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年度新進人員
引導訓練
單位：總務處



簡報大綱

總務處位置

總務處組織

各組業務簡介

業務重點及資訊



位置與組織

位置：醫學綜合大樓後棟一樓

組織：陳啟裕總務長

共設四組：

事務組、營繕組

出納組、保管組



事務組業務簡介

 採購業務：10萬以上之採購案規劃執行

 校園保全：保全、監視系統、大樓及教室門禁管理

保全服務(分機2905)、教室管理員(分機2906)
 停車管理：汽車、機車停車申請與管理

 環境清潔：校園環境、教室清潔、一般廢棄物管理、校園

植栽維護

 會議場地管理：公共會議室設備操作及管理

 服務廠商管理：美食街、餐廳、便利商店

、影印部

李彥蓉組長



 校園校舍整建：校園景觀、校舍修繕、
無障礙設施規劃等

 設施維護修繕：水電、照明、空調
設備維護與修繕等

 建物安全暨防災業務：消防設施操作維護、校舍結構查
安全檢，防颱、防震工作執行等

 綠色大學與節能管理：綠色大學業務推行及用電、用水

設施維護管理等

 新校舍興建規劃：大安校區裝修、人社院大樓、癌症大

樓、君蔚樓興建工程、雙和醫院B基地

開發規劃等

林育沂組長

營繕組業務簡介



出納組業務簡介

 收繳費業務：
校內各類收款、學雜費及住宿費、證明書費、學分費、
汽機車停車費、冷氣儲值卡…等

 付款業務：
廠商、教職員代墊款、臨時工資、獎助學金、工讀金
等(以匯款方式)

 稅務業務：
個人綜所稅扣繳憑單申報

姜雅玲組長



保管組業務簡介
金美君組長

 驗收業務：採購案之驗收規劃執行

 財產管理：財產盤點、減損、移轉

 共同空間借用收費：活動場地、會議室、教室借用

 學位服及教師袍借用管理

 公文封、信封、信紙請領

 建物使用空間管理



重點業務說明



採購作業分級：

作業分類 自行採購 一 般 採 購 聯合採購

採購分級 單位自辦 事務組 採購小組 採購委員會 專案小組

辦理額度 ≦10萬元
＞10萬元~≦30萬

元
＞30萬元~≦100萬

元 ＞100萬元 依需辦理

會議主席 事務組長 總務長 校長 校長

核決層級 單位主管 總務長 副校長 校長 校長

採購作業(1)



採購作業系統：

預算即時管控、線上簽核作業、資料查詢便利

路徑：學校首頁/教職員/行政/財務總務人事作業系統

網址：http://tmueip-web.tmu.edu.tw/eip.web/pages/welcome.jsf

作業說明：新手上路請至網頁瀏覽採購作業

採購作業說明包含：

 系統說明：系統簡介、一般採購注意事項、操作圖示、

共同契約採購操作說明、自行採購憑據輸

入操作說明、財產驗收操作說明

 作業規定：作業辦法、作業程序

採購作業(2)



採購作業(3)
 採購系統操作畫面

自行採購≦10萬元

一般採購>10萬元



 驗收步驟

自行採購 ( ≦10萬) 一般採購 (>10萬元)

到貨點收
(採購人)

功能驗收
(財產保管人)

主管審核
(單位主管)

會 驗
(保管組)

未見物品
及未到貨

備齊驗收
資料上傳

到貨點收
(採購人)

功能驗收
(財產保管人)

抽驗／會驗
(保管組)

(一萬元以上全數會驗)

採購作業(4)



 驗收說明
 保管組會驗：

1.自行採購：十萬元(含)以下
※認列財產類： 1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在兩年以上之設備。

(例：電腦軟體1萬元以上但只授權一年，不列財產，不可使用資本門預算）

2.一般採購：超過十萬元，保管組依採購分級辦理會驗

 確定採購標的到貨齊全，始可點選確認系統到貨點收

 完成儀器設備功能驗收，請將相關驗收佐證資料上傳系統

自行採購 Tips 一般採購 Tips

【提醒】
※請於設備物品到貨後，再執行到貨點收/功
能驗收之簽核
若有上述「設備物品未到貨即申請驗收」情
況，保管組將依規定執行『退件及補件』

※若遇緊急案件可通知保管組安排會驗程序

【提醒】
※單位須確認物品到貨無誤且備妥驗收佐證資
料上傳系統
參考：首頁/保管組/文件下載/驗收應備之文件一覽表
及功能驗收範本
網址：http://ga.tmu.edu.tw/ga3/archive.php?class=311

※提醒主管審核

採購作業(5)



免請購逕行請款項目
校內預算屬於下列事由，得免經請購程序逕以會計表單請款結
報；使用預算補助機關無其他規定，亦得比照辦理。

金額1萬元以內品項，皆免請購作業。(部分除外)
除外品項，屬下列項目仍須辦理請購作業：

1. 機電/土木營繕工程類
2. 毒性化學物質
3. 資訊(電子)資源-電腦硬體設備、電腦軟體或作業系統、網路工程等
4. 圖書及博物屬資本門列財產帳

金額超過1萬元經常性付款或繳付公務部門之款項及校內規定
之收費項目，亦免請購。
如：水費、電費、瓦斯費、電信費、郵費、報紙費、公務車燃油費、過路費、停車
費、政府部門規費、論文發表會費、論文修訂費、資料檢索費、健保資料庫資料使
用費、校外實習費、註冊費、會員費、報名費、專利費、國外研究機構研究費、醫
院檢驗費、受試者營養費、訓輔經費、學生社團費。

採購作業(6)



 學校共同契約採購品項

類 別 次 分 類 品項

事務用品 文具用品、白板筆、影印紙 96

實驗用品 實驗氣體 14

防護用品 實驗室防護具 27

其他 機場接送服務 25

現
有
4
項
次
分
類

162
個
品
項

採購作業(7)



財產減損：
 財產超過使用年限，因老舊損毀而失去效能、不堪修復使用或不

可抗拒之原因毀損時，可至上網辦理「財產減損申請」。

【提醒】舊設備汰舊換新或空間裝修前，應先完成減損申請程序

 待保管組排定減損時程(當月排定減損者，保管組會電話通知
【提醒】等待期間財產請勿丟棄，財產減損需交回財產

 保管組會同財務處、管理部門共同會勘該報廢財產之損壞程度

 待校方分層核淮辦理除帳程序後，減損財產統一由事務組處理

財產移轉：
人員因離職、調職或單位裝修搬遷時，

所使用或託管之財產，應於異動前

上網完成「財產移轉申請」與

「使用空間點交」作業。

財產管理



大樓門禁管制：
管控時段：每日晚間10:00至隔日早上07:00
開啟方式：使用教職員證或學生證感應開啟

忘記帶卡因應措施：至警衛室登記並持證件換臨時卡

進入，待離開校園時繳回臨時卡。

校園保全24小時 (分機2905)
監視錄影及緊急求救系統：

校園安全

緊急壓扣30處 緊急求救系統8處 錄影鏡頭471支



 公共汽車：
市民小巴M7 / 藍5 / 1 / 22 / 33 / 37 / 226 / 266 / 288 / 665

 免費接駁車：
北醫往返：市府捷運站/六張犁捷運站/信義松山

 U-bike：
附近U-bike租賃站：臺北醫學大學/台北市災害應變中心。

 停車證申請：
每學期開放申請汽機車停車位，額滿為止。

交通資訊



校園餐飲廠商：

 Mr. J義法廚房

 7-11：部分商品提供教職員生九折優惠。

 美食街：提供餐飲服務，環保、安全、衛生、便利、舒適

餐飲服務



項目：水電設施、空調、照明、電梯、公共空間設備、
辦公傢俱及教室桌椅

報修方式：
網路報修：學校首頁→教職員→修繕→公共設施維護修繕

登錄
報修網址：(https://gasys.tmu.edu.tw/repair/public.asp)
報修內容： 申請人、聯絡電話、檢修項目、地點必需填寫

電話報修：

硬體設備：24小時分機2929
空調設備：上班時間分機2937、2938

設備修繕



各單位設有區域消防管理人員，負責單位消防設備自主檢
查、每月填報區域自主檢查表，以及協助辦理消防逃生。

請與單位區域消防管理人員確認服務場所逃生動線及消防
設備相關位置，區域消防管理人員名單可向營繕組洽詢。

消防安全



場地借用及查詢系統

 學校首頁→教職員→資源→場地借用/查詢
http://sso.tmu.edu.tw/login.aspx?wap=0014 

會議室

 杏春樓、誠樸廳、16樓演講廳
15樓會議室一、會議室二

 可預約180日以內場地

教室、活動展示場地

 可預約30日內場地

洽詢服務(分機2343)

活動空間借用



出納收款項目
1.學雜費、住宿費、其他雜項收費(場地費、群英樓、共儀使用
費等)

2.汽車收費、機車收費(至自動繳費機進行繳費)
3.預借款餘額繳回

4.收據開立及統一發票管理

5.各項計劃研究費入帳

出納付款作業
1.教職員薪資：每月16號入帳

2.教職員生/校外人員款項：每月10、20、30號付款

3.廠商：每月5號，遇假日順延。

4.付款方式皆以匯款支付(除特殊規定得開立支票)

收款與付款



因時效需要，或非固定用途，如交通費、車馬費、出席
費、講師費等之零星支出(不得用於採購物品等)，單次
以5,000元為限，高於5,000元請另行上專簽暫借款。

申請路徑：北醫首頁→教職員→行政→財務總務人事作
業系統→總務系統Web→出納管理系統→「零用金借用
申請作業」

須於領款後10個工作日內檢據至出納組辦理核銷

零用金申請



 103年度起，配合財政部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者，依「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辦理」

 校內教職同仁：
北醫首頁→教職員→行政→財務總務人事作業系統→
總務系統Web→出納管理系統→所得扣繳管理
→所得暨代扣所得稅扣繳明細查詢

→列印所得扣繳憑單

 校外人士：
以自然人憑證至國稅局網頁
或致電、臨櫃、e-mail出納組查詢 。

所得稅申報與扣繳



關閉不需使用之電燈，並養成隨手關燈之習慣。

多多步行運動，上下三樓層以內盡可能不搭電梯。

長時間不使用電器設備時應切掉電源，減少待機損失。

教室空調、照明由中央節能系統，依課表管制教室空調、照
明電源，上課前十分鐘開啟、下課後十分鐘關閉。

節能減碳宣導



每年9月份為本校防災月，規劃防災系列演練活動。

主辦 訓練主題 參加對象

各一級單位 地震防災自我檢核填報 各單位

環安處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訓練
新進教職員、碩(博)士班
新生、專任研究助理

學務處 學生宿舍安全講習 宿舍新生

總務處
國際處

防災演練與地震體驗 國際學生、教職員生

學務處 地震防災演練說明 各班級學務股長

總務處 大型集會場所逃生演練 通識課程師生

總務處 全校地震防災演練 全校教職員生

地震避難演練



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