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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三三三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九九九九次次次次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俊彥校長                                                   記錄：陳素蓉 
出席：陳龍英、許千樹、彭德保（請假）、林振德、廖威彰、林一平（卓訓榮代）、郭建民、

黃威（請假）、吳重雨、劉增豐（方永壽代）、張豐志（莊祚敏代）、黎漢林、人社院長

（戴曉霞代）、毛仁淡、客家學院院長（請假）、孫春在（柯皓仁代）、陳耀宗（廖文宏

代）、游伯龍、王棣、黃靜華 

列席：李仁喆、黃椿惠、黃聖軒   
 

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一） 本校榮獲英語環境優等獎。 

（二） 在目前學校經費不足之情況下，九十四年度經費請各單位共體時艱，撙節

運用。 

 

二、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報告 

（一）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93 年第二期教育控留款將補助遠距離教學及完全網路教

學，遠距離教學每門課程約 17 萬元，包括助教費、教材製作費、影印費及

至其他三校教學所需之交通費等。完全網路教學每門課程約 7萬，包含助教

費（一位）、教材製作費、影印費等，希望各院鼓勵老師踴躍提出計畫。 

（二）九十三年第二期教育控留款，主要經費將支持老師利用 blackboard系統上

課，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可以給予助教費、兼任助理及教材製作費等補助，每

一門課 3萬元，希望各院鼓勵老師踴躍提出計畫。 

 

四、 教務處報告 

（一）教育部 93.12.7 函示：「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委員會政策：為維護學生權益，

杜絕未來爭議，並考量金融機構對所核發具學生身分之金融卡片本身之安全

管理及風險控管不易落實，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各校學生證應單獨核

發，不得與各金融機構核發之金融卡結合，現有已結合金融功能之學生身分

卡片，可用至渠等畢業為止，惟如期間該卡片有遺失等須補換發情事，仍應

發予學生未結合金融卡片功能之單純學生證。」 

本校學生證自 91 學年度起結合台灣中小企銀金融卡功能，因應教育部前述

來文指示，本校學生證之製發於 94 學年度前仍擬請台灣中小企銀繼續協助

製發不結合金融功能之單純學生證，94 學年度起則由本校自行製發。 

（二）本校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93 學年度春季班約 250 人報考(尚待審查)：01 光電

顯示 48 人、02 微電子奈米:24 人、03 IC 設計:137 人、04 半導體材料:18

人、05 影像顯示:21 人、06 IC 製程化學:5 人，各班將以品質管控原則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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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處理試務。 

94 學年度秋季班須於 1 月下旬遞送申請書，相關程序尚待經濟部工業局通

知，煩請有意續辦的各學院專班及早跟企業連絡。 

（三）94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已於 12 月 9 日招生會議後放榜。 

（四）教學課程： 

1.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書面課程時間表預定十二月底印製完成。 

2.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反應問卷將於 93 年 12 月 31 日至 94 年 1 月

14 日實施。（實施方式以書面或網路，於實施前已由任課老師勾選） 

3.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初選時間為：（對象：全校學生） 

第一階段：94 年 1 月 3 日至 5 日 

第二階段：94 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 

 

五、 總務處報告 

（三）91.04.15九十一年度第一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爾後大學路1003巷學

人宿舍騰空時優先保留做為招待所之用，並俟第三招待所新建完成後，再回

歸職務宿舍。目前大學路 1003 巷 4 號 3 樓騰空一戶，將保留做為招待所之

用；另 8 號 2 樓、10 號 1 樓、12 號 1 樓等三戶已於 91-92 年間保留做為招

待所。 

（四）本校各項新建工程進度概況報告如附件一(P.6~P.8)。 

 

乙、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 案由：擬修訂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組織章程部分條文(如

P.9 附件二)，請 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明： 

（一）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組織章程修正部份條文，案經九

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管理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及會後之建議修

正意見送各會議代表審議無異議後，通過本修正案。 

（二） 依據本章程第十條規定，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通過本案修訂條文如附件二。 

附帶決議：依 92.06.17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規會附帶決議：「各學院應僅有一

個在職專班，下分設各組」之原則，管理學院在職專班經費預算，請

整合由專班編列動支，避免由各組單獨提報。 

 

二、 案由：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辦法草案，請審議。(管理學院提) 

說明： 

（一） 徐木蘭教授曾任職本校管科系，自台大退休後現任世新大學管理學

院院長。為鼓勵本校管理學院大學部學生勤奮向學，特於九十三年

起每年捐贈定額獎學金，回饋交大。(辦法草案如 P.10 附件三)。 

（二） 本草案擬於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請課外組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本案改送學務處提相關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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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由：建請校方同意管理學院與 QUEEN'S BUSINESS SCHOOL、、、、SCHOOL OF 

MANAGEMENT OF WARSAW UNIVERSITY 、、、、NIMBAS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N 簽約，並請同意學生出國至有簽訂學術

交流協定之學校修讀，得以向校方申請獎學金，請審議(管理學院提)。 

說明： 

（一）將與本院簽約之商學院有： 

1. QUEEN'S BUSINESS SCHOOL (CANADA)協定 

2.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WARSAW UNIVERSITY 

(WARSAW)協定 

3. NIMBAS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HOLLAND)協定 

（二）目前與本院簽訂學術交流協定學校有： 

1.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HAAS BUSINESS 

SCHOOL(U.S.A.) 

2.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3.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三）管理學院學生申請赴上述各校修讀並獲通過者，請同意該生依規定

向校申請獎學金。 

決議：通過本案，但學生出國獎學金仍請依相關辦法之規定申請。 

 

四、 案由：94 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案，請審議。(會計室提) 

說明： 

(一) 94 年度預算書編列總收入 39 億 618 萬 4 千元（其中國庫撥補 15 億

1,867 萬元，自籌 23 億 8,751 萬 4 千元），總支出 40 億 3,418 萬 3

千元（內含不需現金支出之財產報廢金額 1 億元）；總收支預算中扣

除屬收支並列部分後，可統籌運用分配之收入預算為 20 億 9,598 萬

4 千元、支出預算為 21 億 9,712 萬元（內含不需現金支出之財產報

廢金額 1 億元）收支預算相抵不足 113 萬 6 千元。 

(二) 經彙總本校 94 年度校內各單位所提出之經費需求，概要說明如次： 

預估 94 年度不含收支並列項目之總收入 20 億 9,598 萬 4 千元（如

P.11 附件四）。總需求數為 25 億 5,692 萬 5 千元：含不分配之人事

費、國外旅費、校長統籌經費及公關費、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等

13 億 3,761 萬 9 千元、各處、室、中心及行政單位等經費需求 10 億

7,548 萬 8 千元、各學院年度分配暫依九十三年度分配標準提列 1 億

4,381 萬 8 千元；扣除不需現金支付之固定資產報廢 1 億元，計需現

金支付 24 億 5,692 萬 5 千元（如 P.12 附件四）。 

(三) 由前二項收支相減後，計超支 3 億 6,094 萬 1 千元，扣除支出預算所

編列之環保大樓建築工程及游泳池整建經費 5,800 萬元，業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同意由以前年度節餘之營運資金支應後，仍將再超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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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294 萬 1 千元（如 P.12 附件四）。 

(四) 本校自實施校務基金以來，歷年節餘之營運資金，扣除業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討論訂定計畫用途者外，僅餘約 1 億 8,673 萬 6 千元（如

P.22 附件四），對於各單位所提出之 94 年度需求實已無法容納；經

簽請鈞長裁示，同意除經概算籌編會議討論已編入 94 年度預算案之

新增項目或業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或已專案簽准

之新增需求外，一律暫依 93 年度預算分配原則及額度調整；經此初

步調整，計刪減各單位需求 1 億 7,203 萬 8 千元，扣除財產報廢 1 億

元及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支應案 5,800 萬元後，與預估收入數

相比，仍超支 1 億 3,090 萬 3 千元（如 P.13~P.20 附件四）。 

擬辦：依 93.11.25 校長於主持通識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指示：94 年度各單

位經費需求，原則上再刪減校長統籌款、學院及四處各 1 千萬元，共再刪

減 3 千萬元；依此原則，平均各學院將依 93 年度分配原則打九三折（由

原核算之 1 億 4,381 萬 8 千元，減列為 1 億 3,380 萬元）、四處分別各減

列 250 萬元（由說明 4 調整後之 6 億 58 萬 7 千元，減列為 5 億 9, 058 萬

7 千元）、校長統籌經費由 6,140 萬元調減為 5,140 萬元，經調整後各單位

總需求經費減為 23 億 5,486 萬 9 千元，扣除財產報廢 1 億元及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支應案 5,800 萬元後，與預估收入 20 億 9,598 萬 4 千

元相比，仍超分配 1 億 88 萬 5 千元（如 P.23 附件四）。 

決議：通過本案，並請各單位儘速規劃九十四年度經費，撙節運用。 

 

五、 案由：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為因應業務需要，擬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借調本校管科系朱博湧教授擔任該會標竿學院院長一案，請

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 

（一） 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二條規定：「本準則所稱借調係指政府

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財

團或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組織之團體，因業務特殊需要，商

借本校教師，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構）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

者。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並完成交代手續。」 

（二） 又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四條規定：「教師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擔任有任期職務，

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任為

限。」朱教授本次借調期間二年，尚符合上開規定。 

（三） 另查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六條及本校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利

事業機構回饋辦法第五條規定，教師借調至營利業機構任職時須

支付本校學術回饋金。本案朱教授借調至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非

屬上開準則及回饋辦法所稱之營利事業機構，尚無回饋金規定之

適用。 

（四） 本案業提管科系、管理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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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六、 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條文（如

P.24~25 附件五），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一） 目前各單位送單據核銷時皆會保管組，其中單據包含各項非消耗

品、消耗品、租金、維修費、稅捐與規費等等，現除了非消耗品

需列管外，其餘皆不需列管，故保管組認為除了非消耗品項經費

之外，得不經保管組核章，以利簡化報帳核銷流程及提高行政效

率。 

（二） 第十六條與第十七條條文修文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提案修訂為 

第十六條、一般行政事務物品，統由保管組

請購、登帳保存、領物人應填送

領物單領用。 

第十七條、各單位使用零用金購買物品報帳

核銷時，需填寫零用金清單一份先會保

管組登帳後送會計室請款。領用之物

品，由保管組按季統計後，轉請會計室

由各使用單位業務費項下扣抵。 

第十六條、由保管組請購由保管組請購由保管組請購由保管組請購、、、、登帳保存之一般登帳保存之一般登帳保存之一般登帳保存之一般

行政事務物品行政事務物品行政事務物品行政事務物品，，，，領物人應填送領

物單領用。領用之物品領用之物品領用之物品領用之物品，，，，由保管由保管由保管由保管

組按季統計後組按季統計後組按季統計後組按季統計後，，，，轉請會計室由各轉請會計室由各轉請會計室由各轉請會計室由各

使用單位業務費使用單位業務費使用單位業務費使用單位業務費項下扣抵項下扣抵項下扣抵項下扣抵。。。。 

第十七條、各單位購買非消耗品非消耗品非消耗品非消耗品報帳核銷

時，需先會保管組登帳後送會計

室請款。 

決議：通過本修訂案如附件五。 

 

丙、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丁、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11111111：：：：505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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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項新建工程進度概況 
                                                                                               93.12.10 

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進度說明 後續待辦理事項 主辦人員 

1.工程六館新建工程 已完工 

①水電

93.06.07 

②土木 

93.06.27 

土木、水電及污染防治設備已於 11/5辦理正式驗

收，11/18召開驗收結果協調會議，驗收缺失廠

商改善中。11/22國雍營造向科管局掛件請領使

用執照。11/24科管局派員現場會勘，土木 12/3

已依指示補花台植栽相片及消防檢查審核表

圖；至 93.12.8尚缺建築師配合用印之防火區劃、

建材等保證書文件。 

辦理驗收及請領使用執照 

 

土木---張錦滿 

機電---趙振國 

 

2 第三招待所新建工程 94 年底 11/01~11/05公開閱覽；11/11上網公開招標；預

計 11/30開標。11/22取得建照執照。11/30第一

次開標流標，12/9進行第二次開標由御庭營造有

限公司得標。 

公開招標 王重尹 

3.環保大樓新建工程 94 年底 本案由於經費不足，二次流標，擬改採分案招標

（土木、水電、環安設備），土木部份：11/12上

網公開招標、11/15~12/6領標、12/7開標流標。 

公開招標 劉興淦 

4.客家文化學院新建大樓 95 年底 預計 93.12.10檢送「構想書及 30%成熟度規劃報

告書」報部審查。 

細部規劃設計 李自忠 

楊光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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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電大樓新建工程 95 年底 93.11.30建築師送 30%成熟度規劃報告書，經光

電所審查，建築總面積 9600m²比構想書 9300m²

多，恐影響預算審核，請建築師降低樓層為 5F(含

地下室)原為 8F，建築師修訂中。 

細部規劃設計 郭素玲 

葉武宗 

6 光復校區游泳池改建案 95 年底 1. 評選辦法已經評審委員核定。 

2. 本案將進行上網公告等程序，現正簽核中。 

細部規劃設計 許子建 

7.西區溜冰場增建案 93.12.15 溜冰場內部設施及週邊景觀，設計單位審核中。

11/24與事務組共同會勘，擬將資源回收場部分

另案發包。 

趕工中 楊光立 

8.管理一館整修和增建案 94.12.31 本案重新評估並遴選建築師辦理中。 重新評估並辦理建築師遴選 戴勝樟 

9.光復南北校區電力改壓工程 北區受電站 

(94.12.31) 

南區受電站 

(93.11.30) 

1、北區受電站：本工程列九十四年度預算，建

築師正辦理細部設計圖說及請領建照準備作

業。10/18完成測量、鑽探。建築師正規畫管

路配置圖。 

2、南區受電站：土木部份 11/30已完工驗收中，

相關機電設備已進場定位，安裝中。 

北區受電站：規劃設計中  

 

南區受電站：積極趕工中 

鄭水樹 

10.圖資大樓三樓英語廣場增建

工程 

94.03.31 11/18上網公開招標； 12/08開標流標。 第一次開標流標 

處理第二次招標中 

葉武宗 

11.新南大門二側圍牆新建工程 94.04.30 11/24 新竹市政府派員會勘是否得免辦理水土保

持。本案預計本週上網辦理公開招標。 

工程發包 楊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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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區人行棧道新建工程 94.01.11 顧問公司已完成變更設計，廠商已進場施作。 工程施工 許子建 

13.台北校區一樓裝修工程 94.02.28 建築師依據台北市政府召開之古蹟裝修審查會

議結論修正中。 

辦理撥用、室內裝修審查 

古蹟審查、發包 

劉興淦 

14.博愛校區生科系教師研究室

室內整修工程 

94.02.28 已開工，承包商備料中。 工程施工 張錦滿 

15.工五館變電站火災復原改善

工程 

93.12.31 機電設備組裝中。 

 

工程施工 陳振全 

16.九十四年度學生宿生裝設冷

氣設備之電源增設改善案 

94.05.31 11/01~11/16 公開閱覽；11/19 上網公開招標； 

預計 12/13 開標 

發包 陳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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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組織章程國立交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組織章程國立交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組織章程國立交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組織章程    

91.05.01 管理學院 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91.09.04 管理學院 行政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91.12.23 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0.20 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2.10九十三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章程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 

二、 本學程設諮議委員會，屬顧問性質，由校長為主任委員，敦請校內外碩彥擔任委員，

指導與建議本學程之發展方向。 

三、 本學程在師資聘任、課程開授、經費動支作業依照管理學院專班之相關規定。 

四、 本學程設執行委員會，由管理學院院長為主任委員。由管理學院設有研究所之各系

所推派一位委員，另二位委員由主任委員邀請管理學院教授擔任，委員任期二年，

得連任一次。 

五、 本學程執行長由管理學院院長提名，由執行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任命之。執行長

應為執行委員之一。 

六、 EMBA 學程執行長任期以三年為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掌理下列主要事項： 

１．召集執行委員會議。 

２．實行執行委員會議之決議事項。 

３．對外代表本學程，出席管理學院專班相關會議，並參加校內外相關主管會議。 

４．對內綜理行政事務，召集行政相關會議，並監督所屬職員。 

５．規劃本學程之發展方向，並協調、執行本學程之重要發展計劃。 

６．其它相關法規中所應負責之行政事項。 

七、 執行委員會議，必須由執行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職員、學程學生得列席。

主要職掌如下： 

１．審議學程之各項議案。 

２．訂定與修正學程之各項作業規章。 

３．審核規劃學程之預算與經費運用。 

４．其他有關學校行政之教師評審、課程委員會、招生事務、學位審核等各項事項。 

八、 本學程年度節餘款之一半轉入管理學院，支援教學、研究經費，另一半則可留在本

學程繼續使用。 

九、 本章程經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及交通大學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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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辦法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辦法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辦法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宗    旨：徐木蘭教授，曾於本校管科系擔任教職，於民國九十

二年自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退休之後，為鼓勵本校管理

學院同學努力向學，特捐贈本校每學年新臺幣參萬元

整，設置「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 

第二條  獎勵對象：管理學院三系四年級在學學生，操行成績平均達七十

五分以上者；具清寒證明，或助學貸款申請證明者，

但以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者優先。 

第三條  名    額：管理科學系一名、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一名、運輸科

技與管理學系一名，合共三名。 

第四條  金    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第五條  申請時間：自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註

冊後一個月內向各系辦公室申請。 

第六條  本獎學金由管理學院各系辦公室負責審核並推薦送校核定後發給

獎助金。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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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 
79.11.19 第一五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2.2.10 第一八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11.30 九十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2.10 九十三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本辦法依「事務管理手冊」有關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辦法稱財物者依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有關規定訂定之。 

一、財產：包括供使用之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暨金

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及什項設備。惟圖書仍依有關規定辦理。 

二、物品：係不屬於前述財產之設備、用具、包括質料較固，不易損耗之非消

耗品類；及使用後喪失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之消耗品。 

第 二 章  財產物品管理單位 

第三條、財產物品之登帳、盤點、報廢等管理業務，由總務處保管組承辦。 

第四條、本校各使用財產物品單位(處、院、所、系、館、組、室、中心、宿舍等)應視

實際需要，由該單位指定專人負責管理各單位領用或保管之儀器機具財產、傢

俱財產、物品及鑰匙申配等業務。 

第 三 章  財產之增置、登記與管理 

第五條、凡財產之增置(購置、營建、撥入、接管、捐贈)除依本校其他辦法之規定外，

餘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財產增置經驗收手續後、須做財產增加之登記，以為財產登記異動之原始憑證。 

(一)財產增加單：由購置經辦單位填造。 

(二)財產移動單：由移出單位填造。 

(三)財產修繕(保養)單：由營繕組填造，並先送管理單位或使用單位簽認。 

(四)財產減損單：由保管組或使用單位填造。 

第七條、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狀，他項權利證明書，保管組統一保管並設置備查簿，隨

時登記權狀等收發情形。 

第八條、本校各單位財產在增置領用後，由保管組統一製定財產標籤交由各單位財產管

理人粘貼，並製作財產卡，第一聯交使用單位財產管理人員保管，第二聯由保

管組保存；並由保管組建立全校各單位財產明細表二份，一份由使用單位保

存，一份由保管組保存，備為財產異動、盤點及相關人員移交時使用。 

第九條、使用單位對領用或保存之財產，應善盡保管之責，單位內使用人若有離職、交

接情形，單位主管應授權單位財產管理人員辦理清點移交手續，如有遺失、損

毀則照現價按已使用之年限計算賠償之。 

第十條、為維護各單位財產之安全，鑰匙申配由各單位統一自行訂定管理辦法，如遇更

換鎖 時，務請各單位主管核准後留存保管組備援。 

第十一條、宿舍之管理按本校「職務宿舍管理辦法」及「學生住宿輔導辦法」規定辦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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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財產之盤點、減損及報告 

第十二條、財產之盤點由保管組於年度開始時擬定計畫，並依照本校財產年度盤點辦法

實施之。 

第十三條、財產使用單位主管交接時，由校長派員監交，單位財產管理人交接時，應由

校長派員會同單位主管人員監交。交接時需辦理財產移交清點手續，在財產

卡及財產明細表用印再會保管組，並送校長核閱後列冊移交，若有財產短缺

情事，則由使用單位主管及單位財產保管人負責追繳或賠償。 

第十四條、財產之損失(遺失、毀損)應由使用人按第九條規定賠償或經報呈校長核定解

除責任，再由保管組辦理財產減損登記及報廢手續。 

第十五條、財產使用後，致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可能修復而不經濟者，得向保管組

領填財產毀損報廢單經呈校長核准後，予以報廢。在未奉核可處理前，應妥

善保管。 

第 五 章  物品管理 

第十六條、由保管組請購由保管組請購由保管組請購由保管組請購、、、、登帳保存之一般行政事務物品登帳保存之一般行政事務物品登帳保存之一般行政事務物品登帳保存之一般行政事務物品，，，，領物人應填送領物單領用。

領用之物品領用之物品領用之物品領用之物品，，，，由保管組按季統計後由保管組按季統計後由保管組按季統計後由保管組按季統計後，，，，轉請會計室由各使用單位業務費項下扣轉請會計室由各使用單位業務費項下扣轉請會計室由各使用單位業務費項下扣轉請會計室由各使用單位業務費項下扣

抵抵抵抵。。。。 

第十七條、各單位購買非消耗品非消耗品非消耗品非消耗品報帳核銷時，需先會保管組登帳後送會計室請款。 

第十八條、凡應列入非消耗物品者，應由保管組登帳並發給本校公物標籤，供各單位黏

貼或由事務組噴漆「交大公物」標誌。另保管組將每學期各單位購置非消耗

物品列表供單位主管參考。 

第十九條、每月月底保管組須對請購保存之一般物品進行盤點工作，同時建立消耗品，

非消耗品收發分類帳及廢品處理等業務，該日暫停一般物品之領用。 

第 六 章  附則 

第二十條、本校財產物品之取得、保管、使用處分依本辦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相關法令。 

第二十條之一、本校已報廢或多餘不用之堪用財物，其處分優先順序如下： 

(一) 得無償讓與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 

(二) 得無償讓與政府立案之私立學校或社團法人。 

(三) 不定期公開拍賣予本校教職員工生，拍賣底價由事務組、購運組

及保管組共同訂定之，其拍賣所得一律解繳校務基金。 

(四) 出售予環保署核可之回收廠商。  

第二十一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