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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開源節流方案 

5-1 實施節流措施

5-1-1 停車場營利事業所得稅節稅

事務組管有之本校臨時停車場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透過申報進項稅額及開立

教職員工生免稅發票方式，105 年為學校節稅共 223,697 元。

5-2 實施開源措施

5-2-1 生活資訊情報站—廣告看板出租

事務組為提供適當空間給予校內政策推行宣傳、政令宣導、行銷季節性節慶活

動等，將部分停車場空間建置廣告看板出租，總計可出租之各類廣告點共計有 14 處。

5-2-2 公館停車場提供 24 小時自助租車服務

事務組與和運租車異業聯盟，以小客車共享機制，設置 irent 24 小時自助租車，

並於本校設立台大公館站，合作承租 10 席停車位做為專用車格，為停車場收入開

源增加效益。

重 點 工 作5

公館停車場牆面廣告 新南停車場牆面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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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持續推行垃圾強制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 

5-3-1 生活垃圾減量

為因應校園教職員工生人數逐年遞增，自 97年 7月 1日起實施專用垃圾袋政策，

並採「垃圾不落地」，落實「垃圾強制分類」及現場「解袋檢查」等作法，以達垃圾

減量目標，近年來每人垃圾年均量已呈穩定遞減趨勢，惟 105 年校總區垃圾總量為

1,151公噸，相較於 104年的 1,144公噸增量 7公噸，係因校園總人數些微增加 368人，

另排除 105 年因梅姬颱風造成校園樹木受損移除達 600 多噸垃圾量，其他颱風僅造

成校內輕微災損，故併入一般垃圾清運，事務組將持續宣導師生垃圾減量。

5-2-3 戶外場地租借收入

事務組負責校總區戶外場地維管，提供場地租借予廠商、校外人士或校內單位

辦理活動、產品陳列、拍攝等，105 年全年度所收租金較 104 年增加 49.8%。

5-2-4 永齡講堂開始營運

105 年 8 月中旬，位於芳蘭路 49 號之永齡生醫工程館 3 樓永齡講堂開始對外營

運收費，將陸續開發新客源，以增加收入。

永齡講堂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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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六年垃圾量統計表

年度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全年垃圾量合計
( 公噸 )

1,102 1,149 1,072 1,035 1,144 註 1 1,151

人數 ( 人 ) 32,671 註 2 32,432 註 2 32,112 註 2 32,448 註 3 34,633 註 4 35,001 註 6

每人年均垃圾量
( 公斤 )

33 35 33 32 註 5 33 33

註 1： 104 年蘇迪勒颱風對本校破壞甚鉅，傾倒之樹木、斷枝及相關垃圾重達 383 公噸排除

不計。

註 2： 不含校總區外自行處理垃圾之醫學院、公衛學院及社科院 ( 城中校區 ) 人數。

註 3： 103 年學校統計之總人口為 41,712 人，  扣除校總區外自行處理垃圾之醫學院（6,162
人 )、公衛學院（917 人 ) 及部份社科院在城中校區（2,185 人 ) 人數。

註 4： 不含校總區外自行處理垃圾之醫學院、公衛學院人數。

註 5： 因社科院 103 年 9 月遷回校總區，故 104 年垃圾量比 103 年些微增加，人均垃圾量則

分段平均計算。

註 6： 105 年總人數較 104 年增加 368 人，故總垃圾量也些微增加，但年均產量是維持平衡。

5-3-2 資源回收再利用

自校內收集可回收之資源垃圾

後，送本校資源回收場再作細部分

類，由簽約廠商定期到場回收。

本校資源回收統計表

     項目
年度

廢紙類 鐵鋁罐類 鋁箔包 寶特瓶 牛奶瓶類 總計

104 283,060 17,355 17,060 13,815 5,125 336,415

105 276,465 10,410 0 註 1 9,860 12,195 308,930

增減幅度 -2% -40% -100% -29% +138% -8%

註 1： 105 年鋁箔包併入廢紙類回收，故鋁箔包回收量為 0。

單位：kg

事務組清潔股資源回收場工作同仁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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