題，許市長先前已同意協助
修正，請總務處向台南市都發處提出建議修正。
二、 醫學院尚有兩處漏水，已填修繕單，請總務處早日派
員前往修繕。
三、 建國校區水利系實驗水槽遷移，可否如同先前協調會
決議，如期進行。
四、 醫學院無障礙改善可否納入學校整體整修計畫。
決 議：
一、 有關本校區容積率提升問題，依審議時程，台南市政
府表示預定年底完成。
二、 水槽遷移涉及本校各院系大樓興建之優先順序討論，
預定 6 月 26 日進行。
三、 本校無障礙設施情況，業委請規劃設計學院全面調查
中，俟提出改善措施，依排序，視經費預算逐年辦理，
本年預定經費 1 千萬元，就急需部份先行處理。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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