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學年度第 2 次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99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陳景文

紀錄：胡振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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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採 BOT 方式興建，決定公告 擬辦理本校勝利 C 區學生宿舍新
招商前，呈送校務會議報告。 建計畫，採 BOT 方式辦理，目前
尚在招商評估作業中，由建築系陳
耀光副教授協助研擬試辦招商計
畫，已於 99.5.10 日提送。
臨時動議
依陳耀光老師評估，建議延長特許
年限、提高宿舍租金及降低權利金
第一案
等方式以吸引民間廠商投資。
目前營繕組正研討招商計畫內
容，擬組成工作小組，針對此招商
文件進行討論，俟有具體結論再依
行政程序陳報。
全校清潔競賽流於形式，建議授 事務組正研擬修正全校清潔競賽
權由各院辦理，並加入節能減碳 辦法中，教學單位由各院辦理，並
評比項目。請事務組研擬改善辦 增列行政單位參與。草案名稱、獎
臨時動議 法，提主管會報研議。
勵方式將參照秘書室、人事室、會
計室之意見辦理。
第二案
有關「加入節能減碳評比項目」乙
節，擬依本處營繕組研訂之節能減
碳辦法辦理。
事務組評量校內鼠患較嚴重區 參考金門縣衛生局病媒防治(老
臨時動議 域，進行處理，並通函各單位針 鼠)作法，已於 1 月 22 日函請本校
第三案 對老鼠防治措施，加以宣導。 各單位加強宣導配合辦理。並於學
校電子公佈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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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決議或說明事項
執行情形
自強校區部分建物，牆面二丁掛 辦理技術服務委託評選作業中，擬
臨時動議 有掉落的危險性，可能危及師生 俟建築師提出改善方案後，分年執
第四案 安全，其修護已完成初步規劃， 行改善。
視經費情況，分年執行改善。
活動中心整修後，未保留教師會 教師會之空間，配合衛保組搬遷至
空間。因目前相關教研及行政單 雲平大樓東棟二樓後，規劃至光復
位空間迫切需求，加上近期工學 校區軍訓大樓一樓原衛保組所使
院及電資學院三系館進行整建，
用之位置。另有長青會亦將進駐。
臨時動議 拆除部份教室或實驗室，需調節
第五案 空間因應，以現有可運用調整之
雲平大樓(原社科院騰出)空間相
當有限，故整體調度配置上，恐
無法呼應各方要求，惟在後續或
其他方式上，再逐步考量。
勝利路圍牆拆除後機車停車問 配合勝利路圍牆拆除，現有雲平大
題，朝向於歷史系旁現有機車停 樓東側機車停車中長期擬規劃為
地下停車場或立體停車場。目前已
車位址，規劃立體停車場。
完成地下停車場先期劃構想書，立
臨時動議
體停車場亦已進行評估規劃，因校
第六案
務基金資金目前尚難以支應該停
車場改建案，本（99）年度僅於原
址配合台南市政府勝利綠廊景觀
工程施工，調整整修停車場。
1. 本處於 6 月 14 日召開「徵求義
1. 請事務組蒐集相關資料，研擬
工參與管理校園流浪動物會
修改流浪動物處理原則，再行
議」
。有關管理校園流浪犬隻係
研議。
屬全校性之議題，本處將於相
關會議中建請教務處向新進教
臨時動議 2. 總 務 處 支 援 行 政 單 位 工 讀
生，有其用途限制性，故有關
師、學務處向新生宣導，並建
第七案
支援工讀生協助處理流浪犬
議有興趣及熱心之教師提有關
之相關事宜，請學生會研擬完
生命關懷及校園流浪動物管理
整計畫，再行協商討論。
等服務學習之課程。
3. 取消上次會議有關於校園重 2. 本處將爭取工讀生名額，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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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決議或說明事項
要出入口，設置禁帶寵物告示
牌之決議。

執行情形
學與校外熱心志工共同協助學
校管理校園流浪犬。建議同學
可依工讀生制度，先行規劃相
4. 修正上次會議第五案第 2.項
關工作項目。
決議內容為「略以…，請駐警
3. 其他事項，照案辦理。
隊通知勸導該團體或社團自
制。」

長期棄置停車場之機車，由事務
組依停車證追查通知車主處理，
若仍不處理或無法查告車主，再
依有關規定處理校園廢棄車輛，
臨時動議 且停車場應督管委外單位作好維
第八案 護環境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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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本校機車停車場疑似廢棄車
輛之查報，於本(99)年 6 月份起由
軍訓室協助辦理。經查報之車輛，
將移置位於光二舍西側之廢棄車
輛集中場暫行保管，預計 6 月底建
置完成後，將依廢棄車輛處理原
則，洽請台南市環境保護局移置指
定場所作後續處置。另有關機車停
車場之清潔維護工作，已責成委外
廠商加強辦理。

陸、主席報告
一、土地：配合台南市政府都市計畫道路及廣場工程，本校經管東寧宿舍
區土地無償撥用予該府，該工程預計今年度完工。
二、建築及整修
(一) 完成重大建設：社科院教學大樓已於 99 年 2 月 24 日辦理揭牌啟
用典禮。
(二) 進行中：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預定於 99 年 8 月完工。
(三) 規劃推動之重大建設案：
1.

「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更新整建工程」其分項建築工程經 3
次開標流標，經重新檢討後訂於 99 年 7 月 14 日開標，估列
總經費 13.6 億元。

2.

「安南校區水產生技實驗及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設計案於本
（99）年 2 月 4 日經台南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通過，，
預定 7 月上旬辦理工程上網公告。

3.

「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新建工程」設計案業經台南市政府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預定 6 月下旬完成工程採購書圖。

(四) 重大整修：學生活動中心(99 年 1 月 6 日進行點交、啟用)、成功廳
整建(預訂於 99 年 6 月 30 日開標)、市定古蹟(台南衛戍病院 99 年
4 月 7 日決標，預計 100 年年底完工)、大學路與小東路之間的勝
利路段景觀工作（預計 99 年 7 月 5 日施工）
、大學路景觀道路美
化第五期工程（99 年 5 月完工）
。
(五) 上述重大工程執行管控順利，執行率達 100%，工程實績倍受教育
部工程查核委員的肯定，查核成績優良均列甲等。
(六) 友善校園環境：積極在行政空間與公共空間增設哺乳室，並於新
建大樓中也納入哺乳室空間設計，已完成光復、力行、成功等校
區哺乳室之設計，預計再逐步設置勝利、建國、敬業等校區哺乳
室之設計。另已完成無障礙設施普查及研擬改善措施。
(七) 節能：
1.

99 年 5 月 27 日辦理全校各單位節約管理人員講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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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設網路系統搜集現有電子式自來水表（含自來水公司水表）
用水資料來研判用水變化來追查漏水情形。

3.

實施行政大樓空調主機提高冰水主機出水溫度、地下停車場及
走廊照明燈具減量、路燈深夜減量隔盞照明、下班時段減少
電梯運轉台數、辦公空間增加風扇提高空氣對流減少空調需
求等措施。

三、推展學生宿舍興建
(一) BOT 案興建學生宿舍暨校友會館，營運經年，學生宿舍進住率
94%，校友會館進住率約 52%，附屬生活設施規劃 18 家櫃位，已
陸續招商 12 家營運中，進駐率 66％。
(二) 勝利校區 C 區優先興建，招商計畫由建築系陳耀光副教授協助研
擬，建議延長特許年限、提高宿舍租金及降低權利金等方式以吸
引民間廠商投資，擬組成工作小組，針對此招商文件進行討論。
五、校園安全
(一) 規劃校園監視系統、緊急電話、燈光照明，以保護學生與女性安
全的在夜間活動。
(二) 製作友善校園地圖宣導學生校園安全活動空間。
六、校園環境：已加強公共區域之清潔督管，同時請各單位主管督促各自
管理清潔區，做好維護清潔工作。
七、公文管理：近年來文書作業配合 e 化作業管理之改進，公文處理時效
及逾期公文之稽催均有進步、尤其線上調閱，方便同仁瀏覽及下載並
大幅減少時間、人力及紙張。「自然人憑證」線上簽核經提 6 月 15
日本校公文線上簽核推動小組決議通過：由人事室及通識教育中心等
單位先行試辦；為使上線更順利，陸續會安排試辦單位參加相關之教
育訓練。
八、採購成效：因應本校榮獲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17 億元
專案補助款，故相關採購案件大數增量，98 年度推展順利。本校 98
年度優先採購指定第一類環保產品比率（綠色採購）90%，達成環保
署指定 88%之目標，相較於 97 年度 57.2%已有大幅進步，並獲教育
部列為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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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節能減碳專案報告：(簡報資料可上本處營繕組網站查閱)
捌、工作報告（略）
玖、提案討論（無）
拾、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外文系

案 由：關於節能省電之措施與評比，教務處向各系所借用之大型教
室，其冷氣耗電量頗大，應將其使用人數之因素列入評比考
量，否則將拒絕教務處將課程排到各系所。
決 議：所提意見在實務上能否處理，再行研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化工系

案 由：擬在各實驗室的冷氣機迴路裝置定時器，人員不在時就自動
斷電，能否補助系所購買定時器。
決 議：對於補助各單位節能設施改善經費，須視整體可用經費做為
考量。
第三案、

提案單位:大學部學生代表

案 由：
1.

配合「成大勝利綠廊景觀改造工程」，施工區域為小東路至大
學路間勝利路段，將塗銷該路段汽機車格位，並封閉成功、
光復校區臨勝利路側門出入口，請學校規劃臨時停車位因
應，以免無車位可停。

2.

自強校區臨林森路之機車停車位縮減為一排，稍嫌不足，可否
協調市府將使用率不高之部分汽車停車位改劃為機車使用。

3.

總務會議請儘量不要排在期末考期間，以免部分同學無法參
加。

決 議：
1.

經過都市設計審議，勝利路兩旁將取消人行道上的機車停車
位，並將約 2/3 的汽車停車位改劃為機車停車位，但量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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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台南市政府另規劃將小東路人行道臨成功校區圍牆
側，現有設置花壇拆除，該花擅因不利停放機車，將以人行
木棧道取代，並將機車格位，改移至臨車道側設置；本校採
另評估迎賓苑與幼稚園間部分空地作為機車停車位之可行
性，以紓解停車位之不足。
2.

自強校區臨林森路機車停車位不足問題，業提本校交通管理委
員會討論結果，事實上停車位是足夠的。其間亦邀市府養護
工程單位列席該會議參與討論，亦獲得善意回應。

3.

總務會議將儘量不要排在考試期間。

拾、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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