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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總務長 

一、秉承校長之命，處理與本單位有關之業務。 擬辦 核定   

二、配合其他單位，處理與本單位有關之業務。 擬辦 核定   

三、審擬本單位相關章則、文稿。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召開本單位相關會議。 擬辦 逕辦 核定  

五、審擬本單位之業務計劃。 擬辦 審核   

六、督導本單位之業務執行。 擬辦 核定   

七、評量本單位之業務成效。 擬辦 核定   

八、審擬本單位之組織職掌。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審擬本單位員工之考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審擬本單位員工之獎懲。 擬辦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一、採購業務     

(一)經常性採購     

1.審查財產物品採購修繕請示單及支出憑

證粘貼單。 
擬辦 審核 核定  

2.五十萬元以上之採購制定合約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獎補助款採購     

1.審查財產物品採購修繕請示單及支出憑

證粘貼單。 
擬辦 審核 核定  

2.五十萬元(含)以上未達一佰萬元之採

購，上網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並制

定合約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3.一百萬元(含)以上之採購，上網公開招標

並制定合約。 
擬辦 審核 核定  

4.製作支用計畫書報部。 擬辦 審核 核定  

5.製作執行清冊報部。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專案計劃採購     

1.審查財產物品採購修繕請示單及支出憑

證粘貼單。 
擬辦 審核 核定  

2.五十萬元(含)以上未達一佰萬元之採

購，上網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並制

定合約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3.一百萬元(含)以上之採購，上網公開招標

並制定合約。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公開招標     

1.製作標單及相關文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2.辦理開標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3.招標會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4.與得標廠商聯絡採購相關事宜。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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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5.制定合約。 擬辦 審核 核定  

事務組 

(五)其他     

1.統整採購業務。 逕辦    

2.協助採購作業。 逕辦    

二、事務     

(一)場地管理     

1.中正大樓 C501 會議室之借用。 逕辦 核定   

2.乃建堂之校內借用。 逕辦 核定   

3.乃建堂之校外借用。 擬辦 審核 核定  

4.中正大樓 C303 會議室之借用。 擬辦 核定   

5.設計大樓 D1002~D1003 場地之校內借用。 擬辦 核定   

6.設計大樓 D1002~D1003 場地之校外借用。 擬辦 審核 核定  

7.多功能展演中心之校內借用。 擬辦 核定   

8.多功能展演中心之校外借用。 擬辦 審核 核定  

9.廠商展售地點與日期之預約及申請。 逕辦 核定   

(二)物品管理     

1.路標、展示牌、剪綵用品…等。 逕辦    

(三)物品領用     

1.文具、文件表格、信封之請購與管理。 逕辦    

2.板擦、粉筆、衛生用品…等請購與管理。 逕辦    

3.礦泉水之領用(限招待所)。 逕辦    

4.影印紙請購與管理。 逕辦    

5.各單位影印紙領用暨存貨明細表。 逕辦 核定   

(四)汽機車管理     

1.汽、機車停車位之申請登記、停車證與

遙控器或感應扣之製作與發放及遺失或

失效時之處理。 

逕辦    

2.門禁系統之汽車資料建檔、全校教職員

車輛資料表、汽車停車費扣繳紀錄表、

機車停車收費表。 

逕辦    

3.學生汽車停車位抽籤登記。 逕辦    

4.聯絡稽查違規車輛。 逕辦    

5.稽查人員時間表、稽查印領清冊。 逕辦    

6.巡視校區內之停車秩序。 逕辦    

(五)活動支援     

1.畢業典禮佈置。 逕辦    

2.校慶活動佈置。 逕辦    

3.協助校內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逕辦    

4.支援董事會所有工作。 逕辦    

(六)司機     

1.校長司機。 逕辦    

2.公務車司機。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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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三、總機     

事務組 

(一)電話     

1.接聽電話、電話維修之聯絡、電話申請

及異動、服務台詢問。 
逕辦    

2.每月電話費支出紀錄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3.電話一覽表。 逕辦    

(二)時鐘     

1.上課時間、各類考試時間調整設定。 逕辦    

(三)廣播     

1.各種狀況、事項須即刻發佈。 逕辦    

(四)報紙     

1.單位報紙訂閱、更換及報費明細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營繕組 

一、掌理營繕業務     

(一)營建工程     

1.依據上級指示，興辦校區新建工程。 擬辦 審核 核定  

2.重大工程辦理委託設計及研討。 擬辦 審核 核定  

3.土木工程業務、預算編列。 擬辦 審核 核定  

4.工程督導。 逕辦    

(二)修繕工程     

1.監督、控制修繕進度及內部協調。 逕辦    

(三)工務協調     

1.重大工程工務協調與執行。 擬辦 審核 核定  

2.小型工程設計規劃。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臨時交辦事項     

1.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逕辦    

二、水電之維護保養與修繕     

(一)用水調配管制     

1.水錶、進水源、加壓馬達管控。 逕辦    

2.各大樓蓄水池、進水源檢視。 逕辦    

(二)緊急修繕處理     

1.假日或非正常上班時間之緊急搶修。 逕辦    

2.視情況，招商緊急搶修處理。 逕辦    

(三)建物水電維修     

1.處理全校區及週邊照明器具、污廢水馬

達。 
逕辦    

2.處理全校區夜間水電設施正常運作與維

修。 
逕辦    

(四)校區管線管理     

1.高低壓管線管理維護。 

(其他管線：電話、網路、監視系統、保

全系統、消防設備之協辦)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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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五)機電系統管理     

營繕組 1.配電中心高壓儀表及各棟大樓電氣機房

檢驗案辦理。 
逕辦    

2.發電機保養合約訂定及修繕保養監督。 逕辦    

   3.用電需量控制及監控 逕辦    

(六)臨時交辦事項     

1.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逕辦    

三、土木工程業務     

(一)經常性業務     

1.營繕組文書管理。 逕辦    

2.修繕申請案件管理。 逕辦    

(二)土木工程專案     

1.土木工程發包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2.工地現場監工及協調。 逕辦    

(三)木作、泥作、鋁門窗、油漆裝修等等及

其他工程修繕 
    

1.現場勘查、招商辦理估價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2.聯繫及工務協調。 逕辦    

3.協助零星修繕工作。 逕辦    

(四)臨時交辦事項     

1.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逕辦    

      

保管組 

一、財產管理業務     

(一)財產增加減少作業     

1.財產驗收單。 擬辦 核定   

2.財產增加單。 擬辦 核定   

3.財產卡。 擬辦    

4.財產移轉單。 擬辦 核定   

5.財產報廢單。 擬辦 審核 核定  

6.固定資產明細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7.財產盤點。 擬辦 審核 核定  

8.會計師盤點。 擬辦    

9.分遷各單位、新增單與驗收單。 擬辦 核定   

10.財產增減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11.折舊費用提列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12. 資本門財產設備驗收作業 擬辦 核定   

13. 經常門物品、耗材與勞務驗收作業 擬辦 核定   

(二)財產分類登記作業     

1.財產卡、製表及分送各單位。 擬辦    

2.財產標籤、列印及張貼。 擬辦    

3.財產報廢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4.財產移轉作業及送各單位。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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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5.財產盤點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保管組 6.固定資產明細表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報學校校地、校舍基本資料之異動     

1.校地、校舍增加減少。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財團法人資料     

1.每學年度財產增加減少彙總報教育部申

請變更。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物品管理     

1.長桌、折合椅、管理借用。 逕辦    

  (六) 各大樓冷氣機清潔維護 逕辦    

二、空間規畫與管理     

(一)各類教室     

1.普通教室、各專業教室、辦公室之協助

規劃調整。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研究室     

1.研究室之設立、協助規劃分配。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教室之外借承辦     

1.聯考、入學測驗之考場規劃。 擬辦 審核 核定  

2.選舉或其他活動之教室外借。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全校教室鎖鑰之建立     

1.鎖鑰更新、建立以備各項狀況。 逕辦    

(五)普通教室之管理     

1.平時之管理維護。 逕辦    

2.寒暑假之清潔管理。 逕辦    

(六)空間異動與移轉     

 1.全校各建物空間之異動與移轉 擬辦 核定   

      

文書組 

一、公文收發     

(一)收發文管理（含電子公文、紙本公文之

收發） 
逕辦    

1.印信及校長職章管制(各單位申請證明

文件)。 
擬辦  核定  

2.負責承辦公文電子收文處理、識別進行

、收文確認、收文列印、檢視處理、公

文編號、登錄、傳送。 

逕辦    

3.全校公文檔案整理及歸檔裝訂(各處室

歸檔公文)。 
逕辦    

4.公文文號編定及管制。 逕辦    

5.公文歸檔編目、登記。 逕辦    

6.電子公文系統維護管理。 逕辦    

7.各單位發文附件查對及聯繫。 逕辦    

8.電子公文與紙本公文之製作與收發。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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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9.電子公文之績效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文書組 10.公文稽催作業。 逕辦 核定   

11.總務處公文之登錄管理。 逕辦    

二、郵件管理     

(一)信件管理     

1.郵資管理。 逕辦    

2.郵件分類。 逕辦    

3.郵件登記、寄發。 逕辦    

4.掛號郵件登記、轉發。 逕辦    

5.寄發本校校慶及畢業典禮來賓及廠商所

送禮物謝函。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校車業務     

(一)校車駕駛     

1.交通車租用車資油料費核算。 擬辦 核定   

2.辦理外租專車契約簽及調派支援，以及

車資核算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3.督導司機同仁做好車輛定期保養維護及

修理零件審查。 
擬辦 核定   

4.召開交通車管理委員會。 擬辦 審核 核定  

5.協助辦理校車學生申請及路線調配車輛

編配作業。 
逕辦    

6.校車調查與人員申請登記及車票印製工

作以及學生劃位作業。 
逕辦    

7.星期一至星期五學生上、下課接送。 逕辦    

8.校外教學、校外參觀、觀摩活動及本校

各項大型活動交通事項支援。 
擬辦 核定   

9.例假日學生校外社區服務交通事項。 擬辦 核定   

10.校車之車輛保養及維修工作。 逕辦    

      

出納組 

一、出納組業務     

(一)學雜等費管理     

1.學雜等費收費標準建檔管理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2.學雜等費繳費單印製及寄發。 擬辦 核定   

3.學雜等費收費、對帳、銷帳、結報及銀

行結存等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4.學雜等費退費撥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薪資管理     

1.教職員工薪資印領清冊之編製及撥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2.專、兼任教師日、夜間部鐘點費之造冊

及撥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3.薪資等造冊及撥付：日、夜間部導師津

貼。 
擬辦 審核 核定  

4.薪資等造冊及撥付：代、補課鐘點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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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薪資等造冊及撥付：每學期子女教育補

助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6.薪資等造冊及撥付：其他各項津貼。 擬辦 審核 核定  

7.薪資等造冊及撥付：推廣教育鐘點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8.晉級補發、調整待遇之造冊及撥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9.年終獎金、年節節金等之編製及撥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代扣、代繳業務     

1.自每月薪資中代扣及代繳款項：所得稅

。 
擬辦 審核 核定  

2.自每月薪資中代扣及代繳款項：公、勞

、健保。 
擬辦 審核 核定  

3.自每月薪資中代扣款項：補扣缺課鐘點

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4.自每月薪資中代扣款項：福利互助金：

賀、奠儀。 
擬辦 審核 核定  

5.自每月薪資中代扣及代繳款項：教育會

費、住宿費、宿舍電費、法院扣款等其

他扣款。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所得歸戶業務     

1.所得暨所得稅歸戶管理及報繳各類所得

稅額。 
擬辦 審核 核定  

2.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位之個人於給付10日

內逕至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辦理申報

。 

擬辦 審核 核定  

3.個人全年各類所得暨所得稅之網路申報

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出納帳務管理     

1.現金、支票之出納及其登帳、對帳、結

帳。 
擬辦 審核 核定  

2.出納帳務日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3.銀行存款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擬辦 審核 核定  

4.現金、有價證券之寄存、出納及登帳、

對帳、結帳。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 收據作業     

1.收據之請領與開立。 擬辦 審核 核定  

2.收據銷號、結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 其它     

1.支援教務處、進修部、技合處招生工作

。 
擬辦 審核 核定  

2.其他有關出納業務之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環安組 
一、學校環保、衛生工作     

(一)飲水機及飲水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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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1.定期之濾材更換。 逕辦    

環安組 2.定期之檢修、濾心清潔。 逕辦    

3.定期之水質檢驗。 逕辦    

(二)水塔、蓄水池清潔     

1.定期清潔。 逕辦    

2.平時巡視、掌控狀況。 逕辦    

(三)化糞池清理     

定期清理。 逕辦    

(四)截油槽油污清運     

定期清理。 逕辦    

(五)學校校門、圍牆環境清潔     

不定期清理。 逕辦    

(六)屋頂、陽台之清潔、下水道之疏通     

不定期清理。 逕辦    

(七)各系所大型廢棄物協助清運     

不定期清運。 逕辦    

(八)廁所清潔工作     

1.本校清潔工之管理。 逕辦    

2.外包清潔公司之管理。 逕辦 審核 核定  

(九)校區各大樓普通教室地板、窗戶清潔     

外包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校園環境噴藥     

1.委外校園室內、室外環境噴藥 逕辦 審核 核定  

(十一)垃圾、廢棄物之清運     

1.外包處理、每日清運。 逕辦    

2.每年暑假簽約。 擬辦 審核 核定  

3.定期消毒。 逕辦    

(十二)其他機動支援處理     

1.流浪狗。 逕辦    

2.虎頭蜂。 逕辦    

3.白蟻防治。 逕辦 審核 核定  

二、活動支援之協調     

(一)活動支援     

1.支援各項活動： 

畢業典禮場、校慶等活動之場地佈置、

環境美化與清潔。 

逕辦    

2.校區建物檢視     

廢棄物、雜物之清除(各棟建築物)。 逕辦    

3.總務處工友派工     

草坪除草、樹木修剪、環境美化、支援各

單位清運廢棄物、花卉養護等工作。 
逕辦    

三、各項清潔工作、活動支援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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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總務長 校  長 

     1.主管交辦事項。     

環安組   2.水溝疏通。 逕辦    

  3.噴水池之清潔。 逕辦    

  4.捕抓野狗。 逕辦    

  5.垃圾車駕駛與保管維修。 逕辦    

四、消防業務     

1.全校消防防護計劃書書寫申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2.全校消防代檢申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3.滅火器管理、藥劑更換。 擬辦 核定   

五、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之聯繫管理     

(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1.設置職業安全業務主管。 擬辦 審核 核定  

2.釐定職業災害防止計劃。 擬辦 審核 核定  

3.釐定緊急應變計畫。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職業安全管理與教育訓練     

1.訂定工作守則。 擬辦 審核 核定  

2.人員之教育訓練。 擬辦 核定   

(三)實驗場所之查核     

1.機械設備檢查。 逕辦    

2.消防設備。 逕辦    

3.工作場所逃生通路。 逕辦    

4.化學藥品查核。 逕辦    

5.文件管理檢查。 逕辦    

(四)危險物及有害物     

1.稽查物質安全資料表之更新。 逕辦    

2.稽查危害物、危險物質清單。 逕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