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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5月 15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代理校長 

出  席：黃志彬副校長（請假）、陳信宏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台南分部杭學鳴主任、

裘性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

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

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俞明德院長、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劉奕蘭副院長代理）、

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王雲銘所長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張玉佩主任代理）、

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王敏銓副

教授代理）、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

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

主任、學生代表陳信同學（請假）、學生代表陳建嘉同學（請假）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

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保管組戴淑欣組長、陳瑩真專員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各學院師資員額應考量各專業領域及未來發展整體規劃，並積極延攬優秀人才及系教評

應提早啟動徵聘等相關作業，且視作業進程及時告知應徵之當事人已進行之程序步驟為

何，避免人才流失、另擇他校；校教評會議開會時間亦請彈性調整，以符徵聘作業之需，

可採校教評通過聘任時先給予草聘等彈性措施。請人事室建立中英文版之新聘教師作業

流程。 

二、高教發展正面臨教學創新、知識創新及區域創新等轉型期，本校配合教育部推動之「大

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請電機學院及生科學院應有積極作法，儘速提

出試辦計畫報部。另請通識教育研商部分課程予各學院自行開設及請資訊學院研商至各

學院開設應用及教學相關課程之可行性。 

三、請學院院長應主動關心並協助支援新聘教師建置教學研究實驗室及設備，尤以近期延攬

之跨領域人才等，因新進教師對學校行政體系及相關作業流程不熟悉，更需院系所等主

管主動協助關切提攜，並視其研究領域給予適當支援，亦指導及培養其申請研究計畫。 

四、請總務處積極規劃外籍生活動使用空間、教職員餐廳再造及圖書館七樓（主計室、人事

室、國際處及研發處等單位遷入）之搬遷作業。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4年 5月 8日召開之 103學年度第 26 次行政會議）已電子郵件傳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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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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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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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處報告： 

（一） 校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於本年5月3日起至5月11日止共有11個教學單位完成自我評

鑑實地訪評作業，此時期共有10個教學單位獲得「優」及1個教學單位獲得「良」之

評鑑結果。目前尚有9個教學單位尚待完成實地訪評作業。104年度本校教學單位自我

評鑑結果總表如附件二（P9-11）。 

（二） 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領袖學程於104年5月11日至05月12日在工程三館戶外廣場辦

理設計思考系列活動「美感互動計畫」，學生於本學期的設計思考工作坊中反思美感

教育議題，並以校園「美感互動計畫」作為實踐行動，以推動設計思考訓練之效益。

預期在集體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提升學生對於校園環境與美學的重視。預期參與人數

達120人次。 

 

四、學務處報告： 

（一）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教育部全國大專聯賽及全國大專運動會連傳捷報！ 

      1.103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聯賽：棒球代表隊獲得一般組冠軍，女排代表隊獲得一般

組冠軍，男排獲得公開二級亞軍，足球獲得公開二級季軍。 

      2.104年度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共獲得 6金 3銀 4銅之佳績，其中男羽代表隊獲得

一般男子團體賽冠軍，射箭代表隊獲得一般男子團體賽亞軍、一般女子團體賽季軍，

女羽代表隊獲得一般女子團體賽季軍；傳科系張芳語同學在公開女子組 200公尺及

400公尺自由式兩項目打敗國手，勇奪金牌，為交大校史首面全大運游泳公開組金

牌！ 

（二）104學年度運動績優生招生共有 19系 23個名額參與招生，總計 110位考生通過學科

能力審查；3月 22日舉行運動績優學生術科考試，3月 31 日進行聯合分發登記選系，

共有 17位考生選填上本校各學系，於 4月 27日完成報到。 

（三）「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案報告：本次修正重點

為將甄選類別之一的「學藝類」正名為「才藝類」，名確定義獎勵資格；並修正第四條

審查小組組成方式，原為學務長擔任召集人，邀請公正人士六人組成審查小組，修正

為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推派一位教師代表組成審查小組，組成成員更具

代表性。本案業經 104 年 5月 7日 103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附件三，

P12-13)，檢附修正後全文(附件四，P14)。 

（四）2015 UST Wonderful 4 U 精彩台聯大~社團春綵風~四校聯誼活動，於 5月 2日(六)11

時盛大開幕，約計有 200多位交大、清大、中央及陽明大學學生社團同學參加。透過

各項趣味活動巧妙將活動地點融入交大十四景、楊英風雕塑十三景與浩然圖書館八景

等，讓參賽同學更加認識交大之美；藉由互動與交流，拉近四校學生們彼此距離，體

驗互信互助的團隊合作精神，形塑四校一體的認同感，創造屬於四校的 Wonderful 

World！ 

（五）魔術社在進行各項魔術表演及教學之餘，將於 5月 22日(五)晚上 7時在本校中正堂舉

辦「2015聯合慈善魔術晚會」，將邀請仁愛之家、家扶中心等小朋友到場免費欣賞，

希望帶給觀眾一場不可思議穿越時空的全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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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03學年度學藝性社團（攝影社、陶藝社、美術社、漫畫社及 POP廣告研習社、數位

音樂社）年度盛事-社團創作成果聯展，於 5月 7日(四)中午 12：00假藝文空間開幕

茶會中展開，邀請社團指導老師蒞臨指導外，還有多位師長到場為同學們加油打氣，

激勵學生努力創作提昇學校藝文風氣。 

 

五、總務處報告： 

（一）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於 1月底申報竣工、3月 17日完成工程初驗程序，初驗缺失施工

廠商已於 4月 25日函復缺失改善完成，已於 5月 13日開始進行初驗複驗作業，目前

仍持續辦理初驗複驗中。 

（二）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已完成食品路臨時出入口設置、洗車

台、施工圍籬、工務所設置、施工道路鋪設及鋼軌樁打設等工程，並於 4月 2日完成

綠建築評定，5月 6日耐震標章審查通過。目前進行智慧建築標章審議、基礎開挖、

土方運棄作業。 

（三）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已完成工務所與施工圍籬、洗車台設置、鋼軌樁打設、基礎

開挖及土方運棄作業，目前進行地下二樓底板鋼筋綁紮作業中。 

（四）因台灣地區久旱不雨，水情不佳，行政院特訂定「機關學校部隊抗旱節水行動原則」

(附件五，P15)，請各機關學校自 104年 4月 1 日起落實各項節水措施，本處再次呼籲

全校師生共體時艱節約用水，珍惜有限水資源的使用，以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影響

校務發展。 

 

六、 研發處報告： 

（一）本校「104年度師生榮獲重要學術獎表揚茶會/第十屆產學技術交流卓越貢獻獎暨第 19

屆科林論文獎頒獎典禮」將於 104年 6月 5日(五)12時於浩然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

議廳舉辦，歡迎踴躍參與，共襄盛舉。 

（二）「 NCTU Startup 703」開放校園創業團隊進駐申請： 

      交映樓 703空間將於每上、下學期各開放一次由校園創業團隊申請，符合資格者，進

行進駐審查書審作業，依分數高低依序錄取進駐，每次至多錄取 8組團隊，進駐期間

以半年為限，免費享受相關創業資源。申請資格如下： 

      1.2人以上之校園創業團隊，成員 50%為交大教職員生，且尚未成立公司。 

      2.以能將創業構想形塑商品化(產品/服務)為主，不限領域。 

      3.構想/技術須為團隊所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104學年度上學期收件時間為 104年 5月 15日(五)至 6月 8日(一) 13時止，作業辦

法及申請表下載：http://rd.nctu.edu.tw/ic_news&dbid=w7xj。 

（三）各項研究計畫徵求： 

      1.科技部徵求 105年度「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構想書：校內收件日至 104年 7

月 27日止。 

      2.科技部徵求 104年度「網路社群巨量資料研究：先導型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4 年

6月 25日止。 

      3.科技部 105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落與社會發展研究」、「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

展：典範與挑戰」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等 3項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

http://rd.nctu.edu.tw/ic_news&dbid=w7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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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至 104年 7月 28日止。 

 

七、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新/續簽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
簽署
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學院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日本 
近畿大學 
(Kinki 
University) 

[新簽] 
學術交流協議
書、交換學生協
議書(另附件 1，
p.1-p.5) 

本校國際處代表團於
2015年亞太教育展
(APAIE)與該校國際學
生交流中心主任會面。
日本一直為本校學生出
國交換熱門選擇，該校
位於大阪，交通便利、
科系多元，且提供英語
授課。 

No due 

NCTU 
紐西
蘭 

奧克蘭理工大學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新簽] 
交換學生協議書
(另附件 2，
p.6-p.12) 

該校座落在紐西蘭最大
城市奧克蘭，交通便
利、環境宜人，本校同
學應有極高的意願前往
交換。該校 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系主任 Prof. Felix B. 
Tan曾訪問本校管院，
今年 2月黃寬丞老師也
拜訪 AUT，雙方進行學
術交流討論。目前擬先
簽署交換學生的協議。 

5年 

國際
半導
體產
業學
院 

日本 

京都工藝纖維大
學 
(Kyot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新簽] 
學術交流協議書 
(另附件 3，
p.13-p.15) 

該校設置於 1949年，位
於京都，重點領域涵蓋
材料科學、工藝學、纖
維學等。該校與本校合
作意願極高，擬先建立
院級學術交流協議。 

5年 

NCTU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續簽] 
學術交流協議書 
(另附件 4，
p.16-p.17) 

該校自 2010年與本校
簽有校級學術交流協
議，並與本校社會文化
研究所簽署交換學生合
約，雙方學生交流往來
密切。該校為亞洲頂尖
大學之一，擬續簽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以延長
兩校交流合作。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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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 104 年 5 月 7 日臺教文(五)字第 1040059242G 號函核配本校 104 年度設置外國

學生獎學金新台幣 146 萬元，此補助款將納入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經費統籌運用。本

校外國學生人數逐年成長，102 至 103 年度獲得之補助款分別為 58 萬 7,000 元及 102

萬元，102年獎助 21人，103年獎助 43人，補助額度及人數均逐年增加。 

（三）重要外賓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04/05/11 
加拿大 

維多利亞大學 
校長 

Dr. Jamie 

Cassels  

2013年 11月，本校謝漢萍副校長

率團訪問該校，積極推動簽訂姊

妹校合約並擴展雙聯學位等合作

機會。該校透過教育部國際與兩

岸教育司聯繫回訪本校，具體討

論兩校可合作之領域。 

（四）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 103 年試辦計畫，與本校並列特優之淡江大學，104 年 5

月 8日(五)由該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李佩華國際長率該處 13位同仁拜訪本處，兩校同

仁依業務內容分組深度會談，彼此學習獲益良多。該校為增進教師英語授課能力，每

年辦理全英語課程授課教師專業知能海外研習，並於暑期延聘姊妹校專業教師到校開

設教學工作坊，其作法值得本校參考。 

 

八、頂尖計畫辦公室： 

（一）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優秀人才赴國外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案，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採

後端審查模式（由國外合作學校推薦自行申請並獲錄取之學生予頂大聯盟，並需經頂

大聯盟審議通過）後，美國哈佛大學自即日起亦一併改採後端審查模式。 

（二）本校協辦頂大計畫「生技醫藥」記者會，將於 104 年 5 月 19日（二）於教育部舉行，

本校展示之亮點成果包含材料系劉典謨教授的「加速傷口復原的智慧型凝膠醫材」、

材料系陳三元教授的「新劑型磁性抗癌藥物載體」與生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吳重雨教

授研究團隊的「應用於癲癇治療之植入式晶片系統」。 

主席裁示：再次強調務請人文社會學院、客家文化學院、管理學院、科技法律學院及等學院，

多鼓勵優秀學生或畢業校友踴躍參與頂大聯盟選送學生國外一流大學之研修申

請。 

九、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已在資訊課程網上提供 MATLAB入門、MATLAB進階，Excel 2013等

線上課程，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多加利用。資訊課程網網址為: 

https://training.it.nctu.edu.tw。 

（二）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將於 104年 5月 27(三)上午 10時至 12時於浩然國際會議廳 A廳(圖

書館 B1F)舉辦「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特聘智慧財產局宣導講師，來為大

家解開智慧財產權的疑難雜症，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第四條修正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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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校院長遴選經公開徵選二次仍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遴選委員會已盡力徵求

人選，遴選委員會得推薦已產生之一位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

請重新遴選。以利院長遴選作業順利完成。 

二、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第 4條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六（P16-17）。 

決  議：修正後通過，條文修正為｢遴選委員會因實質困難，無法產生 2位以上之人選，得專

簽將一位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案由二：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要點」第十六點、第十七點及第十八點修正案，請討論。（總務

處提） 

說  明： 

一、 本校現行財物報廢減損制度，係由使用單位填製報廢毀損單，送保管組審核並彙整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減帳。惟依「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8點、第15點及

其附件4-4財產減損處理流程(附件七，P18-19)之規定，財產之減損應由財產管理

單位根據使用單位所敘減損情形及有關文件填造財產減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減

帳。為符合法令規定，並兼顧行政程序，爰依法修訂本校財物報廢減損流程及表單

(附件八，P20-23)，並修正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要點」第十六點。 

二、 增列第十七點第三款報廢財物之處理方式，以符實務上需要。 

三、 另併同修正第十八點誤植之點序號。 

四、 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要點」第十六點、第十七點及第十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九（P24-28）。 

決  議：通過。 

附帶決議： 

      一、基於資源回收再生利用及愛物惜物，報廢之電腦及尚堪用之傢俱設備，請研擬洽

談學生或服務性社團或公益性團體協助維修整理後，主動送予偏遠鄉區之中、小

學校或弱勢團體使用，並請建立前述措施之標準作業流程。 

      二、請將本校年度（近 3 年）報廢之電腦及週邊設備數量及其流向，於會後提供予主

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時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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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3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項次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

形 

1 
10316 

1040130 

主席裁示：請人事室應研擬建立依規足

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者之方

式，並應包含有若未足額時之預警機

制。 

人事室 

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之預警機制，由於本校截至目前為

止仍超額進用，已於第 20次會中報告管制機制。 

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預警機制，已建立本校未足

額進用身心障礙者處理措施，並於第 27次會中通

過，自 104年 8月 1日起實施。 

擬結案 

 

2 
10318 

1040306 

主席報告：請總務處與校友協商合作有

關大學路新建大樓由本校租賃宿舍之

可行性。 

總務處 

已與學務長及住服組組長討論本校宿舍目前供需情

形、研三舍竣工後之供需變化及向外租賃對學校收入

造成之影響，將依據住服組提供學生住宿需求量及學

生期待房型坪數、價格等資訊與校友協商未來租借方

案與折扣。 

經洽詢暐順營造，告知大學路建案部分樓層使用尚在

規劃(如：美食街、旅館……等)，且套房出租價格尚

未定案，將視工程進度持續與校友洽商本校租賃宿舍

之可行性。 

續執行 

主席報告：請教務處與通識教育中心研

擬規劃增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

心 

教務處：經盤點 103上學期開課數量以及內容，各院

系已持續辦理書報討論(專題演講等)納入性平相關

宣導、開授性平教育相關課程、以及性平議題融入式

教學課程，將請各單位持續辦理。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中心每學期均有開設性別議題相

教務處

已結案 

通識教

育中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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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如婚姻與家庭、動漫文化與性別、愛情的法

律學分、性別與個人發展等、愛情與婚姻-從古典到

現代等課程，並配合教育部每年抽查進行訪視，本校

並訂有「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課程開課獎勵辦法」

鼓勵教師開授性平課程，本中心擬配合持續增設性別

平等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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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104年度教學單位自我評鑑結果 

編號 單位名稱 評鑑方式 結果 

1 電機學院 自評 5/13 

1-1 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1-2 電機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1-3 電控工程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1-4 電信工程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1-5 光電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1-6 顯示科技研究所（設碩士班） IEET 免評 

1-7 電機資訊學士班 IEET 免評 

1-8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

學程 
IEET 免評 

1-9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自評 優 

1-10 生醫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自評 5/18 

2 資訊學院 
院
系
所
合
併
自
我
評
鑑 

優 

2-1 資訊工程學系 優 

2-2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優 

2-3 網路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優 

2-4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優 

2-5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良 

2-6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優 

2-7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暫緩評鑑  

3 工學院 自評 優 

3-1 土木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3-2 機械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IEET 免評 

3-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奈米科技

碩士班、奈米科技博士班） 
自評 5/12 

3-4 環境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優 

3-5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自評 優 

3-6 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 暫緩評鑑  

3-7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加速器光源科

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自評 優 

3-8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自評 優 

3-9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自評 優 

4 理學院 自評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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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評鑑方式 結果 

4-1 電子物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優 

4-2 
應用數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數學建模與科學計

算碩士班） 

自評 
優 

4-3 
應用化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分子科學碩士班、

分子科學博士班） 

自評 
優 

4-4 統計學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優 

4-5 物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優 

4-6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自評 優 

4-7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暫緩評鑑  

4-8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自評 優 

5 管理學院 AACSB 免評 

5-1 管理科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AACSB 免評 

5-2 經營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AACSB 免評 

5-3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設交通運輸碩士班、交通運輸

博士班、物流管理碩士班、物流管理博士班) 
AACSB 免評 

5-4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AACSB 免評 

5-5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設資訊管理碩士班、資訊

管理博士班、財務金融碩士班、財務金融博士班） 
AACSB 免評 

5-6 科技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AACSB 免評 

5-7 科技法律研究所（設碩士班） 
與科法組合

併自我評鑑 
優 

5-8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 AACSB 免評 

5-9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 AACSB 免評 

5-10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本專班除科法組外，其他組

別通過 AACSB認證】 
自評 優 

5-11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法組 
與科法所合

併自我評鑑 
優 

6 人文社會學院 自評 優 

6-1 外國語文學系 （設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自評 優 

6-2 英語教學研究所（設碩士班） 自評 優 

6-3 傳播研究所（設碩士班） 自評 優 

6-4 應用藝術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優 

6-5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5/20 

6-6 教育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自評 優 

6-7 音樂研究所（設碩士班） 自評 優 

6-8 建築研究所（設碩士班） 自評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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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評鑑方式 結果 

6-9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暫緩評鑑  

7 生物科技學院 院
系
所
合
併

自
我
評
鑑 

5/21 

7-1 生物科技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5/21 

7-2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5/21 

7-3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5/21 

8 客家文化學院 自評 5/15 

8-1 人文社會學系（設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自評 優 

8-2 傳播與科技學系 自評 良 

8-3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自評 優 

9 光電學院 
院
系
所
合
併
自

我
評
鑑 

優 

9-1 光電系統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學位學程) 優 

9-2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學位學程) 優 

9-3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學位學程) 優 

9-4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優 

10 
通識教育相關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

心、藝文中心、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等） 
自評 良 

備註：資料更新至 104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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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黃美鈴學務長                                記錄：蔡育鯉 
出席：陳信宏教務長(宋開泰副教務長代)、陳俊勳總務長(請假)、周世傑國際長(安華正主任

代)、杭學鳴院長(洪崇智主任代)、曾煜棋院長(陳穎平老師代)、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

代 )、李耀坤院長(楊一帆副院長代)、俞明德院長(王耀德主任代)、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長

代)、曾成德院長(請假)、張維安院長(請假)、柯明道院長(請假)、劉尚志院長(陳俊元老師代)、
蘇育德主任委員、袁賢銘館長(林龍德組長代)、蔡錫鈞主任(請假)、楊淑蘭主任(呂明蓉組長

代)、黃杉楹主任(巫慧萍組長代)、呂文明主任 
各學院教師代表：王毓駒老師、林奕成老師、鄭雲謙老師、陳振芳老師、黃兆祺老師、陳姵

樺老師、薛景文老師(陳俊元老師代)、吳俊育老師、羅烈師老師(請假)、林萬里老師 
學生代表：蔡律安、賴宏豪、李冠緯、洪東緯(蘇倍筠代)、柳昱謙(請假)、羅辰碩 
列席：柯富祥副學務長、蔣崇禮組長、辜偉哲組長、李育民組長、林炯源組長、巫慧萍組長、

許鶯珠主任(高祺淳代)、余沛慈主任、劉美華主任、曾能昌、劉佳雯 
 
壹、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2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附件 1,P.1-P.2)業於 103 年 5 月 16 日以電子信傳送各委

員，並請參閱執行情形(附件 2,P.3-P.4)。  
二、主席報告：本次議案較多，請委員參閱各組室書面工作報告。 
三、學務處各組室工作報告：請參閱(附件 3,P.5-P.14)。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略)  
案由二：(略) 
案由三：(略) 
案由四：(略) 
案由五：本校「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案，請討論。(學生事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為獎勵學生在學期間，在體育、學藝及服務三方面表現傑出為校爭光者，於八十八

年特設立「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經承辦單位多年實務經驗顯現，學藝類

與學術表現不易清楚界定，為避免疑義，爰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項目名稱「學藝類」為

「才藝類」。 
(二)修正第四條審查小組組成方式，原為學務長擔任召集人，邀請公正人士六人組成審查小

組，修正為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推派一位熱心學生事務工作之教師代表組成審

查小組，以符實際運作狀況。 
(三)檢附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14,P.42-P.43)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5,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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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辦法修正需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報告後實施。 
決  議： 

1. 修正第四條：審查程序：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推派一位教師代表

組成審查小組，並就推薦個案從嚴審查，獲獎人數上限以每屆畢業生總人數之

1%為原則。 
本案經以上修正後通過。============ 以下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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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 
 

 
 

八十八年六月十日八十七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六月二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十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七年六月六日九十六學年度第十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0 四年五月七日一 0 三學年度第一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主旨：本校為獎勵學生在學期間，表現傑出為校爭光者，特設立「國立交

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頒授對象：本校應屆畢業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 

三、 甄選資格：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於下列各類別中表現傑出， 經相關業務

單位推薦者。 

(一) 體育類：在校期間參加校代表隊，並代表本校參加校際性比賽，榮獲

佳績為校爭光，經體育室推薦者。 

(二) 才藝類：在校期間代表本校參加校際性競賽，成績優異為校爭光，

經課外組或其所屬單位推薦者。 

(三) 服務類：在校期間積極參與全校性事務工作，或舉辦、領導重要活

動等，任勞任怨，著有績效，或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服務等，為校

爭光，事蹟卓著，經相關單位推薦者。 

學術類傑出表現者校內另有推薦表揚管道，不列入本辦法推薦甄選對象。 
四、 審查程序：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推派一位教師代表組成審查

小組，並就推薦個案從嚴審查，獲獎人數上限以每屆畢業生總人數之 1%
為原則。 

五、 獎勵辦法：獲選為表現傑出獎得主，於該年畢業典禮公開頒獎，以示獎勵。 

六、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報告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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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機關學校部隊抗旱節水行動原則 

一、請各機關學校部隊立即清查用水設備(含所轄公廁)有無省水標章，並立刻

汰換無省水標章之用水設備，每週將清查與汰換結果回報經濟部水利署。

若受限於經費不足，非省水水龍頭可改採加裝起波器、省水墊片或調整水

栓關小出水量，無省水標章馬桶加裝兩段式沖水器或置入裝水的寶特瓶。 

二、為節約用水，請限水區域內之各機關學校部隊自 104年 4月 1日起落實下

列措施： 

(一) 在不影響安全及衛生下關閉三分之一的水龍頭。 

(二) 暫停大樓外牆清洗。 

(三) 暫停使用游泳池、水療設備(包括自用及對外營業者)。 

(四) 公務車輛減少洗車次數，並僅以水桶取水擦拭，禁止以水管直接噴水洗車。 

(五) 暫停以自來水澆灌草地、花園及盆栽。 

(六) 第三階段限水區域國營事業加油站暫停提供洗車服務。 

三、鼓勵乾洗手。鼓勵各機關學校部隊回收飲水機排放水、餐廳洗菜水及空調

冷凝水，或洽當地縣市政府水資源中心取得回收水，用來澆灌草地、花園、

盆栽、清洗環境或工程用水。 

四、請各機關學校部隊於大門或外牆懸掛節水布條，於用水設備上張貼節水標

語或貼紙，宣導節約用水。 

五、注意水費單，發現水費異常增加立即連絡台灣自來公司節水風師協助查漏

維修。 

六、各機關學校部隊請於 104年 4月 1日起於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入口網

站連結經濟部水利署節水資訊網站(http://www.wcis.itri.org.tw/)，並

通知同仁動參加實節水行動。 

七、各機關學校部隊立即規劃並逐年建置雨水貯留或中水回用設施。 

八、節水抗旱期間，各機關學校部隊不宜逕自增抽地下水替代節約水量，以避

免衍生地層下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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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 

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

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

人選，報請校長圈選。

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

請重新遴選。 

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

遴選二次，僅能產生一

位人選，得將該人選報

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

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

遴選。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

其遴選辦法，產生

二 位 以 上 之 人

選，報請校長圈

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

遴選。 

 

本校院長遴選經公開徵選二

次仍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

選，遴選委員會已盡力徵求人

選，遴選委員會得推薦已產生

之一位人選報請校長圈選，以

利院長遴選作業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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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修正草案) 

101年 6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新設學院之院長由校長直接選聘或由學校組織委員會遴選，並得依本準則規定

續任。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院長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各院依其院長續

任規定辦理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院長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意後，

得續任一次。 

第三條  各學院選聘院長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人士擔任。

委員會由七至十三人組成，其中五分之三為該學院內推舉教師代表，其餘由校長敦

聘之。學院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 

現任院長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遴選二次，僅能產生一位人選，得將該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

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第五條  院長於任期中，得由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單位全體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院長職務。 

第六條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之選聘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各學院院長之規定方式

辦理。 

第七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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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公布修正日期：2013-08-15 

• 第 8 點  

國有財產因取得、保管、使用、增減值、報損及報廢等管理情形變動時，

管理機關應依核定公文書或憑證資料，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單、財

產增減值單及財產減損單等憑證（格式如附件三），據以辦理財產產籍及

異動登記（處理流程如附件四）。欄位不敷使用時，得加設輔助之。 

國有財產異動登記之增減事由用語依附件五辦理。 

• 第 15 點  

國有財產已達使用年限，經管理機關核定完成報廢者，財產管理單位應依

據核定公文書填製財產減損單，並依規定程序登入帳卡，註銷產籍。 

 

• 附件四（財產增加、財產移動、財產增減值及財產減損處理流程）  

 
 

http://www.fnp.gov.tw/?page=RuleArtInfo&ART_ID=983
http://www.fnp.gov.tw/?page=RuleArtInfo&ART_ID=990
http://www.fnp.gov.tw/Web/Data/Edict/Rule/1000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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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減損處理流程： 

一、各機關財產凡移交、撥出、

報廢、損失、贈與等足以減

損財產者，應由財產管理單

位根據使用單位所敘減損情

形及有關文件填造財產減損

單（一式 3 聯）。 

二、財產減損單由財產管理單位

編填左上角之「編號」，並加

註「使用年限」及「已使用

年數」兩欄後，移送使用單

位簽認及會計單位審核。 

三、會計單位審核後，報請首長

批示，首長批准後，編填右

上角之「傳票號數」，移送財

產管理單位。 

四、財產管理單位收到該單後，

抽存其第 1 聯，為財產減損

之登記，將第 3 聯送會計單

位辦理會計事務之處理後存

查，第 2 聯送回使用單位存

查。 

 
 
 
 
 
 
 
 
 
 
 
 
 
 
 
 
 
 
 
 
 
 
 
 
 
 
 
 
 
 
 
 
 
 
 
 
 
 

財 

產

減 

 

填     造 
財產減損單 

使 用

單 位 

簽製

傳票 

管 理

單 位 

登 記

財 產

帳 卡 

使 用

單 位 

分  送 
減損單 
第 2 聯 

會 計

單 位 

管 理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機 關

首 長 

會 計

單 位 

分 送 

減損單 

第 3 聯 

附 21 

附件四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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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21 
 



22 
 



23 
 



24 
 

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要點｣ 

第十六點、第十七點及第十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六、財產物品已達報廢年限

且喪失原有效能無法修

復，或可能修復而不符經

濟效益者，使用單位應填

寫「財產/物品報廢申請單」

申請報廢，經保管組填造

「財產減損單」或「物品減

損單」送交使用單位確認，

並會辦主計室，於簽陳校

長核定後，予以減帳。 

在未奉核可處理前，仍應

妥善保管。 

如單價達一定金額 50%以上

( 一 定 金 額 由 行 政 院 訂

定)，需另行陳報教育部核

准後，始得辦理財產帳務

減損。 

十六、財產物品已達報廢年限

且喪失原有效能無法修

復，或可能修復而不符經

濟效益者，使用單位應填

寫財產(物品)毀損報廢單

申請報廢，經陳請校長核

准後予以減帳。在未奉核

可處理前，仍應妥善保

管。如單價達一定金額 50%

以上(一定金額由行政院訂

定)，需另行陳報教育部核

准後，始得辦理財產帳務

減損。 

依「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

點」第 8點、第 15點及其附件

4-4財產減損處理流程(附件 1)

之規定，財產之減損應由財產

管理單位根據使用單位所敘減

損情形及有關文件填造財產減

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減

帳。 

十七、各單位不再使用或已報廢

之財產物品，其處分優先順

序如下： 

(一)依財產物品移撥程序

進行移轉其他政府機

關或公立學校。 

(二)依「國有動產贈與辦

法」得無償贈與政府立

案之私立學校、財團法

人或社團法人。 

(三)對於已失使用效能，而

尚有殘餘價值者，得於

陳請校長核准後，辦理

帳務減損，予以變賣。 

(四)財產物品帳務減損

後，出售予環保署核可

十七、各單位不再使用或已報廢

之財產物品，其處分優先順

序如下： 

(一) 依財產物品移撥

程 

序進行移轉其他政府

機關或公立學校。 

(二) 依「國有動產贈與 

辦法」得無償贈與政府

立案之私立學校、財

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三)財產物品帳務減損 

後，出售予環保署核

可之回收廠商。 

 

一、 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手冊第 66點第 1項第 1

款之規定，增列第三款處理

報廢財物方式，以符實務上

之需要。 

二、 原第三款調整為第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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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收廠商。 

十八、財產物品經報廢手續完成

後，除依本要點第十七點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處分

外，其餘廢品交由保管組依

法處理。木質、布質、紙類、

化學藥品等變質之廢品，各

單位依規定自行處理。 

十八、財產物品經報廢手續完成

後，除依本要點第十八點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處分

外，其餘廢品交由保管組依

法處理。木質、布質、紙類、

化學藥品等變質之廢品，各

單位依規定自行處理。 

修正誤植之點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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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要點 

79.11.19 本校第 15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2.2.10本校第 18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11.30 本校 90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2.10 本校 93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09.23 本校 94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5.23 本校 96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05.02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5月 15 日 103學年度第 2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總則 

一 、為有效管理本校財產物品，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與「物品管理手冊」等相關

法令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財產物品之分類，係依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及相關法令訂定之。 

(一) 財產：包括不動產及單價金額新台幣 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之動產

及無形資產。 

1. 不動產：包括供使用之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 

2. 動產：包含機械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 

3. 無形資產：如電腦軟體、有價證券、權利及軟體使用權等皆屬之。 

(二) 物品：係不屬於前款財產，指單價金額未達新台幣 1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 2年

之設備、用品等，包括消耗用品及非消耗品。 

1. 消耗用品：指公用物品經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者，如事務用品、

紙張用品、衛生用品等。 

2. 非消耗品：指公用物品質料堅固，不易損耗者，如事務用具，餐飲用具、陳設

用具等。 

三 、本要點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 代管資產：財產物品所有權非屬本校，由本校代為管理。 

(二) 使用單位：使用財產物品之單位。 

(三) 保管人：負責保管財產物品之人員。 

(四) 使用人：實際使用財產物品之人員。 

(五) 單位財管人：係指各單位指派統籌管理該單位財產物品相關業務之人。 

(六) 領用人：請領消耗用品之人員。 

 

貳、管理權責劃分 

四 、財產物品之登帳、盤點、報廢等管理業務，由保管組承辦，使用單位應協助配合辦理。

惟圖書仍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五 、本校各使用單位(處、院、所、系、館、組、室、中心、宿舍等)應指定專人擔任單位財

管人，負責管理各單位財產與物品等業務。 

六 、使用單位之保管人應善盡保管之責，妥善保管本校財產物品，隨時監督並注意其使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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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養護情形。如因疏失而招致遺失或損毀，應視情節輕重，依法賠償或議處。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須自行負法律責任： 

(一) 盜賣或侵占國有財產，經查明屬實者。 

(二) 以舊品或廢棄品充抵價值或效用較高之財產，謀取不法利益者。 

(三) 未經核准或未依法定程序辦理而擅為收益、出借者。 

七 、各單位之財產物品，由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共同使用部分，由單位主管

指定專人或由單位財管人擔任保管人。每件財產物品僅歸屬一個使用單位及一位保管

人。 

八 、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狀、他項權利證明書等財產權利憑證，應由保管組或業務單位保管

並設置備查簿，隨時登記權狀等收發情形。 

 

參、財產物品之登記與管理 

九 、財產物品增置經驗收合格後，須做財產物品增加之登記，由購置經辦單位填寫財產(物

品)增加單，作為財產物品登記異動之原始憑證，其相關人員應於單據上簽名或蓋章。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各單位應配合辦理： 

(一) 若甲單位經費出資，供乙單位使用財產物品，則由乙單位保管。 

(二) 若屬「代管資產」者，需於填寫增加單時註明，以利後續辦理財產物品歸還手續。 

十 、各單位保管之財產物品，如因業務關係需移轉他人使用或保管時，需依下列各種不同情

況配合辦理： 

(一) 單位內移轉：由原保管人填寫財產(物品)移交單。 

(二) 不同單位間之移轉：由原保管人填寫財產(物品)移動單。 

(三) 移撥至公務機關：由撥出單位依財產撥出流程填寫財產(物品)撥出單，辦理移撥手

續。 

(四) 贈與給私人機構：由贈與單位依財產贈與流程編製財產(物品)贈與單，辦理贈與手

續。 

十一 、各單位財產物品若需攜至校外(含國內、外)使用時，應填寫「財產物品校外使用單」，

以供財產物品盤點時備查。 

十二 、各單位財產物品不得為任意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如為租賃行為，需簽請核可並會相關單位後，簽訂租賃契約。 

十三 、本校各單位財產物品在增置領用後，由保管組統一製定財產物品標籤交由各單位財

管人分發各保管人粘貼。 

十四 、單位財管人交接時，需填寫「單位財產管理人異動申請單」。單位內保管人若有離職、

交接情形，應辦理財產物品清點移交手續。若有財產物品短缺情事，除有不可歸責於保

管人者，由使用單位主管及單位財管人負責向保管人追繳或賠償。 

十五 、財產物品之盤點由保管組擬定年度盤點計畫，並依「國立交通大學財產物品年度盤

點要點」實施之。 

 

肆、財產物品之報廢減損 

十六 、財產物品已達報廢年限且喪失原有效能無法修復，或可能修復而不符經濟效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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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應填寫「財產/物品報廢申請單」申請報廢，經保管組填造「財產減損單」或

「物品減損單」送交使用單位確認，並會辦主計室，於簽陳校長核定後，予以減帳。 

在未奉核可處理前，仍應妥善保管。 

如單價達一定金額 50%以上(一定金額由行政院訂定)，需另行陳報教育部核准後，始得

辦理財產帳務減損。 

十七 、各單位不再使用或已報廢之財產物品，其處分優先順序如下： 

(一) 依財產物品移撥程序進行移轉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 

(二) 依「國有動產贈與辦法」得無償贈與政府立案之私立學校、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三) 對於已失使用效能，而尚有殘餘價值者，得於陳請校長核准後，辦理帳務減損，予

以變賣。 

(四)財產物品帳務減損後，出售予環保署核可之回收廠商。 

十八 、財產物品經報廢手續完成後，除依本要點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處分外，

其餘廢品交由保管組依法處理。木質、布質、紙類、化學藥品等變質之廢品，各單位依

規定自行處理。 

十九 、經校長核准報廢之財產物品，統一由保管組通知配合之回收廠商，至各單位進行廢

品回收。 

二十 、財產物品發生失竊、天然災害、意外事故，或因不可抗力致遭受損失時，需依報廢

程序處理。 

如因失竊者，需先行向警方報案備查。 

第一項除經報部核可者，得解除責任外；非經報部核可者，皆按本要點第六點規定辦理，

並由保管組辦理財產物品減損登記。 

二十一 、未達報廢年限之財產申請報廢減帳時，需簽請校長核定，由使用單位或保管組報部

核可後，始得進行財產減帳。 

 

伍、消耗用品管理 

二十二 、消耗用品分全校共通使用及單位使用兩類。 

(一) 全校共通使用消耗用品：指由保管組統一請購、登帳保存之一般行政事務用品，領

用人應填送電子領物表單領用。 

(二) 單位使用消耗用品：指各單位依業務需求，自行採購之消耗用品。 

二十三 、全校共通使用之消耗用品，於每月底保管組需進行盤點，並製作相關報表，陳請總

務長核定。 

 

陸、附則 

二十四 、本要點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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