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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3月 16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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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

（陳慶耀副國際長代理）、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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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姚銘忠副院長代理）、

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資訊學院

曾煜棋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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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居副館長代理）、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黃美鈴主任代理）、

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長、學生議會焦佳弘議長

（林冠宏同學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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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計畫辦公室

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本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紀錄，秘書室已完成，將於會後寄送各副校長、處

室、學院及頂尖中心，本人將於 3月 21日校務會議中向校務會議代表簡報，請各主管利

用春假（校際活動週）期間深思諮詢委員所提問題，儘速完成本校中長程計畫書，務期

於 6月份提送校務會議通過。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1年 3月 9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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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工程四館國際會議廳命名案，請討論。(電機學院提) 

說  明：依據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附件二，P11)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合勤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朱順一董事長歷年捐款累計金額近 1億 3千萬元，已符合該辦法之

規定，擬由合勤朱順一董事長為本校工程四館國際會議廳命名 

決  議：通過，名稱請徵詢朱順一董事長意見後訂定。 

附帶決議：請策略發展辦公室儘速整理本校各捐款人歷年捐款累計明細，研議館舍命名比照

本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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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無 

 

伍、其他事項 

一、請院長分析各學院生師比及其改善之道，春假（校際活動週）後將召開教務相關會議

專案討論。 

二、綜合與會主管意見，逐年降低在職專班招收學生數，為有效改善本校生師比問題方式，

爰請各學院依共識處理之。 

 

陸、散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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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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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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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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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與

人事室整理各類計畫用人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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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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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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目前與人事室整理各類計畫用人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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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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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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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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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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插設旗幟、張貼宣

傳海報及設立報名網頁，並發信通知試行系所主任

及全校系所助理轉知導師生參加。 

二、3月 14日張系國教授演講：預計於 3月 5日設

置活動旗幟、海報及公告宣傳。 

三、4月 25日林百里董事長演講：廣達聯絡窗口預

計於 3月中提供演講主題，確認即開始公告及進行

宣傳。 

以上活動皆使用導師課程時段於中正堂舉行。 

秘書室己

結案 

學務處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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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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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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大樓本週可完成初驗複驗作業。第二次

變更設計施作部分，因近日雨季影響延至 3月 17日

全部完成。本工程預計 3月底前辦理正驗程序。 

將配合校慶前完成驗收程序。本項將另列於行政會議

報告案中，後續由理學院提供相關資料予本處，由本

處彙整後統籌報告。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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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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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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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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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N20 

1010302 

主席報告二：請人事室於一週內完成職員員額

編制表之修編並予各主管知悉，確認各單位目

前人力配置及需求，俾留住優秀公務人員使其

永續在校服務；另教師員額編制表亦應儘速修

編，增加本校 faculty增為 1000至 1200員額，

增加專任教師並降低生師比。 

人事室 

就本校延攬留任管理人才、重要技術性人才避免斷層

進行職缺配置進行規劃，預估修正職員員額編制表可

移列 12名員額至教師員額編制表。 

續執行 

主席報告五：請總務處、理學院於一週內提出

基礎大樓空間分配及搬遷費用等需求，俾利於

3 月初分配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另為活化博愛

校區，計畫新建「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

總務處亦應儘速規劃，俾利預算分配及執行。 

總務處 

理學院 

總務處：有關基礎大樓空間分配及搬遷費用已提出初

步需求，將配合本年度頂尖計畫經費辦理相關搬遷作

業，本案後續由理學院提供相關資料予本處，由本處

彙整後統籌報告。 

博愛校區計畫新建「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前置

委託前期規劃構想書採購案刻正辦理發包，後續相關

作業期程已在規劃當中。本項將另列於報告案中。 

已結案 

 

100N21 

1010309 

主席報告一：「壬辰梅竹」賽因兩校對部分選手

資格認定無法達成共識，而將總錦標賽取消，
學務處 

梅竹籌委會預計於 5月中下旬召開賽後梅竹諮議會

議，並於會議中與清華大學就梅竹賽規則進行討論。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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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友誼賽。應檢討本屆賽事爭議、缺失並良

性溝通，希望未來梅竹賽比賽規則應制度化，

俾使擁有 44年歷史的梅竹賽能繼續舉辦，維持

兩校和諧及良性競爭。 

主席報告二：本學期校長講座第一場於昨日舉

行，邀請哈佛大學數學系系主任，亦為中央研

究院院士丘成桐院士為本校師生帶來「幾何學

賞析」專題演講。未來導師活動時間將安排更

多領域的專家及大師至校演講，俾為學生注入

不同觀點，使其於專業領域外，能以清晰簡單

的語言，帶來基礎且多元寬廣的視野。故希望

承辦單位能徵得講者同意，將其演講內容置放

網頁廣為流通，提供未能到場者上網瀏覽聆聽。 

學務處 

一、3月 7日丘成桐院士演講：演講內容預計於近期

放置於開放式課程網頁(http://ocw.nctu.edu.tw) 

二、3月 14日張系國教授演講：張系國教授表示不

同意授權演講內容開放流通，同時亦不同意演講過

程被錄影紀錄。 

三、4月 25日林百里董事長演講：尚未確認講者授

權意願。 

續執行 

主席報告四：人事室應儘速修編本校職員員額

編制表，確認各單位目前人力配置及需求，暢

通升遷管道，除留住優秀公務人員外，亦能網

羅新進以利業務經驗傳承，活化組織功能。 

人事室 

就本校延攬留任管理人才、重要技術性人才避免斷層

進行職缺配置規劃後，修正職員員額編制表。 

續執行 

主席報告六：人社三館、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

規劃、研究生第三宿舍、基礎大樓及博愛校區

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等總務工程，應加快

腳步儘速完成各相關作業。基礎大樓搬遷作業

應於 8月底開學前完成，受限於搬遷經費不易

籌措，更應愛物惜物，節省搬遷經費。相關預

算亦請總務處與頂尖計畫辦公室研商及協調其

支用科目別。 

總務處 

理學院 

總務處：遵照辦理，擬依各新建工程進度表進行各階

段進度追蹤。並盡速協助基礎大樓搬遷作業與樽節開

支。本項將另列於行政會議報告案中，同時有關基礎

大樓搬遷案，後續由理學院提供相關資料予本處，由

本處彙整後統籌報告。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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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96.4.18  95 學年度第 18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0.11.4  100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人士、團體、公司及行號，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接受之捐贈，包括興建館舍、館舍之重大修繕、購置各種設施、設立講座、

有價證券、獎學金、金錢或其他資產（含各種權利）。 

非以現金或約當現金捐贈本校者，其價值應經公正客觀之鑑價。 

第三條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品及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

動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

動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免費使用

運動設施，於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館，

作為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或校園景觀命名，

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運動場地或校園

道路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得為該館舍

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繕空間由捐贈人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價範

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十、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園道路及館舍之命

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訂之。 

十一、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政會議決議。 

第四條 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文化獎章頒給辦

法」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第五條 本校應定期將所有捐贈者芳名，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出版刊物之捐贈者芳名錄內或

捐助之相關建築物牆或柱面，並定期公佈用途。捐贈者並得匿名。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