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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廢公有財產活化再利用，透過網路拍賣平台公開競標報廢品 

為響應環保及物盡其用之理念，本校部分報廢財物利用網路拍賣平台「臺北惜

物網」公開競標，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力量，參與競標者增加，且相關資訊公開透

明，符合公平交易原則，增加處理報廢財物之公開變賣管道。部分報廢財物雖已屆

使用年限，或因業務更迭而不符公務使用效益，但仍具有其他再利用效能者，透過

開放的競標過程，促進資源再利用，進而落實節能減碳政策。104 年共計辦理 8 案，

共得 10,080 元。

1-2 宿舍先修後配制度之實施

現行新配多房間職務宿舍修繕，係依「新配宿舍修繕作業要點」，由得配人辦

理修繕，並先行支應修繕費用，於修繕驗收後再由宿舍管理費中逐月扣抵。

本辦法施行迄今多年，衍生下列問題：

（一）近年由於宿舍房舍日漸老舊，所需修繕經費日益提高，而宿舍管理費卻反

隨屋齡折減，造成管理費收入不足用以支付修繕，如部分修繕費用較高之

宿舍，其費用折抵至得配人退休尚有剩餘。

（二）現行由得配人自行修繕之作法，因得配人就「堪用」之修繕標準見解不一，

往往要求校方額外依其個人需求增加修繕標的，造成基層承辦同仁莫大壓

力，且無異變相形成要求校方進行「堪用」標準以外之修繕，對其他依核

定項目修繕之得配人有失公允。

（三）現行做法因修繕期間不計收宿舍管理費，易因得配人之拖延，導致修繕期

間較長，與延遲管理費之收取。總務處為確保宿舍修繕標準之一致性，減

少得配人額外之修繕需求，並縮減修繕所需時間，自 104 年 9 月起多房間

職務宿舍分配由學校統一完成修繕後再行辦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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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延長新進教師職務宿舍借用年限為三年

依據 104 年 12 月 8 日本校行政團隊會議第 91 次會議紀錄附帶決議辦理，委員

會通過自 105 年 2 月 1 日起 ( 含未到期配住人 ) 配住期間以 3 年為限，提供宿舍協助

新進教師生活安定，以利延攬優秀教師，並請總務處協助將部分學人宿舍周轉為新

進教師宿舍。

查現行新進教師職務宿舍可供分配的戶數為 69 戶，為因應使用年限延長之需

求，經總務處將永吉路單房間職務宿舍調整 17 戶（2 至 7 樓，如有還舍則調整為新

進教師職務宿舍）、永吉路客座宿舍（10 樓）調整 8 戶、基隆路 3 段 40 巷、60 巷調

整 4 戶及長興街 85 巷多房間職務宿舍退休還舍調整 1 戶，加上新生南路新進教師職

務宿舍尚未點交 5 戶，經前開調整後截至 104 年 11 月底共增加 35 戶，合計共 104

戶可資調度分配。

依上開調整後 104 戶為供給量，以預估 105 年新進教師到職人數配住 50% 為需

求量，評估自 105 年 2 月 1 日起未到期之現住戶及新配戶可配住 3 年，以利延攬優

秀教師，提供宿舍協助其安定生活為目標。

另於 104 年底已動工興建杭州南路 1 段 111 巷 24 號新進教師職務宿舍基地，預

計最快 107 年竣工，屆時會新增 13 戶教師職務宿舍，加上基隆路 40 巷、60 巷及長

興街 85 巷多房間職務宿舍配住戶每年陸續退休還舍調整為新進教師職務宿舍，預估

可填補未來不足宿舍之缺額，落實配住 3 年之目標。

本案經提本校教職員宿舍委員會 104 年 12 月 14 日第 3 次會議審議，同意修正

本校「新進教師職務宿舍分配及管理要點」第四點，自 105 年 2 月 1 日起（含未到

期配住人）配住期間以三年為限，以延攬優秀教師，協助生活安定。

1-4 e 點改變，管理更方便

採購組於 102 年初完成「採購管理系統」重新建置後，為提高業務執行效率，

本年度由系統資料庫持續開發出多項功能，包括由採購案號帶出系統資料庫資料，

快速製作「開決標紀錄」、「陳核表」、「廠商標價偏低處理表」、「驗收紀錄」等，並

得由系統產出「開審決標結果通知」，得列印出傳真或逕以 e-mail 通知。此外，為避

免各單位逾期驗收造成逾計畫期限無法結案，於系統設定多重篩檢功能，如系統產

出「履約期限至今逾 30 日檢查表」時，除將已撤案之購案予以排除，凡未勾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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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驗收」之購案均納入。另系統自動會寄送「逾期驗收通知書」與逾期辦理驗收之

請購單位承辦人員，為解決系所人員流動頻繁之問題，故增加寄送副本予主驗人，

以利控管及協助請購人順利結案。復為強化內控機制，提醒請購單為各階段重要事

項，於本年 12 月陸續開發六項履約自動發信功能，分別提醒請購單位：

1. 於驗收合格後辦理報帳及申退履約保證金事項；

2. 保固期限屆滿時辦理保固保證金申退作業；

3. 科研採購計畫期限將屆期及應掌握時效辦理結案事項；

4. 履約 ( 預付款、差額 ) 保證金保證品將逾期失效，應掌握時效完成履約及驗收

作業，或有發生沒收保證金之情形，應為之相關處置作業；

5. 保固保證金保證品有效期限屆滿前 2 個月，應掌握與廠商之保固待辦事項；

6. 遠期外匯交割期限屆期前 20 天，應掌握時效完成驗收及預支經費作業。

此自動發信功能，可協助請購人掌控履約重要環節，降低採購作業風險及提升

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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