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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2月 10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由林一平副校長代理主持）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請假）、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黃志彬副校長、裘性

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廖威彰副學務長代理）、曾仁杰總務長、

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研發長長代理）、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請假）、

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盧鴻興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

長、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理）、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

良文代理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理）、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理）、

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

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

會長（缺席）、學生議會焦佳弘議長（楊志亭同學代理） 

列  席：台南分部陳信宏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請假）、頂尖計畫

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研發處周武清主任、秘書室邱美玲小

姐、秘書室李佳如小姐、會計室魏駿吉組長、會計室徐美卿小姐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略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1年 1月 13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17次行政會議）已 E-mail各主管

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

（P3-10）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為統一文件內容擬修訂本管理辦法中有關儀器諮詢教授之名稱(第一章第三條、第二

章第二條、第二章第四條)。 
    二、為避免條文字句過於冗長，並為使條文內容更符合實際執行情況，擬修訂本辦法有

關儀器專家聘任與職責之相關規定 (第二章第四條第三項)。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1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6 次研發常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附件 
    二（P11）。 

四、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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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三（P12-1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請討論。(環安中

心提) 

說  明： 

一、修改設置委員人數、成員產生方式及任期。本案業經 100 年 7 月 20 日 100年度第 2

次毒委會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附件四（P20）。 

二、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五（P21-22）。 

決  議：委員任期自「2年」修正為「3年」，餘條文通過。 

 

案由三：本校簡介影片重新製作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本校簡介影片於 97年製作，採購金額為 858,000元，後於 100年進行內容更新，採

購金額為 388,000元。為使內容符合現況，擬彙整與會主管意見後，委託廠商重新

製作。 

決  議：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如本校地理位置標示、各學院特色及成果展示等內容、影片

影像剪輯、配樂等美學處理），籌組小組（將傳科系教師列入成員）討論並重新製

作。 

 

肆、臨時動議 

案  由：101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案，請審議。（會計室提） 

說  明： 

一、本案依本校 101年 2月 7日「101年度校內預算分配會議」通過決議辦理(請參閱另

附件一)，並簽奉核可提行政會議審議(請參閱另附件二)。 

二、101年度預估可運用之收入預算 22億 5,614萬 3千元，擬分配數為 23億 7,846萬

元(不含無需支付現金之折舊費用)，上開收支互抵後，加回：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已開會同意支付之案件 1,950萬元，及加回：已控留之基礎大樓工程經費 3,391萬

8千元，預計短絀數(即超分配數)為 6,889萬 9千元。（彙總表詳另附件三 P1-2，

行政等單位明細表詳另附件三 P3-20，院系所明細表詳另附件三 P23-26） 

三、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後，分配結果如仍為短絀，後續將再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同

意由歷年節餘支應不足經費。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台北校區外牆整修工程等經費，請提 3月份召開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由歷年節餘支應。 

 

伍、其他事項：今年校慶餐會將至博愛校區舉辦，請各院系所配合辦理「校友回娘家」之餐

敍活動。 

 

陸、散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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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99No9 

1000225 

主席裁示：有關中油公司將於大學路興建宿舍

案，請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與國際

處事先協商，是否承租部分區域供本校

國際生及研究生使用。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國際處 

總務處：本案中油公司目前初步規劃興建532間雙人

房，租金初估每人每月6000元，價格偏高且遠

高於校內租金水準。本案於10月24日由謝副校

長主持討論會議，已依會議結論回應中油公司

有關未來規劃宿舍租金於等同本校研三舍水準

（+10％以內），本校才有合作興建可能性，中

油公司於12月30日來本校研商，經充分討論該

公司具體瞭解本校宿舍需求及租金定價基礎，

帶回公司內部討論評估。另總務處保管組及勤

務組研擬騰空老舊職務宿舍及招待所大型整修

計畫依批示提重大建設會報討論。 

學務處：有關學生宿舍需求於100年2月9日、3月8日

分別提供中油公司、總務處彙整處理。另於3月

18日提供新建宿舍構想書於行政會議討論。考

量行政作業程序與基地量體，本處建議沿用前

已審議通過之南區BOT案南區基地，以第一期

1000床位規劃，並將資料送跨處室會議討論。 

國際處：針對現有(99學年)之國際學位生、國際交

換生及大陸交換生就住宿意願、房型需求進行

問卷調查，再根據近年國際學生的成長比率，

推估104學年時國際學生、交換生、陸生的住宿

需求，已將調查結果提供總務處作為未來規劃

之參考。 

教務處已

結案 

國際處已

結案 

學務處已

結案 

總務處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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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No13 

1000401 

主席報告：五、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應整合各跨

處、室等教學或行政單位資料庫建檔，建

構規劃本校校務系統。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一、教師 e-portfolio資訊系統：於教學、研究、

服務評比指標系統中續增加教師評分的一覽表

與分佈表……等統計圖表。 

二、開發約用(計畫)人員線上請核系統，跨研發處、

會計室相關資料整合使用，已完成雛型設計與

測試，已在 10月 20日 正式上線。 

三、開發兼任助理工作費管理系統，跨會計室、人

事室、出納組相關資料整合使用，已完成雛型

設計，且於 10月 6日邀請系所助理簡報系統雛

型，目前依助理回應之建議，修改系統設計。 

為配合人事室、會計室控管兼任助理工作費的

發放，開發順序調整，目前先設計兼任人員與

臨時工請核與差勤系統，執行狀況如下所述：

100年 11、12月人事室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會計室業進行 3次會議，決議事項除確認兼任

人員與臨時工請核表單、異動表單之格式與流

程外，並預計 101年 2月 1日~2月 7日邀請系

所助理協助測試，101年 2月 13日~2月 17日

舉辦二梯次教育訓練，101年 2月 20日正式上

線。但宥於原執行人力正致力於改善電子公文

一級主管核章功能，恐將延遲此相關系統的開

發建置。 

101年 2月 2日完成兼任人員與臨時工請核子系

統雛型，目前第一次修正雛型功能中。 

四、開發會計室預算籌編系統：跨人事室、會計室、

總務處的資料整合使用。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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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100No1 

1000805 

主席報告五：請資訊服務中心會同人事室、會

計室、總務處出納組開發整合相關資訊系統，

使人員及經費之控管更有效率。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人事室 

會計室 

總務處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一、開發約用(計畫)人員線上請核系統。 

（一）於線上請核時即整合研發處、會計室相關計畫

與經費資料，使人事室人員控管更有效率，也為規

劃中計畫助理薪資管理系統的薪資標準預作準備。 

（二）8 月 10 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

會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三）8月 18日林副校長召開整合協調會議。 

（四）8 月 18 日起已與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4

次會議討論並確認需求，預計 9 月 15 日第一次雛

型報告。 

 (五) 系統已開發完成，於 10月 20日 正式上線。 

二、開發兼任助理工作費管理系統。 

（一）跨會計室、人事室、出納組相關資料整合，可

控管工作費溢領情形。 

（二）8 月 10 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

會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三）8月 18日林副校長召開整合協調會議。 

（四）8 月 18 日起已與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4

次會議討論並確認需求，預計 9 月 15 日第一次雛

型報告。 

總務處已

結案 

會計室已

結案 

人事室已

結案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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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 月 6 日邀請系所助理簡報系統雛型，目前

依助理回應之建議，修改系統設計。 

 (六) 11 月 28 日 人事室、資訊中心參訪中正大學

作法，目前人事室規劃計畫人員與兼任助理的管理

方式，資訊中心後續配合人事室的管理方式修正或

建置系統。 

(七) 目前設計兼任人員與臨時工請核與差勤系

統，執行狀況如下所述：100 年 11、12 月人事室

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會計室業進行 3次會議，決

議事項除確認兼任人員與臨時工請核表單、異動表

單之格式與流程外，並預計 101年 2月 1日至 2月

7日邀請系所助理協助測試，101年 2月 13日至 2

月 17日舉辦二梯次教育訓練，101年 2月 20日正

式上線。但宥於原執行人力正致力於改善電子公文

一級主管核章功能，恐將延遲此相關系統的開發建

置。 

(八) 101年 2月 2日完成兼任人員與臨時工請核子

系統雛型，目前第一次修正雛型功能中。 

總務處：擬依 100 年 8 月 18 日林副校長主持「計畫

類專任人員薪資及各項工作費控管等系統整合

建置會議」結論辦理。 

會計室： 

一、8 月 10 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會

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二、依 100 年 8 月 18 日林副校長主持「計畫類專任

人員薪資及各項工作費控管等系統整合建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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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論辦理。 

人事室：有關計畫類專任人員薪資系統整合作業，人

事室業提供基本資料欄位與各項薪資標準、表件，

並就各項資訊系統需求和資料整合，與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多次會商，目前預計 100 年 9 月 22 日可依

據系統資料產生表件並上線測試，將邀請系所承辦

助理協助測試。 

100No2 

1000909 

主席報告一：依組織規程之規定，各學院(系)

或各一級行政單位得置副主管，而其主管加

給，原應由學校人事費支應；惟因學校員額編

制尚未完成修編，故現行由學校管理費支應。

爾後年度除特殊情形外，組織規程明定得置之

副主管名單，經簽核後，均依此原則辦理，無

需再為經費支應來源簽核。另請人事室儘速完

成修編作業。 

人事室 

本校教師與職員員額編制表之修訂，已著手整理各單

位目前人力配置，各新增單位是否配置專職人員或由

教師兼任，將配合法規與整體員額情形再研商確認。 

人事室續

執行 

100N15 

1001230 

主席裁示：請學務處加強宣導學生校外行車安

全，尤其是大學路客運前及肇事率高之危

險路段，應特別小心注意。 

學務處 

一、軍訓室已建置「校園周邊危險道路」網頁，網址：

http://oome.adm.nctu.edu.tw/uvpage/module

s/catalog_11/static/main.php?file=./dange

r.html，提供學生隨時上網查閱與觀看；並持續

加強交通安全的宣導工作。 

二、軍訓室李耀威校安輔導員於 101年 1月 11日（三）

上午 10時 30分至大學路 6巷（阿羅哈客運前）

會勘（會勘人員包括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科長、市

議員張祖琰、光明里里長、市警局警員等），會

勘議題：「大學路近光復路二段路口前為下坡彎

道，又道路旁經常違規停車（如計程車、大型巴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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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且汽機車常違規行駛，造成交通事故，

需研擬交通改善對策」。會議結論： 

(一)請所轄分局於尖峰時段（含晨、昏峰）加強

違規取締。 

(二)由新竹市交通處補劃標線及加繪「慢」字，

另加設「前方彎道請慢行」警告性質告示牌。 

(三)學校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100N17 

1010113 

主席裁示：有關「導師時間」之校級講座（3

月 7日丘成桐院士、3月 14日張系國教授

及 4月 25日林百里董事長），請學務處提

早規劃作業，廣邀教職員工生參與，並請

秘書室協助安排貴賓接待等事宜。 

學務處 

秘書室 

學務處： 

一、3月 7日丘成桐院士演講：已透過應數系與講者 

確定演講日期，預計於 2月初確認演講主題，由

生輔組製作宣傳海報及公告全校師生。 

二、3月 14日張系國教授演講：已透過電資中心與

講者確定演講日期並確認演講主題，預計於 2 月

中旬發送公告及宣傳。 

三、4月 25日林百里董事長演講：已透過秘書室與

講者確定演講日期，預計於 2 月確認演講主題，

並於 3月中旬開始公告宣傳。 

以上活動皆使用導師課程時段於中正堂舉行。 

秘書室：所負責安排貴賓晚宴等事宜已敲定，另貴賓

至校之接待及引導等事宜已洽學務處生輔組負責。 

續執行 

主席裁示：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興建工程應

儘速完成驗收，相關單位應開始規劃搬遷

作業。 總務處 

理學院 

總務處：基礎大樓新建工程原契約工項部分已完成初

驗與改善作業，目前刻正進行該部分初驗複驗，已督

責承商及監造單位加緊相關檢核與改善，將會同使用

單位儘速完成全案驗收程序，並即進行搬遷進駐之規

劃作業。 

理學院：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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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驗作業已完成; 暐順營造針對缺失維護後已陸

續通知使用者進行複驗。空調部份亦已由營繕組

發包安裝完成。 

二、已點交之空間如下： 

(一)地下室：B107、B180(開放實驗室)，B177(空調

機房)-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安裝與使用(張立、簡

紋濱) 

(二)一樓：147(院學士班&在職專班辦公室)、149(學

士班教室)-教室已採購課桌椅 

122、126、133、150(教室)-上列教室合計 8間

均隸屬教學處，由基礎科學教學組優先排課使

用。目前點交 4間並已安裝窗簾及課桌椅。 

(三)二樓：230、236、237、238、239、240、241-

上列合計 7間，隸屬教務處基礎科學教學組之微

積分教學小組專用空間，除 1間機房(電腦教室)

外，其餘包括諮詢辦公室、電腦教室、學習教室

及 3間實驗教室。 

(四)五樓：537、544、559-物理領域施作 3間範本辦

公室，提供使用老師圈選。 

(五)七樓：721、724(無塵室; 張文豪)-漢民科技實

體捐贈無塵室設施。 

三、正辦理點交中之空間如下： 

(一)地下室：國際會議廳-友訊科技實體捐贈。 

(二)一樓：142(院辦)、143(會客室)、152(院長室)、

146(會議室) 

(三)三樓：335、336、344、345、359、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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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理論中心數學組，包括行政辦公室、交誼

廳、研討室(2)、研究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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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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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第三條 「審議委員

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本校每年向國科會

申請之貴重儀器補助

計畫案。 

（二）協助各單位現有之儀器

申請納入國科會貴重

儀器中心。 

（三）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設

備退出本校貴重儀器

中心。 

（四） 審查各單位儀器設備

加入及退出共同儀器

中心。 

（五）審核國科會補助貴重儀

器各項經費之分配與

運用。 

（六）審核各級政府單位及企

業補助本中心短期人

事、設備、維修等經費

之分配與運用。 

（七）審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之預算分配

與運用。 

（八）稽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人事、設備、

維修等經費收支使用。 

（九）審核各儀器專家提報經

由各貴重及共同儀器

專帳聘用之約用人員

考核、獎懲、升級、解

約和離職相關事宜。 

（十）督導考核各貴重及共同

儀器設備之年度服務

績效。 

（十一）追踪各貴重及共同儀

器使用者申訴之處

理情形。 

（十二）審核本校儀器設備經

費補助。 

第一章第三條 「審議委員

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本校每年向國科會

申請之貴重儀器補助

計畫案。 

（二）協助各單位現有之儀器

申請納入國科會貴重

儀器中心。 

（三）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設

備退出本校貴重儀器

中心。 

（四）審查各單位儀器設備加

入及退出共同儀器中

心。 

（五）審核國科會補助貴重儀

器各項經費之分配與

運用。 

（六）審核各級政府單位及企

業補助本中心短期人

事、設備、維修等經費

之分配與運用。 

（七）審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之預算分配

與運用。 

（八）稽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人事、設備、

維修等經費收支使用。 

（九） 審核各儀器諮詢教授

提報經由各貴重及共

同儀器專帳聘用之約

用人員考核、獎懲、升

級、解約和離職相關事

宜。 

（十）督導考核各貴重及共同

儀器設備之年度服務

績效。 

（十一）追踪各貴重及共同儀

器使用者申訴之處

理情形。 

（十二）審核本校儀器設備經

1. 為統一文件名稱擬將第

(九)項之「儀器諮詢教授」

之名稱修改為「儀器專

家」。 

2. 第(一)項至第(八)項及第

(十)項至第(十六)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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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審核各相關學院之

「貴共儀服務中心」

空間配置及儀器置

放。 

（十四）訪視各貴重儀器實驗

室。 

（十五）制定及審核本中心各

貴共儀管理單位各

項細則、法規及辦

法。 

（十六）其他貴重及共同儀器

相關之重要事項。 

費補助。 

（十三）審核各相關學院之

「貴共儀服務中心」

空間配置及儀器置

放。 

（十四）訪視各貴重儀器實驗

室。 

（十五）制定及審核本中心各

貴共儀管理單位各

項細則、法規及辦

法。 

（十六）其他貴重及共同儀器

相關之重要事項。 

第二章第二條 人員之管理 

（一）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

位得聘用技術員及行

政助理以維持本中心

儀器之操作、維修及

行政管理，並聘用儀

器專家，提供專業上

之管理與諮詢服務，

其聘期除另有規定

外，以國科會貴重儀

器中心服務計畫之實

施期限為準。 

（二）本中心國科會補助專案

人員之薪資標準依其

規定辦理，相關管理事

項則依本校「約用人員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各貴儀管理單位約用

技術員及行政助理有

關約用、薪資、服務等

規定悉依本校「約用人

員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本中心人員之考核

由本中心「審議委員

會」及相關儀器專家共

同考核，表現優異者，

得於下年度計畫執行

時晉昇一級。 

第二章第二條 人員之管理 

（一） 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

單位得聘用技術員及

行政助理以維持本中

心儀器之操作、維修

及行政管理，並聘用

儀器諮詢教授，提供

專業上之管理與諮詢

服務，其聘期除另有

規定外，以國科會貴

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

之實施期限為準。 

（二） 本中心國科會補助專

案人員之薪資標準依

其規定辦理，相關管

理事項則依本校「約

用人員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各貴儀管理

單位約用技術員及行

政助理有關約用、薪

資、服務等規定悉依

本校「約用人員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本

中心人員之考核由本

中心「審議委員會」

及相關儀器諮詢教授

共同考核，表現優異

者，得於下年度計畫

執行時晉昇一級。 

 

為統一文件名稱擬將第(一)

項及第(二)項之「儀器諮詢教

授」名稱修改為「儀器專家」。 

第二章第四條 儀器之運

作管理： 
（一）本中心各儀器之運作，

第二章第四條 儀器之運

作管理： 
（一）本中心各儀器之運作，

1. 為統一文件名稱擬將第

(二)項及第(三)項之「儀

器諮詢教授」之名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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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發處督導，各儀器

於申請下年度計畫

時，應繳交當年度服務

績效及自評報告，經本

中心審查績效良好

者，由本中心向國科會

申請。 

（二）本中心各儀器之使用管

理要點，由各儀器專家

召集用戶代表及技術

員共同商定，報本校研

發處核備後，函知國科

會，修正時亦同。 

(三) 本中心各儀器專家之

聘用，於每年計畫開

始執行前，由各領域

貴共儀管理委員會，

針對每部儀器推薦一

名儀器專家，提送「審

議委員會」審議決

定，儀器專家負責督

導儀器之正常運作及

技術員之工作品質。 

（四）各貴儀管理單位所屬

院系所應支援每部

貴重儀器至少二名

儀器助教或儀器工

讀生之工作費，以協

助儀器之運作與管

理。 

由研發處督導，各儀器

於申請下年度計畫

時，應繳交當年度服務

績效及自評報告，經本

中心審查績效良好

者，由本中心向國科會

申請。 

（二）本中心各儀器之使用管

理要點，由各儀器諮詢

教授召集用戶代表及

技術員共同商定，報本

校研發處核備後，函知

國科會，修正時亦同。 

 (三) 本中心各儀器之諮詢

教授，於每年計畫開

始執行前由各領域儀

器管理單位貴共儀管

理委員會推薦一名人

選，提送「審議委員

會」審議決定，報本

校研發處核備後函知

國科會，儀器諮詢教

授負責督導儀器之正

常運作及技術員之工

作品質，並對用戶提

供免費諮詢服務。 

（四）各貴儀管理單位所屬

院系所應支援每部

貴重儀器至少二名

儀器助教或儀器工

讀生之工作費，以協

助儀器之運作與管

理。 

為「儀器專家」。 

2.第(三)項之「由各領域儀器

管理單位貴共儀管理委員

會」，因字句太過冗長，

擬修改為「由各領域貴共

儀管理委員會」。 

3. 儀器專家之任用不需函知

國科會，故擬修正第(三)

項之儀器專家提送之相關

規定，將「報本校研發處

核備後函知國科會，」刪

除。 

4. 因平時對使用者就有提供

諮詢服務，不需於辦法中

另加說明，故擬刪除第

(三)項之「，並對用戶提

供免費諮詢服務」。 

5. 第(一)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第一章第三條 「審議委員

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本校每年向國科會

申請之貴重儀器補助

計畫案。 

（二）協助各單位現有之儀器

申請納入國科會貴重

儀器中心。 

（三）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設

備退出本校貴重儀器

中心。 

（四） 審查各單位儀器設備

第一章第三條 「審議委員

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本校每年向國科會

申請之貴重儀器補助

計畫案。 

（二）協助各單位現有之儀器

申請納入國科會貴重

儀器中心。 

（三）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設

備退出本校貴重儀器

中心。 

（四）審查各單位儀器設備加

3. 為統一文件名稱擬將第

(九)項之「儀器諮詢教授」

之名稱修改為「儀器專

家」。 

4. 第(一)項至第(八)項及第

(十)項至第(十六)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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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及退出共同儀器

中心。 

（五）審核國科會補助貴重儀

器各項經費之分配與

運用。 

（六）審核各級政府單位及企

業補助本中心短期人

事、設備、維修等經費

之分配與運用。 

（七）審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之預算分配

與運用。 

（八）稽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人事、設備、

維修等經費收支使用。 

（九）審核各儀器專家提報經

由各貴重及共同儀器

專帳聘用之約用人員

考核、獎懲、升級、解

約和離職相關事宜。 

（十）督導考核各貴重及共同

儀器設備之年度服務

績效。 

（十一）追踪各貴重及共同儀

器使用者申訴之處

理情形。 

（十二）審核本校儀器設備經

費補助。 

（十三）審核各相關學院之

「貴共儀服務中心」

空間配置及儀器置

放。 

（十四）訪視各貴重儀器實驗

室。 

（十五）制定及審核本中心各

貴共儀管理單位各

項細則、法規及辦

法。 

（十六）其他貴重及共同儀器

相關之重要事項。 

入及退出共同儀器中

心。 

（五）審核國科會補助貴重儀

器各項經費之分配與

運用。 

（六）審核各級政府單位及企

業補助本中心短期人

事、設備、維修等經費

之分配與運用。 

（七）審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之預算分配

與運用。 

（八）稽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

儀器專帳人事、設備、

維修等經費收支使用。 

（九） 審核各儀器諮詢教授

提報經由各貴重及共

同儀器專帳聘用之約

用人員考核、獎懲、升

級、解約和離職相關事

宜。 

（十）督導考核各貴重及共同

儀器設備之年度服務

績效。 

（十一）追踪各貴重及共同儀

器使用者申訴之處

理情形。 

（十二）審核本校儀器設備經

費補助。 

（十三）審核各相關學院之

「貴共儀服務中心」

空間配置及儀器置

放。 

（十四）訪視各貴重儀器實驗

室。 

（十五）制定及審核本中心各

貴共儀管理單位各

項細則、法規及辦

法。 

（十六）其他貴重及共同儀器

相關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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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 

89 年 11 月 10 日 89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會議通過 
94 年 6 月 3 日研發常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94 年 6 月 17 日 93 學年度第 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年 9 月 27 日研發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0 月 4 日 9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 年 5 月 2 日 95 學年度第 9 次研發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5 月 11 日 95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3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3 月 21 日 9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22 日第 3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98 年 1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3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2 月 10 日 100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設置宗旨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

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及鼓勵本校自購儀器公開服務校內外研究單位，提振相關領域研

究水準，設立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以進行儀器之集中購置、使用、管理、

維修等任務，提高儀器使用效率，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本辦法。 

二、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隸屬於研究發展處，設中心

主任一名，由研發長提名，報請校長聘任之。下設「審議委員會」，研發長為委員會召

集人。除研發長、貴重儀器中心主任、本校國科會貴重儀器審議委員為當然委員外，另

由電機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及生物科技學院院長推薦一或二名具儀器管理經驗之教師

共同組成，經研發長同意後聘任，任期二年，委員每年改選一半，得連任。 

三、「審議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本校每年向國科會申請之貴重儀器補助計畫案。 

（二）協助各單位現有之儀器申請納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 

（三）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設備退出本校貴重儀器中心。 

（四）審查各單位儀器設備加入及退出共同儀器中心。 

（五）審核國科會補助貴重儀器各項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六）審核各級政府單位及企業補助本中心短期人事、設備、維修等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七）審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儀器專帳之預算分配與運用。 

（八）稽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儀器專帳人事、設備、維修等經費收支使用。 

（九）審核各儀器專家提報經由各貴重及共同儀器專帳聘用之約用人員考核、獎懲、升

級、解約和離職相關事宜。 

（十）督導考核各貴重及共同儀器設備之年度服務績效。 

（十一）追踪各貴重及共同儀器使用者申訴之處理情形。 

（十二）審核本校儀器設備經費補助。 

（十三）審核各相關學院之「貴共儀服務中心」空間配置及儀器置放。 

（十四）訪視各貴重儀器實驗室。 

（十五）制定及審核本中心各貴共儀管理單位各項細則、法規及辦法。 

（十六）其他貴重及共同儀器相關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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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有效提昇每部貴重儀器之服務績效及儀器操作員之管理，各貴儀管理單位應設置「貴

重及共同儀器管理委員會」，並設召集人一名，代表參加「貴重儀器中心業務會議」。各

貴儀管理單位之「貴重及共同儀器管理委員會」規章請自訂 ,並報請貴重儀器中心核備

後實施。 

五、各相關學院應成立『貴共儀服務中心』，規劃置放本中心貴重及共同儀器設備，以利統

合人力、行政及研究資源，簡化服務窗口，提昇服務品質。 
  

第二章  貴重儀器中心 

一、儀器之納入與撤出 

（一）本中心儀器之納入，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中所補助之儀器為限。各儀

器欲納入本中心，需依國科會規定提供所需資料，經本中心「審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由本中心向國科會申請，貴儀中心主任擔任總計畫主持人。 

（二）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如不再支助該儀器之運作，該儀器即撤出本中心，

而本中心得向國科會爭取停止運作之緩衝期。 

（三）每部儀器白天開放服務時數每週（週一～週五）需達 32 小時為原則。 
（四）服務績效以國科會『貴重儀器管理資訊系統』登錄之數據為主。長期績效不佳之

儀器，由中心「審議委員會」審核是否退出貴重儀器中心之服務行列。 

二、人員之管理 

（一）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位得聘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以維持本中心儀器之操作、維

修及行政管理，並聘用儀器專家，提供專業上之管理與諮詢服務，其聘期除另有

規定外，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之實施期限為準。 

（二）本中心國科會補助專案人員之薪資標準依其規定辦理，相關管理事項則依本校「約

用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各貴儀管理單位約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有關約用、

薪資、服務等規定悉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中心人員之考核

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及相關儀器專家共同考核，表現優異者，得於下年度計

畫執行時晉昇一級。 

三、經費之運作管理 

（一）本中心經費來源，除由國科會貴重儀器服務計畫支助及各貴重儀器現金收入外，不

足之維護費、約用之專（兼）任技術員、行政助理及儀器專家顧問費等費用應由

各貴儀管理單位自籌。 

（二）使用本中心之儀器依各儀器收費標準繳費，收取經費分國科會計畫核給之紙本經費

以及各單位收取之現金經費兩部份。 

（1）紙本經費部份逕由國科會網路作業系統中扣除，直至核定費用使用完畢為

止。紙本經費不足或無紙本經費者，其差額部份應以現金支付。 

（2）現金收入部份須於測試完畢三個月內繳交現金或轉帳，由本校開立收據證明。

校、內外各研究單位以國科會計畫繳交現金者得免扣本校貴儀使用費之管理費，非

以國科會計畫支付現金者，扣除按月應繳回科發基金金額後，本校酌收百分之二十

管理費。各貴儀設備管理單位應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月之服務收入結算完成，以利

彙整及統一扣款手續。 

（三）本中心在學校設有專帳，收取之現金費用除報繳國科會之費用及學校扣除之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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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部份之百分之八十，各貴儀管理單位憑單據實報實銷，收支帳目由中心控

管，專款專用。另百分之二十部份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統籌分配使用。 

 (四) 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位計畫及各項經費使用，悉依「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執行同意書」相關規定辦理。可支用之會計項目包括貴重儀器購置費、運作費、中

心行政費及現金收入。貴重儀器購置費包括貴重儀器主機及其週邊附屬設備費用。

貴重儀器運作費及中心行政費包括人事費、週邊附屬設備費、消耗材料費、維護費

及管理費。現金收入得支用於人事費(僅限於支付儀器專/兼任技術員薪資)、耗材、

維修費用及貴重儀器、週邊設備之購置費，不得移作他用。 

（五）本中心各儀器及中心辦公室之使用空間、空調除濕等支援設備及維護、水電使用以

及相關之行政支援，由本校相關系所提供。 

四、儀器之運作管理 

（一）本中心各儀器之運作，由研發處督導，各儀器於申請下年度計畫時，應繳交當年度

服務績效及自評報告，經本中心審查績效良好者，由本中心向國科會申請。 

（二）本中心各儀器之使用管理要點，由各儀器專家召集用戶代表及技術員共同商定，報

本校研發處核備後，函知國科會，修正時亦同。 

（三）本中心各儀器專家之聘用，於每年計畫開始執行前，由各領域貴共儀管理委員會，

針對每部儀器推薦一名儀器專家，提送「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儀器專家負責督

導儀器之正常運作及技術員之工作品質。 

（四）各貴儀管理單位所屬院系所應支援每部貴重儀器至少二名儀器助教或儀器工讀生之

工作費，以協助儀器之運作與管理。 

 

第三章  共同儀器中心 

一、 各單位自有三百萬元以上儀器設備，得提出運作計畫書，申請加入共同儀器中

心運作。 

二、 各儀器加入運作期間，須闢網頁宣傳介紹儀器及公開服務時段，每週開放時數

不得低於 8 小時。服務時段各儀器得自行訂定收費標準。 

三、 本中心在校務基金設有專帳，各共同儀器管理單位憑單據實報實銷，收支帳目

由中心控管，其財務運作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共同儀器專帳經費之使用僅限於

支付約用專（兼）任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之人事相關經費、工作津貼、酬勞費、

各儀器之維護、耗材、新購或汰舊，不得轉作他用。 

四、 各共同儀器管理單位服務收入應繳至校務基金，除學校扣除百分之二十管理費

外，其餘部份百分之二十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視各共同儀器實際需要統籌

分配，另百分之八十，轉入中心共儀專帳，專款專用。惟本校及中央，陽明，

清華大學四校師生使用，得免扣應繳本校之管理費。 

五、 各儀器管理單位對運作情形負報告義務，每年於三月提出前一年度運作報告，

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進行績效評估，表現優異之儀器，中心優先推薦加入

貴重儀器中心；而年度服務未滿 100 小時之儀器，「審議委員會」得要求該儀器

退出中心運作。 

 

第四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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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國科會停止補助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經費，且其他政府單位、企業及院系所

之經費補助無法支應本貴儀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運作時，本管理辦法即自動失

效，中心約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依規定辦理離職。 

二、本辦法經審議委員會及研發常務會議討論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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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 100年度第 2次毒委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0年 7月 20日上午 10 時 

地點：中正堂 2樓會議室 

主席：葉主任弘德 

紀錄：江美瑩 

出席人員：奈米中心崔主任秉鉞、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應化系蒙國光助理教

授、環工所張淑閔副教授、生物科技學系林苕吟副教授、電子系林

聖迪副教授 

 主席報告： 

前次會議記錄執行狀況：已完成 

一、提案 

提案一：有關毒委會設置辦法第 2條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100年第1次毒委會會議紀錄辦理。 

二、新增系所與台南分部光電學院擔任委員。 

條款 原訂定 修正 

第2條第1款 本會設置委員7人，主任委

員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

之，其餘委員由電子與資

訊中心、奈米中心、工學

院、理學院、電機學院、

及生物科技學院，各推1名

具有專長或技術之專任教

師。 

本會設置委員12-17 人，

主任委員由環安中心主任

兼任之，其餘委員由電子

與資訊中心、奈米中心、

各相關運作毒化物系所，

各推1名具有專長或技術

之專任教師。 

第2條第2款 本會委員任期2年,得連

任。 

本會委員任期2年，任期屆

滿前改選三分之一 

決議： 

1.修正「本會設置委員 7至 12人，環安中心主任及奈米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

員由環安中心視各系、所、中心運作毒化物之種類及數量規劃名額，提請相關系、所、

中心推薦。主任委員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 

  2.本會委員任期 2年，任期屆滿前改選二分之一，得連任。 

3.往後毒委會的會議紀錄，寄備份給運作毒性化學物質老師。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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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二人，環

安中心主任及奈米中心主任

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環

安中心視各系、所、中心運

作毒化物之種類及數量規劃

名額，提請相關系、所、中

心推薦。 

主任委員由環安中心主任

兼任。 

       本會委員任期 2年，任期屆

滿前改選三分之一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7人，主

任委員由環安中心主

任兼任之，其餘委員

由電子與資訊中心、

奈米中心、工學院、

理學院、電機學院、

及生物科技學院，各

推1名具有專長或技

術之專任教師。 

本會委員任期2年，得

連任。 

修改設置委員人

數、成員產生方式及

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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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7年 10月 24日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2月 10日 100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毒性化學物質，防止環境污染，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特依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於本校環保與實驗場

所安全衛生委員會下設置「國立交通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二人，環安中心主任及奈米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環安

中心視各系、所、中心運作毒化物之種類及數量規劃名額，提請相關系、所、中心推

薦。 

主任委員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 

       本會委員任期 2年，任期屆滿前改選三分之一。 

第三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研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策略。 

 二、研議毒性化學物質教育實施計畫。 

 三、審核各單位毒性化學物質之請購、使用、貯存及廢棄。 

 四、研議其他毒性化學物質有關之事項。 

第四條 本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或由主任委員委請之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經主任委員之核定，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提經環保與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員會與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