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5 年 11 月 29（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2 會議室
出

席：高委員莉芬(蔡炎龍代) 林委員啟屏(陳政仁代) 顏委員乃欣(詹銘煥代)
江委員明修(盧芬絹代) 唐委員 揆(鄭秀真代) 林委員元輝(陳百齡代)
李委員 明(雷龍建代) 吳委員政達(林芳伃代) 魏委員如芬(陳姿蓉代)
朱委員晏辰

徐委員子為

白委員家嘉

吳委員柏翰

林委員承遠

席：林秘書啟聖

蕭組長翰園

林組長幸宜

陳組長錦秀

姚組長建華

林組長淑靜

連組長國洲

林組長淑雯

蕭隊長敬義

鄭編審惠珍

徐編審士雲

林專員慶泓

請 假：于委員乃明

林委員國全

列

主

顏副總務長玉明 廖專員致瑞

席：林總務長左裕

記錄：劉桂芬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上次（105 年 5 月 3 日）會議紀錄。
（上次會議紀錄已上網公告，紙本並送
各單位卓參）
三、報告上次總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警隊
案

由：擬修訂國立政治大學汽車停車收費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校區停車位有限，管理場地亦需支出一定費用及成本，依照本收費
標準之母法「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第二章第六條第 2 項第 4 款
之規定(詳如附件 2)，限於僅有持身心障礙手冊並為肢體障礙者始得免費
申請停車證，惟依照現行汽車停車收費標準規定，只要教職員工生持有

身心障礙手冊者，即得免費申請汽車停車證，而未實質考量身心障礙者
類別之差異，實為不妥。另參考台北市社會局現行政策，雖對於身障人
士予以優惠，但優惠並非不限時間、不限場地，而是僅限於停車的前四
小時始得免費停車。
二、配合此政策之精神，爰建議修改汽車停車收費標準條文，將對象限於持
有身心障礙手冊並且為肢體障礙者之教職員工生，始得免費申請汽車停
車證。蓋此類身障人士相較於其他類之身障人士，有行動不便之特徵，
故特予以優惠，同時與母法「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相呼應。
三、依上本校對於身障人士之停車管理費已訂有相關優惠規定，但對於額外
特別之需求（如申請 A 類停車證或隔夜停車等）仍建議應收取管理費用
差額，以平衡成本之支出。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政治大學汽車停車收費標準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本校持有身心障礙

本校持有身心障礙

一、修正第三條第 1 項第 6 款。1.本

手冊並且為肢體障

手冊之教職員工得

校停車位有限，管理場地亦需支付一

第三條

礙者之教職員工得

免費申請 B、C 類汽 定費用及成本，依照本收費標準之母

第1項

免費申請 B、C 類汽 車停車證；持有身心 法「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第

第6款

車停車證；持有身心 障礙手冊之學生得

二章第六條第 2 項第 4 款之規定，限

障礙手冊並且為肢

免費申請 D 類汽車

於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為肢體障礙

體障礙者之學生得

停車證。

者，始得免費申請停車證。

免費申請 D 類汽車

2.參考台北市社會局現行政策，雖對

停車證。

於身障人士予以優惠，但優惠並非不
限時間、不限場地，而是僅限於停車

前款教職員工如申

前款教職員工如申

請 A 類停車證或隔

請 A 類停車證者，應 之前四小時始得免費停車。

第三條

夜停車者，應繳納 A 繳納 A 類停車證與 B 3.本於大學自治之精神，配合上述社

第1項

類停車證與 B、C 類 類停車證管理費之

第7款

停車證管理費之差

差額，惟持有身心障 條文，將對象限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額或隔夜停車管理

礙手冊並且為肢體

並且為肢體障礙者之教職員工生，始

費。

障礙者之教職員工

得免費申請汽車停車證。蓋此類身障

生申請 A 類停車證

人士相較於其他類之身障人士，有行

會局政策，爰修改汽車停車收費標準

者，得免繳納差額。 動不便之特徵，故特予以優惠，同時
與母法「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
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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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第三條第 1 項第 7 款。1.雖
本校對於身障人士之停車管理費已訂
有相關優惠規定，但對於額外特別之
需求（如申請 A 類停車證或隔夜停車
等）仍需收取管理費用，以平衡成本
之支出。
2.前款教職員工若有隔夜停車，或停
放車輛於地下室（即申請 A 類停車證）
之需求，仍需繳納停車證管理費之差
額，或隔夜停車管理費。

五、檢附「國立政治大學汽車停車收費標準」。
決

議：本案因需依法制程序就母法相關法規先完成修訂，先予撤案。

執行情形：
一、105 年 5 月 3 日總務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涉及本校汽車停車收費標準
中，關於身心障礙者身分別申請本校免費停車位與隔夜停車管理費用收
取等條文之增修。惟本校汽車停車收費標準之母法「國立政治大學汽車
管理辦法」中，並無關於隔夜停車管理費用得予以收取之相關規定，因
此本案暫予撤案。
二、經查，身心障礙者身分別申請本校免費停車位之問題，母法法規條文並
無問題，僅子法汽車停車收費標準之文字須為增減，如有教職員生對法
規產生疑義，尚可藉解釋母法之方式適用法規，亦不致損及教職員生對
法規之信賴，且相關個案數量亦屬少數，故關於此部分相關法規之增修，
尚非屬急迫，得待其他法規疑義統整後，再予提案。
三、經審慎評估，由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66 次行政會議（105 年 8 月
3 日）甫通過本校汽車管理辦法第 16 條之增修議案，短期間內似不宜再
對同部法規做更動，且相關法規除隔夜停車管理費用外，是否有其他缺
漏部分，尚待查明；故建議暫不予修正本校汽車停車管理辦法及汽車停
車收費標準，待母法相關問題整合後一併增修，以避免短期內法規發生
頻繁變動。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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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修訂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原條文規範之意旨在於使違規停車遭註銷停車證者
於再次申請停車證時有所警惕，並避免同一違規人再有違規情事發生。
惟依法條文義，若同一違規人於被註銷汽車停車證之次學年度未申請停
車證，而於往後學年度始再次申請，即可規避加倍收費之處罰，於法顯
有未合，故參酌上述意旨，予以修正，以資明確。
二、該條項第二段，自文義視之，係配合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段所設，而有
「依前項規定……」等敘述，故應另起增條項並移列第三項為宜。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對照表
條文

第十六條
第2項

第十六條
第3項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違規達三次者，總務
處依法通知註銷並
繳回該學年度之停
車證，拒不服從者移
請相關單位議處。

違規達三次者，總務
處依法通知註銷並
繳回該學年度之停
車證，拒不服從者移
請相關單位議處。
依前項規定註銷停
車證者，次學年度再
申請停車證時，應加
倍收費；此外，若於
次學年發生違規事
項，則立即註銷停車
證，且往後學年度禁
止再申辦停車證。

一、第十六條第 2 項後段原規定，被
註銷停車證者若於次學年度再次申請
停車證，應加倍收費。惟本條之目的
乃在於使違規者再次申請停車證時能
有所警惕，並避免違規情事再次發
生，故違規者再次申請停車證而應加
倍收費之情形，應不僅限於違規之次
學年度，若違規者於停車證遭註銷之
次學年度未申請停車證，而於往後學
年度再次申請者，仍應有本條之適用。
二、第十六條第 2 項後段之文字參酌
上述立法意旨，予以修正，並將本條
項後段移列第 3 項。

依前項規定註銷停
車證者，再次申請停
車證時，應加倍收
費。若仍發生違規事
項，應立即註銷停車
證，且往後學年度禁
止再申辦停車證。

四、檢附「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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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業經 105 年 5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討論通過，亦已
於 105 年 8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66 次行政會議照案通過，並於 105 年 9
月 20 日以政總字第 1050027266 號函公告週知。
主席裁示：會議紀錄確定，執行情形洽悉。
四、總務處各單位工作報告。
（請參閱【附件十】
，第31~32頁）
貳、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財產組
案

由：擬訂定本校「國立政治大學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管理要點」(草案)，
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維護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之整潔寧靜與停車秩序，擬訂定國立政
治大學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管理要點。
二、檢附「國立政治大學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管理要點」(草案) 乙份，
如議程附件一，第 10-11 頁，請參閱。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附件一~二，第 10-13 頁)
二、 修正內容如下：
(一) 第二點停車開放對象增列學生，修正後為「…，得開放本校在職教
職員工生申請停放」
。
(二) 第三點，非南苑住戶每月應繳納停車管理費新台幣 2,500 元整，酌
減為新台幣 2,000 元整。
(三) 第十點後段刪除該年度之文字，修正後為「…，由本處通知註銷並
繳回停車證，…」。
(四) 第十一點前段刪除部分文字後，修正為「若偽造或變造停車證者，」
。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警隊
案

由：擬增訂並修正「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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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說

明：
一、本辦法第三條，查與母法「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第
六條相關規定不一致，予以修訂條文內容。
二、配合本校新訂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及員警差勤管理
作業規範，於第五條明訂駐衛警察隊工作職掌，並新增第十二、十三、
十四條以茲校內單位適用與解釋條文。
三、因增列第五、十二、十三、十四條條文，原第五條以下條文條次，配合
依序修改為第六條至第十一條，原第十一條條文條次修改為第十五條同
時並修正第十五條部分文字。
四、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
置管理辦法」各乙份，如議程附件二~四，第12-23頁，請參閱。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附件三~五，第 14-25 頁)
二、 修正情形如下：
(一) 新增之第五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勤務執行具體事項，由本校另訂
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之規定」。
(二) 刪除本次修正之第十二條條文。
(三) 配合本次修正之第十二條條文刪除，原第十三、十四、十五條條次
依序往前遞移為第十二、十三、十四條。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警隊
案

由：擬訂定本校「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草案)，
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健全有效管理本校駐衛警察人員執行勤務相關事宜，擬訂定國立政治
大學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
二、檢附「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草案)」乙份，
如議程附件五，第24-26頁，請參閱。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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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及全文如附件六~七，第 26~30 頁)
二、 修正情形如下：
(一) 第二點修正為：
「依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管理辦法訂定之」。
(二) 第四點各款修正如下：
1. 第三款增刪部分文字後，修正為：「執勤人員應嚴禁未經本校核
准之攤販、銷售展示活動、校外選舉造勢，及喧鬧滋事等影響校
園安全、安寧之人、車進入校區；如有必要，得錄影蒐證並詢問
相關人士之身分，如其拒絕配合、情節重大，並得上報校方經核
准後與轄區派出所協助處理」
。
2. 第四款後段修正為：「…，立即報告輪值隊職幹部及校方長官處
理」。
3. 刪除第五款。
4. 配合第五款之刪除，原第六、七、八、九、十款款次依序往前遞
移為第五、六、七、八、九款。
5. 第六款刪除「下雨天應穿著雨衣值勤」文字，並將「員警」修正
為「執勤人員」。
6. 第八款修正為:「值勤時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
度」。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警隊
案

由：擬訂定本校「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員警差勤管理作業規範」(草案)，
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健全有效管理本校駐衛警察人員差勤相關事宜，擬訂定國立政治大學
駐衛警察隊員警差勤管理作業規範。
二、檢附「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員警差勤管理作業規範(草案)」乙份，
如議程附件六，第27-28頁，請參閱。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及全文如附件八~九，第 31~34 頁)
二、 修正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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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規範中提及「員警」文字，一律修正為「執勤人員」
。
(二)第四點第二項修正為：
「忘記簽到(退)者，得檢具證明經由隊職幹部
核准後補簽到(退)，代替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簽到(退)者，均以申
誡一次處分」。
(三)第五點後段修正為: 「…，再補線上登錄。」
(四)刪除第八點。
(五)配合第八點之刪除，原第九、十、十一點依序往前遞移為第八、九、
十點。
參、臨時動議
一、羅馬廣場平台整修的進度為何?
總務處回應:羅馬廣場平台將保留並翻新，木頭腐爛部分於一個月內逐步修復，
有關涉及結構危險性部分，將進行檢討後拆除。
二、風雩樓 1 樓招商進度?
總務處回應:風雩樓已招商完成，得標廠商為伊果咖啡，將增加校庫收入，目前
進行室內裝修，預計寒假前開始營業。
三、因應 12 月聖誕節來臨，學生會可否在四維堂前放置一棵聖誕樹，並進行周邊環
境布置。另如於麥側辦活動，用火可開放的程度為何(如可否使用電磁爐或烤
箱)?
總務處回應:可於四維堂前放置聖誕樹，請支撐牢固並注意安全。有關學生社團
活動部分為學務處規範，請同學向學務處申請。
四、今年碩士班口試時，總務處安排修剪大智樓前倒伏樹木，影響學生口試進入校
園的方便性及危險性，請盡量不要安排或避開有全校性活動時施作。
總務處回應:總務處於修剪颱風後復原樹木，於前一周已公告全校週知，經助教
反應該日學校碩士班口試，本處即大致依可施工時段配合調整施作
時間。因學校上課時間無法施作，假日幾乎也有活動，可安排施工
時間有限，本處盡量避開影響活動時段，可能有部分無法達到之
處，亦請諒解，如遇颱風或緊急狀況校內復原，敬請互相體諒，我
們將努力達成二難目標。

肆、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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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政治大學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管理要點(草案)
條文內容

說明

一、國立政治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維護南 訂定目的。
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以下簡稱本停車場)
之停車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停車場供南苑學人宿舍住戶使用，於申請時 申請條件，以南苑住戶優
應檢附申請書、申請者本人或眷屬之駕駛執 先借用，有空位則開放本
照、行車執照，每住戶以申請一車位為限。若 校在職教職員工生申請停
有多餘車位，得開放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生申請 放，額滿為止。
停放，額滿為止。
三、南苑學人宿舍住戶依本要點申領「地下停車場 申領「地下停車場停車證」
停車證」及「感應磁卡」，每月應繳納停車管 及「感應磁卡」
，住戶月繳
理費新台幣 1,000 元整。非南苑住戶每月應繳 納 停 車 管 理 費 新 台 幣
納停車管理費新台幣 2,000 元整。由薪資扣款 1,000 元整(考量用電及相
或逕至本校總務處(以下簡稱本處)出納組繳 關設備維修，故比照本校 A
款。感應磁卡及停車證應於離宿時繳回，若不 類停車區 2 倍收費)，非住
繳回持續計費至繳回為止。感應磁卡及停車證 戶月繳納停車管理費新台
如有遺失，應申請補發，補發費用停車證繳收 幣 2,000 元整，感應磁卡
工本費新臺幣 200 元，感應卡酌收工本費新臺 及停車證遺失，購置費同
本校汽車停車收費標準第

幣 300 元。

6 條。
四、停車證有效期間，南苑住戶以所借用時間為 車證效期及再申請時機。
限。非南苑住戶為一年，期滿之後應重新提
出申請。
五、依本要點規定收取之停車管理費，除有特殊理 停車管理費退費處理原則
由外，一經繳交後概不退還。

同本校汽車停車收費標準
第 3 條第 7 項第 2 款。

六、停放本停車場之汽車，以貼有經本處核發之汽 使用管理。
車停車證者為限，無證者一律嚴禁進入。
七、汽車停車證應一律貼於汽車前擋風玻璃左上方 汽車停車證放置規定
10

明顯處，以便識別。
八、為維護行車安全及健全門禁管制，嚴禁行人自 車道禁止人行。
停車場車道進出。
九、本停車場停車管理費收入存入本校校務基金專 停車管理費收入屬本校校
款專用，非屬停車之對價。本校對停放車輛不 務基金專款，對停放車輛
負任何保管之責。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歸責 不負保管、天然災害或其
他不可歸責於本校之意外

於本校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害亦同。

事故所致之損害之責。
十、凡申領停車證者，不得將停車證租讓予他人， 禁 止 車 證 租 讓 及 處 理 方
違反者以違規停車規定論處，由本處通知註銷 式。
並繳回停車證，拒不服從者視為無證停車，得
依本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處理。
十一、若偽造或變造停車證者，經簽報校長核定 發生偽造或變造停車證者
後立即註銷停車證，並移送相關單位議處。 之處理。
十二、經註銷停車證者，不得再申請停車證。

註銷者之處置。

十三、無證停車、不依所繪停車格停車或不當使用 車 輛 違 規 停 放 使 用 之 處
車格，以致妨礙交通、安全、觀瞻或影響他 置。
人停車權利者，將予以拖吊或移除，所產生
之相關費用悉由違規者自行負擔。
十四、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簽奉校長核定後 要點施行程序。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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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管理要點

附件二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政治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維護南苑學人宿舍地下停車場(以下簡稱
本停車場)之停車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停車場供南苑學人宿舍住戶使用，於申請時應檢附申請書、申請者本人或眷
屬之駕駛執照、行車執照，每住戶以申請一車位為限。若有多餘車位，得開放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生申請停放，額滿為止。
三、南苑學人宿舍住戶依本要點申領「地下停車場停車證」及「感應磁卡」
，每月應
繳納停車管理費新台幣 1,000 元整。非南苑住戶每月應繳納停車管理費新台幣
2,000 元整。由薪資扣款或逕至本校總務處(以下簡稱本處)出納組繳款。感應磁
卡及停車證應於離宿時繳回，若不繳回持續計費至繳回為止。感應磁卡及停車
證如有遺失，應申請補發，補發費用停車證繳收工本費新臺幣 200 元，感應卡
酌收工本費新臺幣 300 元。
四、停車證有效期間，南苑住戶以所借用時間為限。非南苑住戶為一年，期滿之後
應重新提出申請。
五、依本要點規定收取之停車管理費，除有特殊理由外，一經繳交後概不退還。
六、停放本停車場之汽車，以貼有經本處核發之汽車停車證者為限，無證者一律嚴
禁進入。
七、汽車停車證應一律貼於汽車前擋風玻璃左上方明顯處，以便識別。
八、為維護行車安全及健全門禁管制，嚴禁行人自停車場車道進出。
九、本停車場停車管理費收入存入本校校務基金專款專用，非屬停車之對價。本校
對停放車輛不負任何保管之責。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校之意外事故
所致之損害亦同。
十、凡申領停車證者，不得將停車證租讓予他人，違反者以違規停車規定論處，由
本處通知註銷並繳回停車證，拒不服從者視為無證停車，得依本要點第十三點規
定處理。
十一、若偽造或變造停車證者，經簽報校長核定後立即註銷停車證，並移送相關單
位議處。
十二、經註銷停車證者，不得再申請停車證。
十三、無證停車、不依所繪停車格停車或不當使用車格，以致妨礙交通、安全、觀
12

瞻或影響他人停車權利者，將予以拖吊或移除，所產生之相關費用悉由違規
者自行負擔。
十四、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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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與母法「各機關學校

第三條

第三條

駐衛警察隊員在五人以上未滿二十人

駐衛警察隊員在五 團 體 駐 衛 警 察 設 置

者設小隊，置小隊長一人；二十人以

人以上未滿二十人 管理辦法」第六條相

上者設隊，置隊長一人。

者設小隊，置小隊 關規定不一致，予以
長一人。二十人以 修正。
上者設隊，另設置
隊長一人。

第五條

1.本條新增。

駐衛警察隊工作職掌如下：

2.明訂駐衛警察隊

一、保障人身財產安全及校園寧適環

員警之工作性質

境。

與執行勤務範

二、維護校園交通秩序及違規取締。

圍，並準用於駐

三、門禁管理與車輛進出管制。

衛警察隊約用人

四、停車場管理與收費及汽、機車停

員。

車證申請與核發業務。
五、崗哨守望、校園巡查。
六、錄影監視系統管理。
七、遺失物與拾得物申報及招領。
八、處理臨時緊急事故。
九、配合治安機關處理綜合業務。
十、執行上級長官交付之任務。
前項勤務執行具體事項，由本校另訂
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之
規定。
第六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隊長之職掌如下：

順延。

一、綜理全隊行政及綜合業務。
二、規劃及調派隊員執行各項勤務。
三、隊員之管理與考核。
四、各項校安及行政工作之協調。
五、校園交通與車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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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治安機關之協調聯繫。
七、臨時勤務之協調聯繫。
八、臨時交辦事項之執行。
第七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小隊長之職掌如下：

順延。

一、協助隊長綜理全隊業務。
二、協助隊長調派隊員執行各項勤務。
三、協助隊長辦理隊員之管理與考核。
四、各項校安及行政工作之協調。
五、校園交通與車輛管理。
六、協助隊長與治安機關之協調聯繫。
七、臨時勤務之調派與執行。
第八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駐衛警察隊員出缺時，得依實際狀

順延。

況，按有關規定進用之。
第九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駐衛警察隊隊員之進用、敘薪、福利、

順延。

差假、獎勵、解僱、資遣、退休、撫
恤等悉依行政院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
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行政程序簽請

順延。

獎勵。
一、值勤認真，表現優異者。
二、查獲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者。
三、發現危害事物並及時阻止或降低
傷害損失者。
四、其餘優良事績足供敘獎者。
第十一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行政程序簽請

順延。

議處。
一、於服勤時間內擅離崗位，廢弛勤
務，經查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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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故遲到早退或未請假者。
三、交接班不確實者。
四、拒絕接受勤務調派。
五、服務態度不佳，有損校方清譽，
經查證屬實者。
六、假借職務之便，意圖向校外人士
索取財物、或有強索之事實，雖
未構成犯罪，仍有損校方清譽者。
七、涉足不良場所且滋生事端，有損
校方清譽經查證屬實者。
八、值勤時間內吸煙、喝酒、聚賭、
打瞌睡、睡覺或服裝不整，經督
導人員發現並屢犯不改者。
九、侵佔遺失物、盜取公物經查證屬
實者。
十、侮辱、威脅或持械恐嚇、傷害同
仁，經查証屬實者。
十一、損壞公物造成學校重大損失者。
十二、製造流言、惡意中傷詆毀同仁、
煽動是非、匿名控告，影響其他
隊員工作情緒者。
十三、其他重大疏失經查證屬實者。
第十二條

1.本條新增。

駐衛警察隊之差勤管理事項，依本校

2.配合本校新訂總

駐衛警察隊員警差勤管理作業規範之

務處駐衛警察隊

規定辦理。

員警差勤管理作
業規範，明訂相
關事項依具體作
業規範辦理，以
茲適用。

第十三條

1.本條新增。

駐衛警察隊約用人員除另依本校約用

2. 因 駐 衛 警 察 隊 約

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進用外，其餘

用人員不適用各
16

均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機關學校團體駐
衛警察設置辦
法，故增列本條，
以茲適用。

第十四條

第十一條

配合條文新增，條次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 順延，並修正部分文
核定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通過，陳請校長核 字。
可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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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管理辦法

附件四

103 年 4 月 30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有效管理本校駐衛警察人員，以維護校園安全與學校財產設備安
全，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本校駐衛警察隊(簡稱駐警隊)隸屬於總務處，由總務長及事務組負責指揮
督導，並接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監督。

第三條 駐衛警察隊員在五人以上未滿二十人者設小隊，置小隊長一人。二十人以上
者設隊，置隊長一人。
第四條 駐警隊隊長、小隊長採考核制，一任以三年為原則。
在任期內有下列情形，得在一個月內調整隊長、小隊長職務：
一、在任期內年度考績連續 2 年乙等，或 1 年丙等。
二、罹患重病。
三、涉及犯罪經檢察官起訴。
四、怠於執行職務造成校園損害。
五、涉及校園性平事件，經性平會評定成立。
隊長、小隊長任期屆滿前依本校駐衛警察隊長、小隊長遴選要點辦理之（遴
選要點另訂）。
第五條 駐衛警察隊工作職掌如下：
一、保障人身財產安全及校園寧適環境。
二、維護校園交通秩序及違規取締。
三、門禁管理與車輛進出管制。
四、停車場管理與收費及汽、機車停車證申請與核發業務。
五、崗哨守望、校園巡查。
六、錄影監視系統管理。
七、遺失物與拾得物申報及招領。
八、處理臨時緊急事故。
九、配合治安機關處理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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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執行上級長官交付之任務。
前項勤務執行具體事項，由本校另訂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之規
定。
第六條

隊長之職掌如下：
一、綜理全隊行政及綜合業務。
二、規劃及調派隊員執行各項勤務。
三、隊員之管理與考核。
四、各項校安及行政工作之協調。
五、校園交通與車輛管理。
六、與治安機關之協調聯繫。
七、臨時勤務之協調聯繫。
八、臨時交辦事項之執行。

第七條

小隊長之職掌如下：
一、協助隊長綜理全隊業務。
二、協助隊長調派隊員執行各項勤務。
三、協助隊長辦理隊員之管理與考核。
四、各項校安及行政工作之協調。
五、校園交通與車輛管理。
六、協助隊長與治安機關之協調聯繫。
七、臨時勤務之調派與執行。

第八條

駐衛警察隊員出缺時，得依實際狀況，按有關規定進用之。

第九條

駐衛警察隊隊員之進用、敘薪、福利、差假、獎勵、解僱、資遣、退休、
撫恤等悉依行政院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及本校約用人員
管理辦法辦理之。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行政程序簽請獎勵。
一、值勤認真，表現優異者。
二、查獲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者。
三、發現危害事物並及時阻止或降低傷害損失者。
四、其餘優良事績足供敘獎者。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行政程序簽請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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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服勤時間內擅離崗位，廢弛勤務，經查證屬實者。
二、無故遲到早退或未請假者。
三、交接班不確實者。
四、拒絕接受勤務調派。
五、服務態度不佳，有損校方清譽，經查證屬實者。
六、假借職務之便，意圖向校外人士索取財物、或有強索之事實，雖未
構成犯罪，仍有損校方清譽者。
七、涉足不良場所且滋生事端，有損校方清譽經查證屬實者。
八、值勤時間內吸煙、喝酒、聚賭、打瞌睡、睡覺或服裝不整，經督導
人員發現並屢犯不改者。
九、侵佔遺失物、盜取公物經查證屬實者。
十、侮辱、威脅或持械恐嚇、傷害同仁，經查証屬實者。
十一、損壞公物造成學校重大損失者。
十二、製造流言、惡意中傷詆毀同仁、煽動是非、匿名控告，影響其他
隊員工作情緒者。
十三、其他重大疏失經查證屬實者。
第十二條

駐衛警察隊之差勤管理事項，依本校駐衛警察隊員警差勤管理作業規範
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駐衛警察隊約用人員除另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進用外，其
餘均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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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民國 105 年 5 月 10 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四十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左列機關、學校、團體為維護安全及秩序，得申請設置駐衛警察。
一、政府機關。
二、公民營事業機構。
三、公私立醫療機構。
四、公民營金融機構。
五、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六、其他機構、團體。
第三條 機關、學校、團體申請設置駐衛警察應填具申請書，送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核定；其分支機構跨越直轄市、縣（市）者，轉報內政部警政署核
定。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關、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融機構及公立學
校設置駐衛警察，應循行政程序報准後編列預算辦理。但公立大專校院以
非編列預算員額設置駐衛警察者，得逕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四條 駐衛警察於其駐在單位區域內執行職務。
當地警察局必要時得協調駐在單位，指定駐衛警察在其鄰近地區，協助維
護治安、整理交通。其執行勤務守則，由當地警察局定之。
第五條 駐衛警察執行勤務時，須服裝整齊，配備齊全。
前項服式、配備，由內政部定之。
第六條 駐衛警察隊員在五人以上未滿二十人者設小隊，置小隊長一人；二十人以
上者設隊，置隊長一人；三十人以上並得置副隊長一人。
第七條 駐衛警察由各駐在單位依第八條規定遴選適當人員，送請直轄市警察局或
縣（市）警察局審查合格後自費僱用之。必要時得委請警察教育機關統一
招考。
駐衛警察應實施職前及在職訓練，並得委請當地警察機關辦理；其要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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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第八條 駐衛警察之遴選條件如下：
一、高中（職）以上畢業。但曾受警察養成教育、專業訓練，或曾受軍事
訓練並擔任士官以上職務者，不在此限。
二、身體健康，經公立醫院檢查合格。
三、素行良好，儀表端莊，言語清晰。
四、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情事。
第九條 駐衛警察隸屬於駐在單位；執行勤務兼受當地警察局之指揮監督。
駐衛警察之升職、獎懲、考核、考成、解僱，由駐在單位自行核定辦理後，
函請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備查。
第十條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融機構及公立學
校駐衛警察之薪級，依附表之規定，其薪津、實物代金、主管職務加給，
得比照駐在單位職員之待遇支給。但不得支領警勤加給。
第十一條 駐衛警察之薪津、訓練、保險、退職、資遣、撫慰、服裝等各項費用，
均由駐在單位負擔。
第十二條 駐衛警察之退職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其種類及條件如下：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願退職：
(一）在駐在單位連續服務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以上。
（二）在駐在單位連續服務滿二十五年以上。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命令退職：
（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心神喪失或失能不堪勝任職務。
第十三條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融機構及公立 學
校駐衛警察退職金之給與，按退職人員在駐在單位服務年資，每半年給
與一個基數之一次退職金，最高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其基數標準，比
照駐在單位職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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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年資之計算，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算。
前條第二款第二目退職人員，其心神喪失或失能，係因公所致者，按其
一次退職金總額另加百分之二十。
第十四條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融機構及公立
學校駐衛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
一、病故或意外死亡者。
二、因公死亡者。
前項第二款因公死亡者，指下列情事之一：
一、因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
二、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
三、因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亡。
四、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
五、因戰爭波及以致死亡。
第一項遺族領受撫慰金，應由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其餘由下列順
序之遺族平均領受之：
一、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兄弟姊妹。
前項遺族中，除未再婚配偶外，無第一款至第三款遺族時，其撫慰金由
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如無配偶或配偶再婚，其應領之撫慰金，依序由
前項各款遺族領受。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如有死亡、拋棄、因法定事由
喪失或停止領受權者，其撫慰金應平均分給同一順序其他有領受權之
人。但前項第一款所定第一順序之領受人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
領受權者，由其子女代位領受之。
駐衛警察生前預立遺囑，於第三項遺族中指定撫慰金領受人者，從其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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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
第十五條 前條駐衛警察之撫慰金給與規定如左：
一、病故或意外死亡者、按其於駐在單位服務年資，每半年給與一個基
數之一次撫慰金，最高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
二、因公死亡者，除依前款規定辦理外，另加發十五個基數之一次撫慰
金。
前項撫慰金基數及給與標準，比照第十三條之規定，未滿十五年資未滿
半年者以半年計。
第一項第二款人員在駐在單位服務年資，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年計。
第十六條 駐衛警察退職、撫慰金之給與，各駐在單位係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融機構及公立學校者，其年資之計算，累
計其曾任公務人員及軍職之年資。但已領受退休金或資遣費者，不予累
計。
前項退職、撫慰案件，由駐在單位自行核定辦理，並函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備查。
第十七條 駐衛警察保險及各項福利規定如左：
一、駐在單位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為公務人員要保機關者，經編列預算設
置之駐衛警察人員，比照公務人員保險規定辦理；駐在單位依勞工保
險條例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其設置之駐衛警察人員，比照駐在單位
勞工保險之規定辦理。
二、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及其他各項福利比照駐在單位職員辦理。
第十八條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融機構及公立
學校駐衛警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由駐在單位自行核定資遣後，函請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備查：
一、駐在單位因故或業務緊縮而須裁減人員者。
二、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者。
三、不適任現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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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人員之給與，準用第十三條規定。
第十八條之一 依第三條第二項但書設置之駐衛警察，其待遇、退職、撫慰、資遣
及保險準用駐在單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之人員辦理，不適用第十
條、第十三條至第十八條之規定。
第十九條 民營事業機構、團體、私立醫療機構、民營金融機構及私立學校之駐衛
警察，其待遇、退職、撫慰及資遣比照駐在單位人員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之一 各機關及公立學校駐衛警察行政中立事項，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法規定。
第二十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關於駐衛警察薪津、實物代金、退職、撫慰及資遣
之規定，有利於在職駐衛警察者，依其規定。
第二十一條 駐衛警察之設置申請書，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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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草案)
條文內容

說明

一、為明訂及有效管理本校駐衛警察隊(含約用人員) 立法目的。
執行勤務，善盡維護校園安全、安寧職責，特制
訂本作業規範。
二、依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管理辦法訂定之。

明訂本規範訂定依
據。

三、駐衛警察隊負責之勤務項目如下：
明訂執勤項目。
(一)查察：校園巡察執勤，取締交通違規、處理臨
時事故（如急難救助等）
、執行特別勤
務（如重要會議、典禮、貴賓蒞校、防
竊巡邏等），以維持交通秩序及校園安
全，防止危害情事發生。
(二)值班：在隊部值班檯執勤，掌握監視系統動
態、受理拾得物及報案、反映事故、接
聽電話、答詢服務、維護室內外環境整
潔、維持門口區域交通秩序與安全，注
意可疑人事物及執行上級交辦相關事
項。
(三)肅竊巡邏：以公務汽、機車、腳踏車、徒步巡
邏校園執勤，並以感應器實施感應
紀錄，維護校園安全，發現可疑人
事物並加以防範、預警，防止危害
情事發生。
(四)值日：隊職幹部輪值，督導員警落實執行各勤
務項目工作及協勤、指揮調度員警處理
突發事故、執行上級交辦相關事項等。
校園內任何緊急事故發生時依「國立政治大學緊急
重大事件應變作業要點」處理。
明訂執勤工作注意事

四、執行勤務工作注意事項如下：

(一)執勤人員應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怠忽職 項。
責，應準時接勤，不得延遲誤時，如執勤時間
已滿，而接勤人員未能準時到勤，不得先行離
去，並應回報隊職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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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說明

(二)各執勤人員，上下班應依實際到勤、退勤時
間，親自辦理線上簽到、簽退各一次。處理事
故，應製作工作紀錄或受理報案紀錄，逐級陳
核。
(三)執勤人員應嚴禁未經本校核准之攤販、銷售展
示活動、校外選舉造勢，及喧鬧滋事等影響校
園安全、安寧之人、車進入校區；如有必要，
得錄影蒐證並詢問相關人士之身分，如其拒絕
配合、情節重大，並得上報校方經核准後與轄
區派出所協助處理」
。
(四)執勤時處理偶發或特殊事件，對人應保持溫和
理性、避免造成情緒化及肢體衝突，無法妥善
處理時，應立即報告輪值隊職幹部及校方長官
處理。
(五)不得藉職務之便而有營私舞弊行為，公有財物
及拾得物應妥善保管，不得有毀損或挪用之情
事。
(六)執勤時應著制服且儀容應整潔，配備齊全；執
行查察、巡邏、防竊、處理緊急突發事故等動
態勤務，或執行本校節慶、外賓蒞臨等一般（特
別）警衛勤務時，必須攜帶無線電對講機，執
勤人員並應先測試，確認通訊功能正常。
(七)公務汽、機車鎖匙之領用與歸位：領用時，應
於登記簿上登記姓名；用畢時，應歸還與註記。
(八)值勤時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
度。
(九)各種簿冊及相關物品，應放置整齊，勤務交接
時應妥為交代，以明責任。
五、本作業規範經總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發 明訂本辦法須經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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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說明

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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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執行勤務管理作業規範

附件七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為明訂及有效管理本校駐衛警察隊(含約用人員)執行勤務，善盡維護校園安全、
安寧職責，特制訂本作業規範。
二、依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管理辦法訂定之。
三、駐衛警察隊負責之勤務項目如下：
(一)查察：校園巡察執勤，取締交通違規、處理臨時事故（如急難救助等）
、執
行特別勤務（如重要會議、典禮、貴賓蒞校、防竊巡邏等），以維持
交通秩序及校園安全，防止危害情事發生。
(二)值班：在隊部值班檯執勤，掌握監視系統動態、受理拾得物及報案、反映
事故、接聽電話、答詢服務、維護室內外環境整潔、維持門口區域
交通秩序與安全，注意可疑人事物及執行上級交辦相關事項。
(三)肅竊巡邏：以公務汽、機車、腳踏車、徒步巡邏校園執勤，並以感應器實
施感應紀錄，維護校園安全，發現可疑人事物並加以防範、預警，
防止危害情事發生。
(四)值日：隊職幹部輪值，督導員警落實執行各勤務項目工作及協勤、指揮調
度員警處理突發事故、執行上級交辦相關事項等。
校園內任何緊急事故發生時依「國立政治大學緊急重大事件應變作業要點」處
理。
四、執行勤務工作注意事項如下：
(一)執勤人員應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怠忽職責，應準時接勤，不得延遲
誤時，如執勤時間已滿，而接勤人員未能準時到勤，不得先行離去，並應
回報隊職幹部。
(二)各執勤人員，上下班應依實際到勤、退勤時間，親自辦理線上簽到、簽退
各一次。處理事故，應製作工作紀錄或受理報案紀錄，逐級陳核。
(三)執勤人員應嚴禁未經本校核准之攤販、銷售展示活動、校外選舉造勢，及
喧鬧滋事等影響校園安全、安寧之人、車進入校區；如有必要，得錄影蒐
證並詢問相關人士之身分，如其拒絕配合、情節重大，並得上報校方經核
准後與轄區派出所協助處理」。
(四)執勤時處理偶發或特殊事件，對人應保持溫和理性、避免造成情緒化及肢
體衝突，無法妥善處理時，應立即報告輪值隊職幹部及校方長官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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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得藉職務之便而有營私舞弊行為，公有財物及拾得物應妥善保管，不得
有毀損或挪用之情事。
(六)執勤時應著制服且儀容應整潔，配備齊全；執行查察、巡邏、防竊、處理
緊急突發事故等動態勤務，或執行本校節慶、外賓蒞臨等一般（特別）警
衛勤務時，必須攜帶無線電對講機，執勤人員並應先測試，確認通訊功能
正常。
(七)公務汽、機車鎖匙之領用與歸位：領用時，應於登記簿上登記姓名；用畢
時，應歸還與註記。
(八)值勤時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九)各種簿冊及相關物品，應放置整齊，勤務交接時應妥為交代，以明責任。
五、本作業規範經總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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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執勤人員差勤管理作業規範(草案)
條文內容

說明

一、爲管理本校駐衛警察隊（以下簡稱本隊）執勤人員 立法目的。
出勤，訂定本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
二、本規範所稱執勤人員，指本校編制內之駐衛警察及 明訂本規範適用人員
約用人員。

類別。

三、執勤人員上班日到勤時數為每日 8 小時。均應依指 明訂服勤時間及調班
定勤務執勤。上班日服勤時間如下：
所需程序。
(一)早班：07 時至 15 時。
(二)中班：15 時至 23 時。
(三)夜班：23 時至翌日 07 時。
(四)內勤：08 時至 17 時。
申請調班需於三日前提出申請，並經隊職幹部核准
後，方可調班；特殊狀況不在此限，但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各班別不得遲到早退，且應於接班執勤人員到勤後
始得下班，以維業務正常工作。
四、執勤人員上下班應依實際到勤、退勤時間，親自辦 明訂簽到退之程序與
未依規定簽到退、代

理線上簽到、簽退各一次。

忘記簽到(退)者，得檢具證明經由隊職幹部核准後 簽之處分。
補簽到(退)，代替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簽到(退)
者，均以申誡一次處分。
五、因校區停電、網路斷線或不可歸責於執勤人員無法 明 訂 簽 到 退 相 關 事
簽到退之事由，應以工作日誌簽到或簽退，經隊職 項。
幹部核准後，再補線上登錄。
六、請假時間計算：

明訂請假時間。

(一)全日請假：依第三點規定之各班別辦理請假。
(二)半日請假：各班別前 4 小時或後 4 小時。
(三)按小時請假：上班時數未達每日應到勤時數，
應辦理請假手續，並以時為計算單位，不滿一
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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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說明

七、請假、休假或出差執勤人員，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 明訂請假程序。
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頭報告當日隊職幹
部，並得另委請同事代辦請假手續。
八、執勤人員在規範上班時間以外，經依實際勤務需要 明訂加班規範。
指派延長工作者，應填寫加班指派單，並經隊職幹
部核准後，始得加班。夜班不得連早班勤務。如有
特殊情形，不在此限。
九、加班費之支給標準，以小時為單位。加班費之支給 明 訂 加 班 費 支 給 標
除專案申請簽准外，每人每日以不超過 4 小時為 準。
限。
十、本作業規範經總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發 明訂本辦法須經總務
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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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駐衛警察隊執勤人員差勤管理作業規範

附件九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爲管理本校駐衛警察隊（以下簡稱本隊）執勤人員出勤，訂定本作業規範（以
下簡稱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執勤人員，指本校編制內之駐衛警察及約用人員。
三、執勤人員上班日到勤時數為每日 8 小時。均應依指定勤務執勤。上班日服勤時
間如下：
(一)早班：07 時至 15 時。
(二)中班：15 時至 23 時。
(三)夜班：23 時至翌日 07 時。
(四)內勤：08 時至 17 時。
申請調班需於三日前提出申請，並經隊職幹部核准後，方可調班；特殊狀況不
在此限，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各班別不得遲到早退，且應於接班執勤人員到勤後始得下班，以維業務正常工
作。
四、執勤人員上下班應依實際到勤、退勤時間，親自辦理線上簽到、簽退各一次。忘
記簽到(退)者，得檢具證明經由隊職幹部核准後補簽到(退)，代替他人或委託他
人代為簽到(退)者，均以申誡一次處分。
五、因校區停電、網路斷線或不可歸責於執勤人員無法簽到退之事由，應以工作日
誌簽到或簽退，經隊職幹部核准後，再補線上登錄。
六、請假時間計算：
(一)全日請假：依第三點規定之各班別辦理請假。
(二)半日請假：各班別前 4 小時或後 4 小時。
(三)按小時請假：上班時數未達每日應到勤時數，應辦理請假手續，並以時為
計算單位，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七、請假、休假或出差執勤人員，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
先口頭報告當日隊職幹部，並得另委請同事代辦請假手續。
八、執勤人員在規範上班時間以外，經依實際勤務需要指派延長工作者，應填寫加
班指派單，並經隊職幹部核准後，始得加班。夜班不得連早班勤務。如有特殊情
形，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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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班費之支給標準，以小時為單位。加班費之支給除專案申請簽准外，每人每
日以不超過 4 小時為限。
十、本作業規範經總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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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總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報告期間 105.10.1～105.11.30）

文書組：
10 月份電子收文 1,875 件，紙本收文 301 件，共計 2,176 件，電子收文比率 86.6
％；電子發文計 990 件，紙本發文 9 件，共計 999 件，電子發文比率為 99.1％。
事務組：
一、辦理電算中心「校園無線網路改善設備一批」採購案，預算金額 131 萬 3,500
元，決標金額 125 萬 2,000 元。
二、辦理電算中心「微軟教育版全校授權租用一年」採購案，預算金額 340 萬元，
決標金額 329 萬 8,000 元。
三、辦理電算中心「全校認證伺服器更新之伺服器 2 台」採購案，預算金額 255 萬
元，決標金額 236 萬 8,000 元。
四、辦理電算中心「個人電腦 204 台集中採購」案，預算金額 538 萬 5,304 元，採
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五、風雩樓一樓規劃部份區域飲料輕食招商案，已於 10 月 12 日決標，每月場地管
理費 1 萬 4,600 元。
財產組：
一、製作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國有財產增減明細表送陳教育部；10 月份財產增加
23,904 件，共 15,312,004 元；財產減損 265 件，共 22,721,888 元。
二、辦理本校 106 年度學生及教職員宿舍熱水鍋爐用油請購，油量預估 38 萬 9,950
公升，預估金額新台幣 716 萬 379 元整。
三、105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性物品總盤點作業，至 11 月 15 日止共 178 個單位完成盤
點作業，另有 7 個單位尚未繳覆盤點結果，將持續催辦。
四、辦理行政大樓結構補強施工期間行政單位辦公空間替代方案研擬事宜。
營繕組：
一、體育館整修工程─
於 7 月 13 日開工，已完成需求訪談、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審查等作業；現場已
完成舊有設備拆除、一樓外牆裝修面打除運棄；主場館風管系統、配
管系統施作中，預定於 106 年 7 月完工。
二、105 年度(第四期)山上校區既有水土保持設施改善工程─
於 9 月 7 日開工，辦理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下方邊坡水平排水管施作、國際
大樓後方地錨鑽孔、環山一道排水設施施作、風雨走廊排水溝施作、環山二道
新設集水井、六期運動場地質鑽探作業，工期為 130 工作天。
三、百年樓後棟屋頂防水及 E 化教室(#33012)整修工程─
8 月 24 日開工，百年樓後棟屋頂防水毯鋪貼完成，E 化教室地坪鋪貼施作、鋁
飾板牆面組立完成，於 11 月 16 日完工。
四、105 年職務宿舍修繕工程─
10 月 29 日開工，辦理新光路 21 號、43 號 2 樓、指南路 2 段 173 號整修，工期
為 60 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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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新建工程─
9 月 13 日決標，現由統包商密集洽使用單位確認基本設計，預定 11 月下旬正式
提出基本設計成果，106 年 5 月取得建照及建管開工，109 年 1 月完工。
六、行政大樓結構補強工程─
國家地震中心就尚乘公司所提之期末報告進行三次審查會議，建議採用傳統工
法，預計 105 年 11 月國震中心完成第四次期末設計報告書審查作業、11 月進行
細部設計圖說討論、105 年 12 月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外牆報備作業。
七、法學院興建工程─
本案涉及文資調查與居民溝通協調，將於檢討規劃內容後，再提報 30%基本設計
報告書資料送教育部審查。
出納組：
10 月份收款業務共計 2859 筆，現金收入計 16,143,587 元整，支票收入計
4,719,086 元整，匯款收入計新臺幣 495,450,533 元整。支出方面，廠商電匯部份共
計 874 筆，金額計 48,377,323 元整;電子支付 38 筆,金額計 2,689,097 元整；各類
款項轉帳筆數共 9252 筆，金額計新臺幣 110,724,162 元整。
環境保護組：
一、10 月 7 日辦理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消防演練，商請文山區消防隊支援實
施消防演習。
二、10 月 12 日辦理社資中心、井塘樓、逸仙樓、學思樓、國際大樓、風雩樓 T8 燈
具更換 T5 燈具案驗收。
三、10 月 21 日辦理楓香步道後山 A 段拆除工程開標,預計 12 月初完工。
四、10 月 28 日及 11 月 7 日辦理本校勞工健康檢查作業，由耕莘醫院到校為同仁服
務，現場並提供公教健康檢查及流感疫苗預防接種。
五、11 月辦理 106 年度一般廢棄物清運處理和校園草地剪割外包案招標作業。
校園規劃與發展組：
一、指南山莊校區整體規劃及圖書館興建計畫(含基盤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構
想)業經 10 月 7 日第 141 次校規會討論通過，並於 10 月 26 日函送教育部，核
備。
二、指南山莊校區後續開發案，包括宿舍及傳播學院之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構想，
已提送 11 月 16 日校規會討論通過。
三、指南山莊校區環境影響評估案已於 10 月 26 日召開工作會議，刻辦理環境監測
調查中。
四、都市更新推動案業經提 10 月 7 日及 11 月 16 日校規會討論，刻正檢討規劃內容
中。
五、化南校區（法學院）文資保存案已召開二次工作小組會議，並提校規會討論，
刻依決議修正方案中，並將提送法學院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討論。
駐警隊：
一、教職員集體申辦汽車停車證扣款作業已完成，扣款失敗之教職員工生已於 10
月底追繳完畢。
二、11 月 5 日包種茶節相關交通動線事宜已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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