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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6 次（109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9 年 4 月 13 日，經 108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9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蕭宏宜學務長(蔡志賢專門委員代)、莊媖琁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秘書室賈凱傑主任秘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國語文學院張上冠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劉宗哲副院長代)、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政治系劉書彬主任、師資培育中心濮世緯主任、英文系蔡佳瑾主任、 

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語言中心蔡佩如主任、數學系林惠婷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 

心理系張建妤主任、商學院劉宗哲副院長、會計系李坤璋主任、企管系劉美纓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校長室陳秀珍專門委員、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採保組謝傳仁組長、採保組張立勳專員、教學科技推廣組張詒智組長 

學生會張曾傑會長 

請假︰趙維良副校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針對疫情，學校需做最周全的準備，一旦有兩個人確診，就必須全校實施遠距教學，謝

謝教務長與教學資源中心朱主任的線上課程及遠距教學簡報，請朱主任將剛剛簡報內容，

不同軟體的使用方式等等，製作成教學影片放在網路上，提供老師們參考。請學系系主

任或秘書優先學會使用，如有使用上的問題，請聯繫朱主任，而學系老師們如果有問題，

麻煩主任或秘書協助回答，各院系老師們務必要學會操作這些遠距教學軟體。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無 

二、 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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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本週系所評鑑，因中央研究院 4 個確診新冠肺炎案例，訪評委員因疫情緣故自

主管理臨時無法來校實地訪評，感謝校長、副校長協助與教育部、高教評鑑中

心溝通協調，無法到場的委員可以線上方式完成評鑑審查作業。 

二、依高教評鑑中心機制，委員須進行實地訪評，除非前述受確診案例影響需自主

管理或隔離者，可採線上方式進行，因此請各學系協助務必隨時掌握委員狀況，

避免委員臨時無法出席之情形，如有委員擔憂疫情的不確定性有所疑慮，建議

可以將實地訪評延後至春假後一個禮拜實施，後續本校才有足夠的時間撰寫報

告、辦理申覆作業等等。 

三、由於圖書館、體育館等學校公共空間加強防疫措施管制，學生反應希望增加更

多的自習空間，教務處於加退選結束後，已整理出幾間空堂教室資訊，開放學

生自習使用。 

蕭宏宜學務長(蔡志賢專門委員代理) 

一、今年一月開始工讀時薪由 150 元調漲到 158 元，本學期德育中心原規劃的工讀

金預算已不足，恐無法再支援相關單位額外提出的工讀時數需求。 

二、3 月 21 日原為單車環島出發日，但因疫情急遽升高，為了學生安全及健康考量，

將單車環島改成一天的單日騎乘行程。感謝校長當天早上 6 點 30 分特別至現

場跟學生鼓勵打氣，並指示評估單車環島延至 10 月後辦理的可行性，學生的活

動費用全數退費，另，致贈東吳 120 年校慶紀念品旅行袋等。本次單車環導島

行程縮減，參加學生對縮減行程意見不一，但經過校長說明後，學生情緒慢慢

平復，學務處未來會再進行單車環島延後辦理的評估。 

三、3 月 16 日學務處與校牧室共同承辦本校 120 年校慶祈禱會，活動順利圓滿，感

謝校長、副校長及各位師長參加，共 94 位師長出席。 

王志傑研發長 

4 月 13 日至 17 日將於城中校區辦理第二場教學研究成果展，並將於 4 月 13 日早上

11 點舉行開幕式，歡迎各位師長踴躍參加。 

(會後因考量疫情升高，將成果展時間延至 109 年 9 月辦理)。 

 校長指示：本項教學研究成果展成果豐碩，能激發身為東吳人的驕傲，

因此特別請研發處安排至城中校區展出，鼓勵城中校區的師生可以至

現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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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外交流生總共 101 名學生分別於 12 個國家進行交流研習，因

歐美疫情升高，所以有 36 位學生預定返台，其中有 9 位學生返台後將繼續修讀對方

學校的線上課程。過去一兩週國際處與健諮中心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返台學生名

單、返台航班、回台後搭乘的交通工具、居家檢疫地點，都確實掌握，請各位師長

放心。謝謝健諮中心逐一聯繫學生所屬個別單位，國際處將提供學生名單寄給所屬

院系秘書，再麻煩各院系協助輔導學生後續選課事宜。 

詹乾隆教務長補充說明 

返台交換生中還包含德國團修學生，還有即將返台的日本團修學生，目前有學系反

應，系上老師拒絕學生選課，已跟系主任再三的商量協調，仍請老師們務必要幫忙，

也請院長、系主任協助，務必讓學生能夠在現有課程中選課，繼續上課學習。 

 校長指示：學生如已符合法規要求之隔離時間，仍請儘量協助選課。 

企管系劉美纓主任 

如果家中小孩是從歐美國家返台的學生，居家檢疫期間，家長可以到校上班上課嗎？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一、從國外返台人員都需要居家檢疫 14 天，沒有症狀的人員，居家檢疫期間同住的

家人可以正常上班上課，但是建議全程配戴口罩。但如果居家檢疫人員已被採

檢，採檢結果還沒有確認前，就建議同住家人不要上班上課，同仁可以請防疫

隔離假，相關規定人事室會再發函通知各單位。 

二、申請 109 學年度休假的老師，如因疫情影響無法於休假期間赴國外進行學術交

流，欲取消休假申請，請於 3 月底前提出放棄休假申請，請各位師長留意作業

時間。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圖書館於 2 月 26 日公告暫時關閉城中校區第一及第二閱覽室，也於公告中敘

明將再評估是否恢復開放使用。但考量疫情嚴峻，因此建議學術交流週後仍繼

續關閉兩個地下閱覽室。這段時間謝謝教務處、總務處協助提供空堂教室供學

生自習使用。 

二、城中校區第二大樓七樓城區分館閱覽空間學生使用率高，平日 188 個座位幾乎

是坐滿的，但由於學校大幅提高防疫措施，因此建議將 6 人的桌椅座位，減少

使用人數改為 4 人使用，單人座位則安排間隔座，一方面控制座位數量，一方

面也可以確實掌握每天入館學生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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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剛剛簡報內容於今天會後將會更新於科技組「安心就學」網頁，科技組網頁中有整

理安心就學的方案和相關影片。今天的簡報資料也會上傳至網頁中，請各位院長、

主任協助宣傳並上網參閱。 

 校長指示： 

一、請教務處規劃，由各院系提報協助所屬教師執行遠距教學的時間

表，以掌握並確保每一位老師都確實地學會如何上線及實際操作遠

距課程教學軟體。 

二、請院系主管及秘書優先學習使用，並擔任種子教師，協助所屬教

師學習使用這些遠距教學軟體。院系主管及秘書如有使用上的疑

問，請詢問教學資源中心。 

詹乾隆教務長補充說明： 

這是學校自主性的練習，教務處會規劃訂定時間，也麻煩各學院系協

助，希望學術交流週結束後可以儘快執行。 

華語中心董保城主任 

一、楓雅樓 1 樓白天為外國學生學習華語的上課地點，2 至 3 樓為晚上住宿空間，

之前因作為防疫隔離宿舍，將外國華語學生分別調整於不同的住宿地點，白天

上課則使用圖書館小型研討空間、一教研大樓的教室上課，感謝圖書館、教務

處、總務處提供空間。目前考慮口語練習等因素，將白天華語課程移回楓雅樓

1 樓教室進行，2、3 樓仍不開放住宿，華語生仍分散住在不停的宿舍地點。如

發生需要居家強制隔離的情況，1 樓教室將停止使用，確保學生的健康。另，外

國學生反應，住在松勁樓等寢室與本地生一起住宿，生活中練習中文的機會更

多了，覺得中文進步得更快。 

二、跟各位院長、系主任說明，目前在雙溪、城中校園內的外國學生，包括華語生

都沒有新冠肺炎的疑慮，這個部分也已跟國際處、國際商管學程確認過了，學

生都在 3 月 1 日前抵台，因此沒有健康的疑慮。此外，這些外國學生也可以憑

護照買口罩，在生活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如果真的有口罩需求，國際處

跟華語中心都有一些備用的口罩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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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配合學校未來可能需要遠距在家上班方案，電算中心規劃兩個措施： 

(一) 開放遠端登入辦公室桌上型電腦，請提醒各位同仁加強資安防護作業：(1) 資料

備份，每天進行或最遲一週需進行一次資料備份作業(2)強化電腦開機密碼的複

雜度，建議包括數字、英文字母大小寫再加上特殊字元，比較不易被駭客破解

入侵。 

(二) 建議下載使用 Qcall 系統，於辦公室電話上設定「跟隨服務」功能，來電將轉到

個人手機，同仁在家遠距上班也能接聽電話。此外，使用手機就可以撥接校內

分機號碼聯繫同仁，非常的方便。今、明兩天分別於城中、雙溪校區舉辦 Qcall

系統的教育訓練課程，會後會將教育訓練課程的資訊發布於行政單位 line 群組，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另，電算中心網路組也將相關的使用說明放在網頁上，提

供師長同仁參考。 

 校長指示：Qcall 系統非常方便，可以查詢全校教職員的通訊錄，另外

也可以設定群組，在群組內進行小型會議，跟 MS team 類似，使用手

機就可以進行小型會議，還有一些其它的功能，請電算中心也錄製教

學影片，介紹功能及使用方式，放在網頁上，提供大家參考。 

王玉梅專門委員 

目前 Qcall 系統上的通訊錄資料仍有部分資料未更新，建請業管單位

檢核。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系統抓取的是 DB2 上面的人事資料，只要有人員異動，會隨時更新資

料。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Qcall 資料係抓取人事系統的資料，請大家即時於電子化校園中更新個

人最新的人事資料，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另，由於是不同的系統，無

法連動，也請人事室協助，只要人事系統更新資料，請通知電算中心

重新下載抓取系統資料。 

賈凱傑主任秘書 

一、由於疫情變化莫測，奉校長指示試辦遠距辦公，為掌握時間，從 3 月 24 日開始

實施。第一階段先以行政單位為主(華語教學中心除外)，目前有 4 種遠距上班

的方案，各行政單位可以依各自業務特性，選擇合適的方案執行。學院系因目

前正在進行系所評鑑、遠距教學等業務，暫時不安排試辦遠距上班，這次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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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目的是為瞭解同仁遠距上班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並加以改善，如果未

來學校必須進行遠距上班時，這些經驗可以做為全面實施的參考。 

二、各位師長桌上的遠見、Cheers 雜誌中有相關調查本校在各項指標得到的結果，

提供各位師長參考。這些調查主要以教學、研究項目為主，其結果對學校招生

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秘書室未來會針對各個不同媒體、不同的調查指標進行分

析，配合學校各院系的發展特色，規劃媒體文宣的重點策略、型塑學校品牌形

象。 

 校長指示：秘書室媒體公關部分做得很好，最近拍攝的「因為有你」

影片，品質非常好，收到很多校友的鼓勵。 

董保城副校長 

一、特別感謝人社院黃秀端院長及其團隊的提醒與協助，在第二教研大樓後方雙溪

疏濬工程中，發現「福德洋圳取水口閘門」，是士林地區最早的進水口，學校已

跟台北市政府共同會勘，因具有歷史價值，將予以保留，但水利工程處規劃以

簡易工法維護河堤旁之邊坡，恐有被河沖刷破壞之疑慮，而導致毗鄰河道之本

校第二教研大樓安全顧慮，3 月 24 日將再拜訪市府水利工程處、王浩議員，希

望能以鋼筋混凝土結構施工，以確保整體安全。 

二、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申請，補助因疫情

對學校收入的影響及額外支出的防疫費用，截止日期是 4 月 15 日，包括教務

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室等單位，希望 4 月 8 日下班前完成校內的申請資

料提報，請主秘彙整資料，經過審核後再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三、現在仍是疫情高峰，這週的系所評鑑，如果各系所委員因居家檢疫或隔離無法

來校實地訪評，可以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評鑑。 

四、校園內最容易群聚感染的地方是學生餐廳，中午用餐時間人潮擁擠風險高，感

謝總務處及廠商配合規劃梅花座用餐，也請儘量鼓勵學生外帶用餐，分散人潮。 

五、另，557 公車是另一處群聚密度高的地方，但公車處每 4 小時消毒清潔 1 次，

學校為了確保學生健康，加強消毒頻率，從今天開始安排工友在 557 公車的總

站駐點，負責每一班 557 公車的消毒清潔，包括把手、扶手等經常接觸的位置，

都會進行消毒擦拭，感謝總務處協助。 

六、此外感謝同仁支援量測體溫的工作，依據衛福部的資料，這兩週仍是防疫的重

要時間，相關防疫工作還請各位主管仍嚴肅積極應對。 

 校長指示：學校的防疫工作，謝謝董副校長一力承擔相關的協調，包

括與教育部溝通，各位同仁都很辛苦。這次教育部的補助計畫，國際

處也新增很多支出，也一併列入，除了因應防疫新增的支出費用，也

統計學校的收入損失列入申請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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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財產管理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莊媖琁總務長 

說明：本校「財產管理辦法」於 107 年 3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訂公布實施迄今，

因應實際管理作業需要辦理修訂： 

一、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二十條，

資產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編號第 1351 項「圖書及博物：凡供

典藏用之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修訂辦法第三條第四款。 

二、增訂辦法第十六條第一款，新購得之財產，先由請購單位或需求單位負

責保管，使新購財產與請購責任、任務需求相連結。後續再結合實際使用

或保修維護需要，將新購財產移轉給有關單位保管。 

三、各單位「財產帳務管理人」負責掌握該單位財產流向、使用狀況，必須經

常保持財產物、帳相符。為激勵帳務管理人確實負起責任，修訂辦法第三

十四條增加第六款，配合年度財產盤點結果，獎勵績優單位的「財產帳務

管理人」。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原辦法條文(附件 2) 及圖書館技術服務組

簽文(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 

會計系李坤璋主任 

一、會計系前兩週開始模擬不同狀況的防疫措施，本週安排專任教師及核心會計學

課程的教師，進行遠距教學教育訓練，這些課程包括帳號、設備等，初步估算

約需 20 餘萬元，但桌上型電腦所需網路攝影機目前缺貨，如果將來大規模停

課，可能須規劃替代方案。 

二、建議行政會議等學校大型會議，是否改以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校長指示： 

一、未來如全面實施遠距教學，各學系所需的經費，請教務處評估及

規劃是否可以有經費補助。 

二、請主秘評估校內會議有哪些可以改成視訊會議，需要使用哪些軟

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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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劉美纓主任 

關於 90 人以上大班課程改為遠距教學，個人願意配合進行，但： 

一、學生當天如還有其他課程，仍需要到校到班上課，是否能達到人員防疫效果？ 

二、企管系僅本人 1 門課，商學院總共僅 2 門課為 90 人以上之大班課須改為遠距

線上課程，這樣是否能達到校園內的防疫效果？ 

三、90 人使用大教室上課，60 人使用小教室上課，90 人大班課程的人員密度更低，

群聚風險更低，反而需要進行遠距教學？ 

四、是否可以讓老師將學生分成兩組於不同天上課，這樣一組 45 人使用 120 人大

教室，群聚風險相對較低，又能兼顧教學品質。 

詹乾隆教務長 

一、本學期實施彈性線上課程教學措施，先以修課人數 90 人以上大班課程為實施

對象，降低群聚感染，從 4 月 13 日起，以二週為一期程，二週後重新評估。目

前全校 34 門大班課程改為線上課程，先感謝老師們的幫忙。 

二、如果大班課程遠距教學順暢，原使用之大班教室空出來之後，規劃將通風不佳

或較為擁擠的課程調整到大班教室上課。 

三、教務處會再整體評估，並視疫情狀況調整，一旦政府有新的措施，會隨時反應，

也請容教務處一步一步調整應變。有關分組上課，會後再瞭解老師課程的個別

情況。 

 校長指示：教務處仍維持大班課試辦遠距教學。 

捌、 散會（下午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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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無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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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無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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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王志傑研發長 

本校 108 及 109 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109 年度申請件數為 137 件

（含：本校教師指導他校學生 2 件，另有 4 件為他校教師指導本校學生），與去年相較年減 1%

（108 年度為 138 件），詳如表 1 及表 2。 

 

表 1、各學院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 

全校總計 

學生 

全校總計 

教師 

108 年度 109 年度 成長比例 108 年度 109 年度 成長比例 

141 139 -1% 138 137 -1% 

外語學院 7 11 57% 外語學院 7 10 43% 

理學院 21 24 14% 巨資學院 7 9 29% 

法學院 29 31 7% 理學院 21 23 10% 

巨資學院 7 7 0% 法學院 31 30 -3% 

商學院 48 45 -6% 商學院 47 45 -4% 

人社學院 29 21 -28% 人社學院 25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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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學系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 

全校總計 

學生 教師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41 139 138 137 

中文系 7 2 7 1 

歷史系 3 3 2 3 

哲學系 6 4 3 4 

政治系 6 6 4 5 

社會系 4 3 5 3 

社工系 3 3 2 4 

音樂系 0 0 0 0 

師培中心 0 0 2 0 

人權學程 0 0 0 0 

人社學院合計 29 21 25 20 

英文系 1 1 1 0 

日文系 3 8 3 8 

德文系 3 2 3 2 

語言中心 0 0 0 0 

外語學院合計 7 11 7 10 

數學系 2 0 2 0 

物理系 1 7 1 7 

化學系 7 7 7 7 

微生物系 3 1 3 1 

心理系 8 9 8 8 

理學院合計 21 24 21 23 

法律系 29 31 31 30 

法學院合計 29 31 31 30 

經濟系 12 16 12 16 

會計系 1 1 1 1 

企管系 14 7 14 7 

國貿系 6 10 6 10 

財精系 5 6 4 6 

資管系 10 5 10 5 

商學院合計 48 45 47 45 

巨資學院合計 7 7 7 9 

註：本校學生可由他系或他校教師指導，本校教師亦可指導他系或他校學生。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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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財產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管理財產，達到適

時支援教學與研究，依逐級授

權分層負責原則，使財產管理

制度化、電腦化，特訂定財產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管理財產，達到適

時支援教學與研究，依逐級授

權分層負責原則，使財產管理

制度化、電腦化，特訂定財產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無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行政院頒行

之「事務管理手冊」、「財物標

準分類」，並考量本校實際狀

況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依據行政院頒行

之「事務管理手冊」、「財物標

準分類」，並考量本校實際狀

況訂定之。 

無修正。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應列入

財產帳)者，係指： 

一、 土地及建築物。 

二、 土地改良物及其增值：

凡改良(或修繕)土地使

用狀態之各項支出，其

材質耐用年限超過二

年，且單類(例：道路、

運動場、室外階梯…)單

一案件金額超過八萬

(含)元者。 

三、 建築物增值：凡增建建

築物，或修繕使用狀態

之各項支出，其材質耐

用年限超過二年，且單

棟單一案件金額超過八

萬(含)元者。 

四、 圖書與博物：凡供典藏

用之圖書、非書資料及

博物等均應列為財產。 

五、 列產設備：購置金額在

一萬元(含)以上且使用

年限在二年(含)以上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應列入

財產帳)者，係指： 

一、 土地及建築物。 

二、 土地改良物及其增值：

凡改良(或修繕)土地使

用狀態之各項支出，其

材質耐用年限超過二

年，且單類(例：道路、

運動場、室外階梯…)單

一案件金額超過八萬

(含)元者。 

三、 建築物增值：凡增建建

築物，或修繕使用狀態

之各項支出，其材質耐

用年限超過二年，且單

棟單一案件金額超過八

萬(含)元者。 

四、 圖書與博物：工具書、非

書資料、雜誌、禮品性之

書籍資料等得不列產，

其餘博物及各類書籍資

料均應列為財產。 

五、 列產設備：購置金額在

1. 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第二十條規定，資

產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

定義，編號第 1351 項『圖

書及博物：凡供典藏用之圖

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

之。』 

2. 圖書館於 108 年 3 月 19 日

簽奉校長核定。 

案由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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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機械、儀器、交通、運輸

與雜項等設備。 

六、 列管設備：購置金額在

三仟元(含)以上，一萬

元(不含)以下且使用年

限可達二年(含 )以上

者。 

一萬元(含)以上且使用

年限在二年(含)以上之

機械、儀器、交通、運輸

與雜項等設備。 

六、 列管設備：購置金額在

三仟元(含)以上，一萬

元(不含)以下且使用年

限可達二年(含 )以上

者。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管理範

圍如下： 

一、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

記。 

二、 財產之保管。 

三、 財產之增加。 

四、 財產之養護。 

五、 財產之移轉。 

六、 財產之減損及廢品處

理。 

七、 財產管理查核。 

八、 財產遺失、失竊及毀損。 

九、 財產盤點。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管理範

圍如下： 

一、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

記。 

二、 財產之保管。 

三、 財產之增加。 

四、 財產之養護。 

五、 財產之移轉。 

六、 財產之減損及廢品處

理。 

七、 財產管理查核。 

八、 財產遺失、失竊及毀損。 

九、 財產盤點。 

無修正。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之各單位，係

指各處、室、館、部、中心、

組、院、系等行政及教學單位。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之各單位，係

指各處、室、館、部、中心、

組、院、系等行政及教學單位。 

無修正。 

第  六  條  

財產管理權責劃分： 

一、 總務處：為全校財產管

理之主體，負責財產定

期或不定期盤點、查核

及相關報表之編製。 

二、 圖書館：負責全校圖書、

博物之管理。 

三、 其他各單位：負有財產

保管及帳數相符之責。 

第  六  條  

財產管理權責劃分： 

一、 總務處：為全校財產管

理之主體，負責財產定

期或不定期盤點、查核

及相關報表之編製。 

二、 圖書館：負責全校圖書、

博物之管理。 

三、 其他各單位：負有財產

保管及帳數相符之責。 

無修正。 

第  七  條  第  七  條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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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一般原則： 

一、 為落實財產管理，每單

位應指派「財產帳務管

理人」一名，其職責如

下： 

(一) 協助核對總務處採

購保管組送各單位

之財產清單、報表

及財產標籤。 

(二) 分送財產標籤，請

財產保管人黏貼於

財產上。 

(三) 將財產清單及報表

歸檔，以方便財產

保管人隨時查詢。 

(四) 財產之異動管理。 

(五) 配合每年盤點時之

協調聯繫工作。 

(六) 財產保管人離職

時，協助財產移交

工作。 

(七) 其他協調聯繫事

項。 

二、 財產驗收單之使用單位

欄與財產保管人須為同

一單位，財產保管人須

為編制內人員。 

三、 借用財物須善盡管理責

任，倘發生遺失毀損情

形，經查證係「未盡善良

管理應有之注意」，則應

依規定負賠償之責。 

四、 財產如有異動，須會知

單位「財產帳務管理人」

彙整資料，並至財產管

理系統辦理財產異動手

續。 

一般原則： 

一、為落實財產管理，每單位

應指派「財產帳務管

理人」一名，其職責如

下：  

(一) 協助核對總務處採

購保管組送各單位

之財產清單、報表

及財產標籤。 

(二) 分送財產標籤，請

財產保管人黏貼於

財產上。 

(三) 將財產清單及報表

歸檔，以方便財產

保管人隨時查詢。 

(四) 財產之異動管理。 

(五) 配合每年盤點時之

協調聯繫工作。 

(六) 財產保管人離職

時，協助財產移交

工作。 

(七) 其他協調聯繫事

項。 

二、 財產驗收單之使用單位

欄與財產保管人須為同

一單位，財產保管人須

為編制內人員。 

三、 借用財物須善盡管理責

任，倘發生遺失毀損情

形，經查證係「未盡善良

管理應有之注意」，則應

依規定負賠償之責。 

四、 財產如有異動，須會知

單位「財產帳務管理人」

彙整資料，並至財產管

理系統辦理財產異動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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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五、 財產保管人離職時，須

將所保管之財產移交單

位「財產帳務管理人」，

並至財產管理系統辦理

財產異動手續，始得至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會簽

離職手續。 

五、 財產保管人離職時，須

將所保管之財產移交單

位「財產帳務管理人」，

並至財產管理系統辦理

財產異動手續，始得至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會簽

離職手續。 

第二章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

登記 

第一節 分類編號 

第  八  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產，經完

成取得手續後由總務處採購

保管組分類編號並登記列帳。

財產分類如下： 

一、 土地。 

二、 建物及附屬設備。 

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四、 圖書及博物。 

五、 交通運輸設備（含陸運、

水運、氣象、電信等設

備）。 

六、 雜項設備（非上列設備

者均屬之）。 

第三章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

登記 

第一節 分類編號 

第  八  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產，經完

成取得手續後由總務處採購

保管組分類編號並登記列帳。

財產分類如下： 

一、 土地。 

二、 建物及附屬設備。 

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四、 圖書及博物。 

五、 交通運輸設備（含陸運、

水運、氣象、電信等設

備）。 

六、 雜項設備（非上列設備

者均屬之）。 

無修正。 

第  九  條  

各類財產之編號，依行政

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

所採四級分類、第五級編號

制，其分類科目之名稱為類、

項、目、節，第五級為各該財

產名稱之編號。各類財產名稱

均以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

分類」中所載名稱為準。 

第  九  條  

各類財產之編號，依行政

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

所採四級分類、第五級編號

制，其分類科目之名稱為類、

項、目、節，第五級為各該財

產名稱之編號。各類財產名稱

均以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

分類」中所載名稱為準。 

無修正。 

第二節 財產登記 

第  十  條  

第二節 財產登記 

第  十  條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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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財產登記應依下列憑證

為之： 

一、 財產增加之登記：請購

單、發票(或收據、購買

證明)、購置財物驗收報

告單、受贈財產相關文

件。 

二、 財產異動之登記：財產

移轉單。 

三、 財產減少之登記：財產

減損單。 

財產登記應依下列憑證

為之： 

一、 財產增加之登記：請購

單、發票(或收據、購買

證明)、購置財物驗收報

告單、受贈財產相關文

件。 

二、 財產異動之登記：財產

移轉單。 

三、 財產減少之登記：財產

減損單。 

第  十一  條  

財產經分類編號登記後，

均應黏貼「東吳大學財產」標

籤標示之；黏貼財產標籤應以

醒目、易於查核及盤點為原

則。 

標籤製作由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統一辦理，如財產無法黏貼

標籤時，各該單位應妥為保存

備用，或通知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處理。 

教育部、科技部及其他補

助單位專款購置之設備，有特

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財產經分類編號登記後，

均應黏貼「東吳大學財產」標

籤標示之；黏貼財產標籤應以

醒目、易於查核及盤點為原

則。 

標籤製作由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統一辦理，如財產無法黏貼

標籤時，各該單位應妥為保存

備用，或通知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處理。 

教育部、科技部及其他補

助單位專款購置之設備，有特

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無修正。 

第三章 財產保管 

第  十二  條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為本

校財產管理業務統籌單位，職

責如下： 

一、 財產之編號及 登記。 

二、 財產數量之驗收。 

三、 財產增減、異動之登記

作業。 

四、 動產及土地、建築物相

關資料之申請及保管。 

第三章 財產保管 

第  十二  條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為本

校財產管理業務統籌單位，職

責如下： 

一、 財產之編號及 登記。 

二、 財產數量之驗收。 

三、 財產增減、異動之登記

作業。 

四、 動產及土地、建築物相

關資料之申請及保管。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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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五、 核實各單位財產管理、

使用狀況。 

六、 各單位財產管理查核。 

七、 財產統計報表之編製。 

八、 廢品之標售及變賣處

理。 

九、 動產及不動產之投保。 

五、 核實各單位財產管理、

使用狀況。 

六、 各單位財產管理查核。 

七、 財產統計報表之編製。 

八、 廢品之標售及變賣處

理。 

九、 動產及不動產之投保。 

第  十三  條  

各單位人員對財產保管

之權責及規定： 

一、 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

管為各單位當然之「財

產管理監督人」，應確實

瞭解注意各該單位財產

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

時糾正之責，並指派該

單位編制內專職人員為

「財產帳務管理人」及

知會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 

二、 「財產帳務管理人」應

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

符，確實掌握各該單位

財產流向、使用狀況；若

遇調、離職時，應由各該

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

管，並填具「單位財產帳

務管理人異動申請單」

送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

理變更登記後，原財產

帳務管理人責任方得解

除。 

三、 「財產保管人」對所使

用之財產負有驗收、保

管、養護、移轉、報廢之

責任；若遇調、離職時，

應先至財產管理系統辦

理財產移轉。 

第  十三  條  

各單位人員對財產保管

之權責及規定： 

一、 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

管為各單位當然之「財

產管理監督人」，應確實

瞭解注意各該單位財產

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

時糾正之責，並指派該

單位編制內專職人員為

「財產帳務管理人」及

知會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 

二、 「財產帳務管理人」應

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

符，確實掌握各該單位

財產流向、使用狀況；若

遇調、離職時，應由各該

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

管，並填具「單位財產帳

務管理人異動申請單」

送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

理變更登記後，原財產

帳務管理人責任方得解

除。 

三、 「財產保管人」對所使

用之財產負有驗收、保

管、養護、移轉、報廢之

責任；若遇調、離職時，

應先至財產管理系統辦

理財產移轉。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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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若調、離職前保管人未

及完成，單位財產帳務

管理人應開具「財產交

接證明單」紙本，經單位

主管核准後，交總務處

採購保管組憑辦財產移

轉。 

四、 保管人執行研究計畫，

以計畫補助款購置之財

產，於計畫結束後，財產

歸屬學校所有。若補助

或委辦單位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理。 

計畫執行中遇保管人攜

計畫轉調至新任職機

構，應於離職日前向本

校計畫統籌單位提出申

請，將財產移轉至新任

職機構繼續執行。 

若調、離職前保管人未

及完成，單位財產帳務

管理人應開具「財產交

接證明單」紙本，經單位

主管核准後，交總務處

採購保管組憑辦財產移

轉。 

四、 保管人執行研究計畫，

以計畫補助款購置之財

產，於計畫結束後，財產

歸屬學校所有。若補助

或委辦單位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理。 

計畫執行中遇保管人攜

計畫轉調至新任職機

構，應於離職日前向本

校計畫統籌單位提出申

請，將財產移轉至新任

職機構繼續執行。 

第  十四  條  

各經管單位或使用單位

主管調、離職前，單位財產應

辦理清點並於交接清冊中註

明後，分存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乙份備查。 

第  十四  條  

各經管單位或使用單位

主管調、離職前，單位財產應

辦理清點並於交接清冊中註

明後，分存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乙份備查。 

無修正。 

第  十五  條  

全校圖書及博物財產管

理作業辦法，由圖書館另定

之。 

第  十五  條  

全校圖書及博物財產管

理作業辦法，由圖書館另定

之。 

無修正。 

第四章 財產增加 

第  十六  條  

財產購妥付款申請前，應

詳細填寫「購置財物驗收報告

單」送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理

財產登記後一併請款；填寫

「購置財物驗收報告單」應注

意要點如下： 

第四章 財產增加 

第  十六  條  

財產購妥付款申請前，應

詳細填寫「購置財物驗收報告

單」送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理

財產登記後一併請款；填寫

「購置財物驗收報告單」應注

意要點如下： 

1. 明定新購得之財產，先由請

購單位或需求單位負責保

管，使新購財產與請購責

任、任務需求相連結。 

2. 為利新購財產功能發揮及

長留久用，請購單位或需求

單位亦可透過協調，將新購

財產移轉給實際使用或保

修維護單位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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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一、 新購得之財產，由請購

單位負責保管。總務處、

電算中心代表需求單位

提出請購時，由需求單

位負責保管。 

請購單位、需求單位得

基於財產實際使用或保

修維護需要，另行協調

有關單位承接保管責

任。 

二、 各單位合併採購時，應

依放置地點或使用單位

之不同分單填寫。 

三、 應儘可能以中文書寫財

產名稱；驗收內容應載

明廠牌、型號、規格、材

質；財產若是經多項產

品組合方能使用，將以

整組、整套作為列產單

位，應詳填該組合所含

財產內容。 

四、 一次採購多項之不同財

產，應逐項詳細填寫，不

得以乙批作為列產單

位。 

五、 單價、總價請取至整位

數，並以稅後新台幣金

額為計價依據。 

一、 各單位合併採購時，應

依放置地點或使用單位

之不同分單填寫。 

二、 應儘可能以中文書寫財

產名稱；驗收內容應載

明廠牌、型號、規格、材

質；財產若是經多項產

品組合方能使用，將以

整組、整套作為列產單

位，應詳填該組合所含

財產內容。 

三、 一次採購多項之不同財

產，應逐項詳細填寫，不

得以乙批作為列產單

位。 

四、 單價、總價請取至整位

數，並以稅後新台幣金

額為計價依據。 

第  十七  條  

各單位購置財產及核銷

前應注意事項： 

一、 新購設備前，先洽詢總

務處採購保管組是否有

合適之閒置設備。 

如無且屬汰舊換新者，

舊品先申請減損核准，

再請購新品。 

二、 購置財產完成驗收後，

第  十七  條  

各單位購置財產及核銷

前應注意事項： 

一、 新購設備前，先洽詢總

務處採購保管組是否有

合適之閒置設備。 

如無且屬汰舊換新者，

舊品先申請減損核准，

再請購新品。 

二、 購置財產完成驗收後，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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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先經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辦理財產登記，再向會

計部門申請付款。 

先經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辦理財產登記，再向會

計部門申請付款。 

第  十八  條  

財產非因學校經費購置

（如捐贈或附贈）取得時，應

填具「東吳大學購置財物驗收

報告單」送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辦理財產登記。 

第  十八  條  

財產非因學校經費購置

（如捐贈或附贈）取得時，應

填具「東吳大學購置財物驗收

報告單」送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辦理財產登記。 

無修正。 

第五章 財產養護 

第  十九  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之「財產

帳務管理人」或「財產保管

人」，應檢查所管理或使用之

財產保養狀況，作成紀錄備查

及建議改進。檢查方式如下： 

一、定期檢查：每學年度辦

理一次，檢查重點為財

產狀況及帳、物核對。 

二、緊急檢查：發生風、水、

火、震災及空襲過後為

之。 

三、不定期檢查：使用或經

管單位主管認有必要時

為之。 

第五章 財產養護 

第  十九  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之「財產

帳務管理人」或「財產保管

人」，應檢查所管理或使用之

財產保養狀況，作成紀錄備查

及建議改進。檢查方式如下： 

一、定期檢查：每學年度辦

理一次，檢查重點為財

產狀況及帳、物核對。 

二、緊急檢查：發生風、水、

火、震災及空襲過後為

之。 

三、不定期檢查：使用或經

管單位主管認有必要時

為之。 

無修正。 

第  二十  條  

為防範財物遭竊或遺失，

使用或經管單位應注意下列

要點： 

一、 放置財產場所之門鎖鑰

匙應由專人保管、開閉。

門鎖建置或換修，依「東

吳大學校舍空間備用鑰

匙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第  二十  條  

為防範財物遭竊或遺失，

使用或經管單位應注意下列

要點： 

一、 放置財產場所之門鎖鑰

匙應由專人保管、開閉。

門鎖建置或換修，依「東

吳大學校舍空間備用鑰

匙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無修正。 



 

22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二、 非屬專人使用之財產，

應設置「財產使用登記

管制簿」，詳實登載備

查。 

二、 非屬專人使用之財產，

應設置「財產使用登記

管制簿」，詳實登載備

查。 

第六章 財產移轉 

第  二十一  條  

各單位所使用經管之財

產，未經辦理移轉登記前，原

使用經管單位責任不得解除；

如有移轉之必要，應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 由移出單位至財產管理

系統辦理財產異動手

續，並於簽核完成後，連

同財產相關資料送至移

入單位。 

二、 移入單位接獲系統移轉

通知後，採購保管組主

動給予新財產標籤，移

入單位應確實黏貼於轉

移之財產上。 

第六章 財產移轉 

第  二十一  條  

各單位所使用經管之財

產，未經辦理移轉登記前，原

使用經管單位責任不得解除；

如有移轉之必要，應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由移出單位至財產管理

系統辦理財產異動手續，

並於簽核完成後，連同財

產相關資料送至移入單

位。 

二、 移入單位接獲系統移轉

通知後，採購保管組主

動給予新財產標籤，移

入單位應確實黏貼於轉

移之財產上。 

無修正。 

第  二十二  條  

各單位所使用或經管之

財產如有必要外借，應填寫借

用申請表經該單位主管核准

始得為之。唯回復原狀之責任

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財產保管人對於所保管使用

之可攜式財產，因業務需要或

因該項財產之使用特性，非隨

身攜帶不足以充分發揮其功

能者，均應填寫特殊使用狀況

申請表經該單位主管核准始

得攜出校外使用。唯回復原狀

之責任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第  二十二  條  

各單位所使用或經管之

財產如有必要外借，應填寫借

用申請表經該單位主管核准

始得為之。唯回復原狀之責任

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財產保管人對於所保管使用

之可攜式財產，因業務需要或

因該項財產之使用特性，非隨

身攜帶不足以充分發揮其功

能者，均應填寫特殊使用狀況

申請表經該單位主管核准始

得攜出校外使用。唯回復原狀

之責任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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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章 財產減損及廢品處

理 

第一節 財產減損 

第  二十三  條  

財產減損包括：變賣、報

廢、遺失、失竊、贈與。報廢

為經常處理之方式。 

財產報廢核准權責依下

列區分： 

一、購置金額單價為五萬元

(含)以下之財產，總務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即予

銷帳。 

二、購置金額單價逾五萬元

之財產，需逐級報請校

長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始

予銷帳。 

第七章 財產減損及廢品處

理 

第一節 財產減損 

第  二十三  條  

財產減損包括：變賣、報

廢、遺失、失竊、贈與。報廢

為經常處理之方式。 

財產報廢核准權責依下

列區分： 

一、購置金額單價為五萬元

(含)以下之財產，總務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即予

銷帳。 

二、購置金額單價逾五萬元

之財產，需逐級報請校

長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始

予銷帳。 

無修正。 

第  二十四  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依

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所

訂年限為準，為至少應使用年

數，但非「使用年限」屆滿即

可申請報廢。 

擬辦理報廢前，財產保管

人應審慎鑑定是否已達報廢

狀態。如屬財產遺失、毀損或

其他意外事故導致損失時，辦

理報廢須先查明責任。財產保

管人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詳

述事實經過、責任評析、報案

尋找過程及報告書（如有報案

者，附報案書）等以憑辦理。 

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

填寫「財產減損單」提出申請：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

且確實無法使用。 

第  二十四  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依

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所

訂年限為準，為至少應使用年

數，但非「使用年限」屆滿即

可申請報廢。 

擬辦理報廢前，財產保管

人應審慎鑑定是否已達報廢

狀態。如屬財產遺失、毀損或

其他意外事故導致損失時，辦

理報廢須先查明責任。財產保

管人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詳

述事實經過、責任評析、報案

尋找過程及報告書（如有報案

者，附報案書）等以憑辦理。 

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

填寫「財產減損單」提出申請：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

且確實無法使用。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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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二、財產雖達應使用年數，

但尚可使用，唯因科技

進步必須進行汰舊換

新，並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三、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

生災害致不存在，經逐

級簽請校長或其授權者

核准後定案。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

但因教學之需，使用頻

繁致損壞無法使用或維

修費用不經濟或其他原

因等，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五、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

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

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二、財產雖達應使用年數，

但尚可使用，唯因科技

進步必須進行汰舊換

新，並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三、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

生災害致不存在，經逐

級簽請校長或其授權者

核准後定案。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

但因教學之需，使用頻

繁致損壞無法使用或維

修費用不經濟或其他原

因等，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五、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

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

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第  二十五  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提出財

產報廢申請，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應派員前往勘驗損壞程度。 

購置金額單價為五十萬

元以上者，應由相關技術專業

人員協同會驗。 

經簽註意見報請核准辦

理除帳後，將廢品完整繳回總

務處採購保管組集中處理。 

第  二十五  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提出財

產報廢申請，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應派員前往勘驗損壞程度。 

購置金額單價為五十萬

元以上者，應由相關技術專業

人員協同會驗。 

經簽註意見報請核准辦

理除帳後，將廢品完整繳回總

務處採購保管組集中處理。 

無修正。 

第二節 廢品處理 

第  二十六  條  

有環保顧慮之廢品，以要

求提供新品之廠商折價或無

條件或付費回收為原則。 

第二節 廢品處理 

第  二十六  條  

有環保顧慮之廢品，以要

求提供新品之廠商折價或無

條件或付費回收為原則。 

無修正。 



 

25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二十七  條  

除帳尚堪用之廢品，以報

請轉撥、標售、贈送、變賣為

處理原則。 

如無法處理者，則應消除

財產標籤、註記後集中定點暫

存，總務處採購保管組定期招

商清運，或視實際情況簽奉核

定後處理之。 

標售、變賣所得悉數轉入

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基金。 

除帳廢品處理作業細則，

由總務處另訂公布施行。 

第  二十七  條  

除帳尚堪用之廢品，以報

請轉撥、標售、贈送、變賣為

處理原則。 

如無法處理者，則應消除

財產標籤、註記後集中定點暫

存，總務處採購保管組定期招

商清運，或視實際情況簽奉核

定後處理之。 

標售、變賣所得悉數轉入

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基金。 

除帳廢品處理作業細則，

由總務處另訂公布施行。 

無修正。 

第八章 財產管理查核 

第  二十八  條  

各使用、經管單位主管應

重視財產管理督導工作，俾使

各單位之財產帳務管理人及

財產保管人提高警覺，以免財

產遭受不意之損失。 

第八章 財產管理查核 

第  二十八  條  

各使用、經管單位主管應

重視財產管理督導工作，俾使

各單位之財產帳務管理人及

財產保管人提高警覺，以免財

產遭受不意之損失。 

無修正。 

第  二十九  條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應經

常對各使用、經管單位進行不

定期之財產抽點，主動發掘問

題列入紀錄，提請檢討謀求改

善，並於適當時間予以複核。 

第  二十九  條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應經

常對各使用、經管單位進行不

定期之財產抽點，主動發掘問

題列入紀錄，提請檢討謀求改

善，並於適當時間予以複核。 

無修正。 

第九章  財產遺失、失竊及毀

損 

第  三十  條  

各單位發現財產遺失或

失竊時，應保持現場原狀，並

由財產保管人通知總務處採

購保管組。 

第九章  財產遺失、失竊及毀

損 

第  三十  條  

各單位發現財產遺失或

失竊時，應保持現場原狀，並

由財產保管人通知總務處採

購保管組。 

無修正。 

第  三十一  條  

各單位財產保管人，對所

第  三十一  條  

各單位財產保管人，對所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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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

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致財產發

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

為原則，或依行政院頒布之

「財物標準分類」中「最低耐

用年限」，按所使用年數以平

均法折舊計算，且不得低於原

財產購置價格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 

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

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致財產發

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

為原則，或依行政院頒布之

「財物標準分類」中「最低耐

用年限」，按所使用年數以平

均法折舊計算，且不得低於原

財產購置價格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 

第  三十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對

學校財產有下列情時之一者，

依法究辦： 

一、盜賣學校財產經查明屬

實者。 

二、以舊品或廢棄品抵充價

款或效用較高之財產牟

取不法利益者。 

三、未報經核准，而擅將校

產移出校外者。 

第  三十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對

學校財產有下列情時之一者，

依法究辦： 

一、盜賣學校財產經查明屬

實者。 

二、以舊品或廢棄品抵充價

款或效用較高之財產牟

取不法利益者。 

三、未報經核准，而擅將校

產移出校外者。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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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章  財產盤點 

第  三十三  條  

損失之資產非歸責於財

產保管人，並經產險公司理賠

後，其理賠金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獲賠單位應於當學年購

置原物或同類設備。逾

當學年未支用且未發生

債務關係辦理保留者，

由學校統籌支用。 

二、 理賠金購置新品若金額

不足，由單位自行籌措；

若有剩餘，則轉為學校

收入。 

三、 相關設備毀損，保險理

賠未及確認前，若先以

學校相關經費購置或修

復，後續獲賠金額應優

先規墊學校相關經費，

若有剩餘，則歸納為學

校收入。 

第十章  財產盤點 

第  三十三  條  

損失之資產非歸責於財

產保管人，並經產險公司理賠

後，其理賠金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獲賠單位應於當學年購

置原物或同類設備。逾

當學年未支用且未發生

債務關係辦理保留者，

由學校統籌支用。 

二、 理賠金購置新品若金額

不足，由單位自行籌措；

若有剩餘，則轉為學校

收入。 

三、 相關設備毀損，保險理

賠未及確認前，若先以

學校相關經費購置或修

復，後續獲賠金額應優

先規墊學校相關經費，

若有剩餘，則歸納為學

校收入。 

無修正。 

第 三十四 條  

一般原則： 

一、 本校各單位對所管理及

使用之財產，應注意保

養及整理，不得毀損、棄

置。 

二、 本校財產由總務處採購

保管組及財產使用單位

隨時盤查，每一會計年

度至少實施盤點一次，

並應作成盤點紀錄，以

確保財產安全。 

第 三十四 條  

一般原則： 

一、本校各單位對所管理及

使用之財產，應注意保養

及整理，不得毀損、棄置。 

二、 本校財產由總務處採購

保管組及財產使用單位

隨時盤查，每一會計年

度至少實施盤點一次，

並應作成盤點紀錄，以

確保財產安全。 

1.「財產帳務管理人」由各單

位主管指派編制內專職人

員擔任，負責掌握單位財產

流向、使用狀況，經常保持

財產物、帳相符。 

2.為激勵「財產帳務管理人」

確實負起責任，使購置財產

依計畫運用，有效支持校務

工作推動，針對表現優異的

「單位財產帳務管理人」辦

理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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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三、 財產之抽查或盤點，各

單位應請派專人配合作

業。 

四、 財產盤點後，如發現有

毀損者，應即查明原因，

其肇因於財產保管人或

財產使用者之過失者，

應負賠償責任。其因意

外事故毀損或為正常使

用而自然毀損者，應依

規定手續辦理財產報

廢。 

五、 如有盤盈或盤虧，應分

別查明原因，並依規定

補為財產增減之登記。 

六、 盤點結果無任何缺失之

單位，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應綜合檢視年度財產

管理作業情形，為績優

之「財產帳務管理人」申

請獎勵。 

三、 財產之抽查或盤點，各

單位應請派專人配合作

業。 

四、 財產盤點後，如發現有

毀損者，應即查明原因，

其肇因於財產保管人或

財產使用者之過失者，

應負賠償責任。其因意

外事故毀損或為正常使

用而自然毀損者，應依

規定手續辦理財產報

廢。 

五、 如有盤盈或盤虧，應分

別查明原因，並依規定

補為財產增減之登記。 

第十一章  其他 

第  三十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一章  其他 

第  三十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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