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出

列

記

間：105 年 4 月 22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席：張懋中校長
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請假）
、陳俊勳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請假）、
台南分部黃經堯主任（請假）
、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
俊勳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研發長代理）
、徐文祥國際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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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一帆副院長代理）
、工學院韋光
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何信
瑩所長代理）
、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
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倪貴榮老師代理）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溫瓌
岸老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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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周正欣同學（缺
席）、學生代表黃吏玄同學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
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保管組陳瑩真組長、電工系李佩雯副主
任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5 年 4 月 8 日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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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P14-16）。
三、教務處報告：
（一）跨域學程：本校有21個院系所單位提出跨域學程規劃草案，教學精進計畫補助款已開
始辦理撥款，請各單位利用補助款加強學程課程和建置跨域導師。
各單位跨域學程實施要點和必修科目表已送各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預計於六月教務會
議後正式公告。因跨域學程申請日程為今年七月，為利學生及早上網瞭解訊息，教務
處預計於五月初發出“交通大學跨域學程”宣傳網頁，網頁中將提供跨域學程申請時
間表、各單位跨域學程名稱以及聯絡人等資料，各單位也可提供草案 （含實施辦法和
必修科目表）讓學生參考，並請於草案上加註“正式資料待六月初教務會議核備後公
告”。
（二）暑期課程規劃：教務處與陽明大學洽談規劃跨校「智慧醫學」暑期學程，本校提供基
礎學科與ICT相關學科課程、陽明提供醫學相關課程。本校基礎課程部分，目前規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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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物理、化學共五門課程；ICT課程則規劃CS交傲與其他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共四
門（詳附件二，P17）。九門課中已確認五門會開課，其餘四門正與系所及授課教師確
認中，預計五月中可確定開課科目清單。歡迎各系所提供相關暑期課程，以利充實本
學程。
（三）學術菁英：教育部1月底初審核定本校申請補助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博
士班學術菁英)通過共7單位：電機學院、材料系、管理學院、科法所、理學院、應化
系、環工所，學生名額共28名。2月中教育部邀集獲核定單位召開工作圈會議議定各領
域國際合作模式之細緻規劃及經費支用原則，各獲核定單位將依審查意見及工作圈會
議指示修正計畫書於6月底前再報部複審。
本案每單位每年將獲得最高 80 萬元規劃補助(至多 3 年，須有 50%配合款)，複審通過
後每位選送出國學生每年將獲得最高 150 萬元補助(至多兩年)，選送單位須有 50%配
合款支付學生在國內在學期間獎助學金及相關學習費用。
經陳信宏副校長協調，本案學生經費配合款部分，每生在國內在學期間每月發給 3.6
萬元獎助學金(至多 3 年)，其中 2.6 萬元由學校支持(學生公費)，另 1 萬元由單位負
擔。
（四）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教學發展中心已於 105 年 4 月 14 日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大
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第二期計畫（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主題為「以
XCLS 四維度空間的校園生態，打造交大跨域教育」，第二期計畫將銜接前期精神打開
學科藩籬，建構出更全面也更大規模的跨域學習環境。
（五）105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共 272 人報名(去年 254 人、前年 330 人) 詳如另附
件，多數博士班另一重要生源是逕博(可受理台聯大各校學士班畢業生以及碩士班在學
生申請)。
（六）105 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日前報名截止，初估報名本校博士班 37 人(去年 23 人)、
碩士班 277 人(去年 276 人)，各招生系所報名人數詳如另附件。105 學年度陸生碩博
士班招生分配本校招生名額：博士班 14 人、碩士班 78 人，擬待各系所審查後於下次
行政會議(5/6)提案討論分配各系所招生名額。
（七）「課程期中問卷」於 105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6 日實施，請協助轉知系所教師、並鼓勵
同學至 e3 平台填寫問卷(http://dcpc.nctu.edu.tw/)。數位內容製作中心也將於實施
期間每逢週五發信提醒教師登入 e3 平台，查看學生填答結果。
四、學務處報告：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會議將於 105 年 4 月 28 日(四)11:50 假資訊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敬邀全校導師及業務相關人員參加，交流輔導及授課心得。
（二）課外組已完成暑假營隊企畫書審查作業。本次有 29 個社團、系學會共 33 梯營隊提出
申請，全數通過審查。為確保學生營隊安全，自本學期起營隊公約內新增禁止規劃嚇
人活動之規範，並決議日後各系學會於營隊審查之前，應先將企畫書彙送系辦及系主
任，讓各系能充分掌握所屬系學會舉辦之營隊活動內容及課程規劃。
（三）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於 4 月 21 日召開，研商夏季防汛(防
颱)準備與防溺宣導、105 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消防體驗、國家防災日活動及臺北校區
災害防救演練規劃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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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5 學年度新生體檢醫院遴選結果，由敏盛綜合醫院承辦，新增高密度膽固醇及低密
度膽固醇檢驗，使血脂肪檢驗更具判讀之意義。
（五）國內仍處於流感流行，春假期間有學生因流感重症住院，又適逢期中考期間，衛保組
寄發電子衛教宣導，提醒同學於考試期間注意自身健康。
（六）竹軒交誼廳、讀書室活化工程，目前已由校園規劃組規劃招標作業中，工程預定 105
年 7 月完成。
主席裁示：請研擬規劃安排有意願之校友參訪宿舍活化工程，期爭取校友支援。
（七）統計 105 年 1~3 月份學生宿舍修繕件數共計 998 件。含水電類約 465 件，其他類約 317
件，木作類約 86 件，泥作類約 43 件，窗戶類約 47 件，空調類約 13 件，油漆類約 22
件，鐵作類約 5 件。
（八）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諮商中心心衛推廣活動成果：
1.3 月 19 日舉辦解夢工作坊，自我探索並自我整合，共 12 位學生參加。
2.3 月 30 日舉辦「夢想與現實的交界」講座，分享面對內心低潮階段與追求生涯夢想
的歷程，共 108 人參加。
3.3 月 21 日-4 月 7 日於圖書館大廳舉辦「不完美藥局」展覽，透過展出瞭解校園中較
常出現的完美迷思，在回饋的過程進而自我省思。
4.13 舍紓壓小間和女二舍小客廳值班服務共計 62 人次，提供學生舒壓及情感交流。
5.資源教室辦理 2 場活動尋回真我工作坊及學生慶生會，共計 15 人次參與。
（九）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1.公司說明會：3 月 3 日至 3 月 25 日，共計辦理 60 場，6450 人參與。
2.就業及職涯講座：3 月 30 日辦理「如何準備國家考試與應考策略」講座，考選部邱
華君部長蒞校與同學分享國家考試的最新趨勢及準備方向等相關資訊，。4-5 月預
計再規劃辦理 4 場講座（4 月 20 日彩妝講座、5 月 4 日勞工權益講座、5 月 10 日 BenQ
面試技巧講座、5 月現金流講座-時間待訂），提供同學更多就業及職涯相關訊息。
3.企業參訪：目前已辦理花王、Dell、玉山銀行、飛捷等企業之參訪活動，共計 141
人參與，後續持續規劃辦理 4 月 20 日元大期貨、4 月 22 日 Garena、4 月 28 日就業
中心、4 月 29 日華航、5 月 4 日鼎新電腦等 5 場次參訪。
4.企業職場導師(一對一諮詢服務)：4-5 月間與訊連科技合作，於 4 月 21 日(四)、4
月 26 日(二)、5 月 3 日(二)、5 月 12 日(四)安排業師與同學進行一對一職涯相關諮
詢。
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三，P18）
1.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教育部於 105 年 2 月 5 日同意減價收受
事宜，目前進行相關驗收程序；另目前刻正辦理搬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招標案
採購程序第 6 次上網招標，並積極與使用單位洽談搬遷及相關協調事宜中。
2.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已於 105 年 2 月 1 日召開空間使用
及搬遷檢討會議;同時就後續相關實驗設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進行初步討
論。目前進行 4 樓 B 區柱、牆模板組立作業，5 樓 A 區 Deck 版及水電配管，工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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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進度為 27.5%。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目前進行結構體工程。現正施作北棟 5 樓柱、牆及 6 樓底
板鋼筋組立及南棟 8 樓底版鋼筋組立及水電配管，工程現場進度為 42.01%。
（二）補強本校教職員工之人身安全保障事項
因各產物保險公司已停售非活動型公共意外責任險之僱主意外責任附加險，故自今
(105)年 4 月起，本校教職員工之人身安全及財損，已非屬全校性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
之保障範圍。
為加強教職員工之安全保障，敬請各單位依行政院訂頒「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
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規定，於校內「舉辦活動」、「場地委外」、「場
地出(租)借」或「從事有風險之實驗」時，務必要求主辦與協辦單位根據其活動及場
地風險屬性，辦理「額外投保並保額加倍」，再附加活動舉辦期間責任(包含僱主責任)
等類似相關保險(本案業以交大總保字第 1051002628 號書函週知全校，上開方案亦可
至保管組網頁「表單下載」下載)。
六、研發處報告：
（一）獎項徵求訊息：
1.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受財團法人唐獎教育基金會委託辦理 2016 年「余英時先生人
文研究獎」，自 105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受理申請，獎助人文研究之年輕學者
撰寫專書或博士論文，2016 年「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申請辦法及申請表，請至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頁下載： http://www2.ihp.sinica.edu.tw/ ，敬請符合
資格之師生踴躍逕行申請。
2.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為喚起社會提升科技創新之風氣，開創前曕且具人文關懷之進
步社會為精神宗旨，並為促進人文生活調適，獎勵對科技與人文發展有具體卓越貢
獻之傑出人才，設立「東元獎」；今辦理「第 23 屆東元獎」之甄選，詳細資料請參
閱： http://www.tecofound.org.tw/teco-award/2016/ ；校內推薦日期至 105 年
5 月 6 日，敬請踴躍申請。
3.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為鼓勵國人從事醫、藥科技研發工作，選拔傑出貢
獻者，今徵求「第 12 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頒予「卓越醫藥科技獎」、「青年
醫藥科技獎」及「傑出論文獎」以玆獎勵，詳細之甄選辦法與相關表格，請參閱下
述網址：http://www.ttlbf.org.tw/，受推薦候選人請依所符合之申請資格擇一獎
項提出申請；校內推薦日期至 105 年 5 月 19 日，敬請踴躍申請。
4.科技部自即日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 2016 年「臺法科技獎」
，本獎項係為
促進台法雙方科技合作，科技部與法蘭西學院每年頒發台法科技獎給與一位（組）
符合雙方需要之科學研究之法國或台灣學者，受獎人必須帶動規劃後續之科學交
流，詳細作業說明及申請資料項目，請參考以下網頁：
https://www.most.gov.tw/int/ch ，本校截止推薦時間為 105 年 5 月 12 日，敬請
踴躍申請。
5.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鼓勵國人從事發明創作、獎勵及表揚傑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
與設計人，以帶動創新智慧風氣，促進我國產業技術發展，舉辦「國家發明創作獎」
，
自 105 年 4 月 20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詳細之甄選要點及報名表請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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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創作獎專屬網頁參閱、下載: http://www.nica.org.tw/ ；本校受理推薦時間
至 105 年 5 月 12 日，敬請躍申請。
（二）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將於 105 年 4 月 26 日(二)下午兩點假本校交映樓 703 室舉辦創新
創業與智慧財產權講座，邀請到素有華人發明大王美稱的許履塵先生進行分享，主題
為「智財拼圖競賽-發明要順應人性」，歡迎踴躍參與。
（三）研究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學研合作 5G 產業技術開發專案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5 年 5 月
16 日止。
2.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奈米材料科技於節能減碳及製程之應用」計畫：校內收件日
至 105 年 6 月 14 日止。
3.科技部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RFBR）公開徵求 2017 年臺俄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
畫：校內收件日至 105 年 6 月 13 日止。
4.科技部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FEB RAS）公開徵求 2017 年臺俄雙邊遠東地區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5 年 6 月 28 日止。
5.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辦理 2016「從地方特色出發。徵選宜蘭文化創意」：申請截止日
至 105 年 4 月 29 日止。
6.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研究計畫獎勵辦法：申請截止日至 105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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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新簽] 校級暑期課
程合約書 (另附件
1，p.1-p.7)

本校曾有 1 名學生參加過該
校 Summer Program, 該校提
出與本校簽署暑期課程合約
之合作，並提供參加學生折
扣: 10 位以下每位折扣
US$100, 10 位以上折扣
US$300)。

5 年

[新簽] 院級暑期短
期研究合約書 (另
附件 2，p.8-p.13)

(1) 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是一
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
學，八所常春藤盟校之
一。
(2) 本校幸多講座教授與該
校教授熟識，雙方都致力
於推動學生暑期實習計
畫(每年 2 位，共 8 週)，
擬簽訂院級暑期短期合

3年

單位

NCTU

電機
院

美國

美國

加州大學爾
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普林斯頓大
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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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簽署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單位
作備忘錄。

理學
院

資訊
院

NCTU

(1) 104 年 11 月本校資訊
院、工學院、理學院代表
[新簽] 院級學術交
出訪印尼拜訪該校，並提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出兩校合作交流之建議。

印尼

艾爾朗加大
學
(Airlangga
University)

泰國

先皇技術學
院
(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dkrabang)

(1) 103 年 2 月資訊學院代表
團前往泰國拜訪該校，雙
方皆表示有合作意願。
[新簽] 院級學術交
(2) 該 校 International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College 和 Faculty of
(另附件 4，
Engineering 兩 單 位 擬
p.20-p.25)
與資訊學院建立合作備
忘錄、交換學生合作，開
啟兩校交流。

千葉大學
(Chiba
University)

(1) 該校與本校人社院、理學
院簽有交換生合約。104
[原已簽署]
年有 2 名應藝所學生至該
院級學術交流、交換
校交換，該校則有 1 名學
學生合約書
生至本校理學院短期研
究，本處評估為 B 級學校。 5 年
[新簽] 校級學術交
(2) 今(105)年 3 月亞太教育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展時，該校代表主動建議
(另附件 5，
提升為校級合約。原院級
p.26-p.30)
合約仍有效力，且名額分
開計算。

日本

(另附件 3，
p.14-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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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校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擬與理學院建立交換學
生合作，開啟兩校交流。

5 年

5 年

本校
簽署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單位

電機
院、資 香港
訊院

電機
院

大陸

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原已簽署]
因電機學院蔡德明老師的努
院級 & 系級學術交
力，本校電機、資訊學院與該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校 the Faculty of
(理學院、外文系)
Engineering 同意簽署院級
交換學生合約，期許能促使雙
[新簽] 院級交換學
方學院更密切合作、鼓勵學生
生合約書(另附件
交換研習。
6，p.31-p.34)

5 年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交換
電子系羅正忠教授退休後至
學生、雙聯學位合約
北京大學任教，並積極推動該
書
校軟體與微電子學院與本校
電機學院簽署交流合作協議
[新簽] 院級學術交
書，期許能促進兩院學術交流
流暨雙聯碩博學位
與合作關係。
合約書(另附件 7，
p.35-p.37)

3 年

註：A- 世界排名 200 內 or 交流頻繁。 B- 世界排名 200-400 or 有雙向交流。C- 世
界排名 400+ or 曾有交流或單向交流。D- 無實質交流。(研究機構 - 不列入等級排
名。)
（二）本校「研究實習菁英補助計畫」(NCTU Taiwan Elite Internship Program)延攬優秀
境外生至本校短期研究，第 2 梯次共計 14 名境外生(美國、捷克、泰國、印度等)獲得
經濟艙來回機票補助及 NTD5,000 元之獎學金。第 3 梯次開放申請，將於 105 年 6 月 7
日截止，歡迎全校教師轉知國外合作學校，邀請優秀外籍生來校進行短期研究。
（三）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外籍來校交換生共 146 位申請，較去年同期 98 位申請，成長 49%。
申請件將於本(4)月底送各系所審核，預計 6 月中公告錄取結果。
（四）重要外賓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美國華盛頓大
學
3/25 University
of

Prof.
工學院院長
Dean of College of Michael
Engineering
Bragg

來訪本校電機院與國際處，深化
兩校學術合作。

Washington
3/31

美國伊利諾大  The Nick
學香檳分校馮
Holonyak Chair
7

Dr.
Milton

針對本校光電領域師生進行演講
及拜會校級主管；該校校長與校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明教授
UIUC, Dr.
Milton Feng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Director, High
Speed Device
and Integrated
Circuit Group

上海交通大學
北京交通大學
4/9

西南交通大學

代表預計 6/8 來訪。

吳旦
余祖俊

副校長

朱健梅

廈門大學
南京大學

Feng

摘要

參加本校 120 週年校慶活動

韓家淮
校長助理

左成慈

4/9

參加本校 120 週年校慶活動
北京工業大學

校長

柳貢慧

4/11

謝副校長主持，雙方針對研究生
共同培養協議書討論執行進度，
並與北工大在校生交流。

美國加州大學
Assistant Vice
4/13 河濱分校
Chancellor
UC Riverside

Dr.
Jeff
Kaatz

針對管理學院與商管領域討論未
來可能合作項目。

大陸電子科技
黨委書記
大學

王志強

友誼拜會本校，參訪實驗室，訪
視目前在校電子科大學生。

4/21

（五）人文社會學系香港僑生鄒同學於 105 年 3 月 31 日因流感重症於新竹馬偕醫院住院治
療，已於 4 月 7 日康復出院。期間主秘、學務長、導師、軍訓室教官及國際處師長均
到院探視並給予必要協助，鄒生及其家屬均表示感謝。
（六）境外生活動：
1.陸生活動：105 年 4 月 19 日(二)國際長與學位生及交換生座談，瞭解學生就學狀況。
2.外籍生活動：105 年 4 月 16 日(六)Buddy Program 鹿港文化之旅，57 人參加。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依據自由時報報導，資安公司安全策略長達布斯基（Lance Dubsky）於 2016 臺灣資訊
安全大會表示：「最新的現況是，台灣是全球被網路攻擊最多的地區。我們的客戶有
高達 60%面對攻擊威脅。」。而本校主機也遭受外部來源諸多的攻擊，關於本校「Palo
Alto 防火牆」與「FireEye 威脅防護系統」之統計報告詳如附件四（P19-21）。
主席裁示：本校部分校友於美國從事網路資訊安全業且成效卓著，校友建議本校於暑假期間
開設網路資訊安全課程，由具美國業界經驗的校友擔任講座，合作提升網路資訊
安全。本案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研議，除學生外亦可開放對業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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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中心將於 4 月 27 日(三)下午 2:00~5:00，於中心電腦教室 4 舉辦 Windows XP 升
級訓練課程，課程中將介紹升級前應有的準備工作以及詳細升級安裝步驟。請尚在使
用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之單位，務必派員參加。報名網址:
http://ittraining.nctu.edu.tw，若有報名相關問題，請聯絡承辦人陳小姐(31266)。
（三）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敬請全校各單位
配合使用 ODF 格式做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1.Open Document Format(簡稱 ODF)是一種基於 XML 的檔案格式規範，因應試算表、
圖表、簡報和文書處理文件等電子文件而設置，適於長久保存並可避免版本升級衝
突。其目的為保證使用者能長期存取資料，且不受技術及法律上的障礙。
2.各單位網站提供下載之.doc.xls 等文件，若為可編輯者，須同時提供 ODF 格式；如
該文件為不可編輯類型，則請提供 PDF 格式。此項目將考慮列入日後校園網頁評鑑
評分標準。
3.現有文件如須轉換成 ODF 格式，可直接利用 Microsoft Office 另存新檔功能，將檔
案另存為”OpenDocument 文字”，即可符合 ODF 格式。開啟 ODF 檔案，除 Microsoft
Office 外，可下載免費的自由軟體使用（如：LibreOffice、OpenOffice.org 等）。
4.其他 ODF 相關資訊，請參考資訊中心網站[開放文件格式專區]。
九、圖書館報告：
（一）本校獲得國家圖書館頒布「台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之最佳學術傳播獎公立大學組
第 4 名、最佳學術曝光獎公立大學組第 4 名、知識分享獎公立大學組第 5 名等 3 個獎
項，彰顯本校博碩士論文對學術研究的貢獻，期望以後有更多博碩士論文授權公開，
以增加本校影響力。
（二）殷之浩紀念空間將重新開放，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9:00-17:00，本校教職員生均可
透過圖書館場地借用系統申請借用，歡迎多加利用。
十、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報告：105 學年度續聘原由頂尖大學計畫支應之專案教學人員、約
聘助教及約聘研究人員，自 106 年 1 月起由各用人單位經費(如自籌經費或部門預算分配
額度)支應，說明如下：
（一）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即將執行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結束，106 年頂尖大學計
畫補助經費迄未確定，為因應如果缺少教育部補助經費，105 學年度續聘原由頂尖大
學計畫經費聘用之人員，自 106 年 1 月起續聘經費支應原則：
1.專案教學人員、助教、約聘研究人員由各用人單位相關經費聘用(如自籌經費或部門
預算分配額度)。
2.約聘教師、外籍研究團隊之經費另案研議。
3.全校共通性課程授課教師之經費另案研議。
（二）受限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經費縮減等不確定因素，請原提聘單位衡酌聘期即將屆
滿人員是否仍予續聘。如決定不予續聘時，原提聘單位應至遲於聘期屆滿前 1 個月通
知當事人，並副知相關單位。
（三）嗣後新聘人員，務請於簽案敘明經費來源並會辦經費來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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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事室報告：
（一）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同仁(人事代號為B、D、E、F、G、H、Z、J、O、V、Y)，105年5
月1日勞動節依法為放假，惟本(105)年勞動節適逢星期日，請於6個月內自行於本校
差勤系統中擇日補假。(人事室業於105年4月18日交大人字第1051003474號書函轉知
全校各單位)
（二）有關科技部106年度（第55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各單位如有適當
人選推薦，請申請教師依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及「
本校教師申請離校進修研究或講學辦法」規定，檢具離校研修申請表及離校研修計畫
書(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處下載)送系、院教評會評審後至遲於105年6月3日(五)前
，逕送人事室彙辦。(人事室業於105年4月11日交大人字第1050005682號書函轉知全
校各單位)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博愛校區後門通往學府路土地協議價購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土地所有權人「祭祀公業何錦泉」持有鄰接於博愛校區後門出口及圍牆邊之東山段
二小段 111-1 至 111-5 等 5 筆土地，面積合計 383 平方公尺。因其中 111-5 地號部
分土地位於後校門通往學府路必經之道(通行須用面積約 50.05 平方公尺)，故 97 年
起地主多次來函要求本校全部徵收或價購該 5 筆土地，雙方歷經多年協商仍未達成
共識(詳總務處另附件，P1-15)。
二、按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土徵條例)第 10 條規定，協議價購為徵收前之必要程序。
另徵收補償價金按同法第 30 條規定，於 101 年修法前依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補償，最
高加四成，故補償費或價購金額通常為公告土地現值 1.4 倍；101 年修法後則改按
市價補償。
三、地主於 105 年 3 月再度來函及來電請求本校立即進行最終協商，儘速價購上述 5 筆
土地，且其期望價格為公告現值 1.4 倍(105 年總金額為 3,956 萬元)至市價間。惟 5
筆土地總面積高於本校通行須用面積 7 倍以上，加以近年來校務基金日漸困窘，實
難以支應此筆龐大金額。且現行 111-5 地號部分土地已由新竹市政府開闢為運動設
施場地供公眾使用(詳總務處另附件，P8-10)。經洽該府確認，即使本校徵購後仍難
以收回使用權，故 5 筆土地一併徵購未具使用效益及必要性。
四、本案衡酌博愛後校門合法通行權、減輕本校財務負擔、取得土地之實質效益等因素，
並為兼顧地主權益，擬僅就本校通行所需面積(約 50.05 平方公尺)進行協議價購。
補償價格依 104 年底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價結果，總價約 494 萬元；另按本年度公
告現值 1.4 倍計算之總價約 453 萬元。因徵購面積較小，且為符土徵條例規定，擬
於 453 萬至 494 萬間與地主協議價購。
五、本案若與地主協商完成，相關財源擬提校管會同意支應後，續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
第 1 項第 11 款及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採購事宜。
決 議：請以本校通行所需面積(約 50.05 平方公尺)之公告現值 1.4 倍至市價間與土地所有
權人進行協議價購，並於年底前完成，若仍協議未成則另行處理通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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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修正案，請討論。(理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三條增訂院長續任意願作業方式。
二、依據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第四條，修正本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十
二條。
三、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7 日理學院第 2 次院務會議及 105 年 3 月 11 日理學院院務會議
通訊審議修正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五 ( P22-23)。
四、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請參閱附件六 (P24)。
五、本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
文請參閱附件七 ( P25-29)。
決 議：通過。
案由三： 本校 105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5 年 4 月 1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45200 號函示 105 學度學雜費如不予
調整須填具「105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於 105 年 5 月 30 日前報部備
查；如決議調整則須填「送審表件」於 105 年 5 月 30 日前報部審議。函文及相
關表件請參閱附件八（P30-43）。
二、105 學年度基本調幅為 1.44%，104 學年度未調漲者，由教育部另行核算其調幅上限，
經核算 105 學年度調幅上限為 2.5%。
三、本校如擬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須先行檢視是否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
法」有關「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之審議基準，並完成下列
之校內程序後，報部審議:
（一）資訊公開程序：應於研議期間公告學雜費使用情況、調整理由、計算方法、支
用計畫，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等資訊。
（二）研議公開程序：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方式、組成成員及研議過
程均應公開；其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並應舉辦向學生公
開溝通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四、「104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請參閱附件九
（P44-49）。
決 議：維持「104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不予調整。
案由四：本校與國立台灣大學簽訂之學術合作協議，請討論。(研發處與電子工程學系共同提
案)
說 明：
一、本校與國立台灣大學為增進學術交流，加強學術合作，擬簽訂兩校學術合作協議，
期限 5 年。
二、「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合作協議」，請參閱另附件。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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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本校「工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及｢申請人量
性評估評分計算方式｣修正案，請討論。(工學院提)
說 明:
一、為符合教育部著重「產學合作」績效 之政策，擬修正本校「工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
，將產學合作之相關績效列入審議估標準。
二、教育部教高(五)字第 1040180909 號函（附件十，P50）及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請參閱附件十一（P51-54）。
三、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31 日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記錄請參閱
附件十二(P55)。
四、依據本院於 105 年 4 月 8 日簽會研發處之會辦意見「建議將細則第 5 點第 2 款所提
之產學計畫，及附件一-爭取研究經費所提之產學及計畫建教合作修正為產學合作計
畫」修正辦理。
五、本校「工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及｢申請人量
性評估評分計算方式｣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三（P56-62）。
決 議：通過。
案由六：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修
正案，請討論。(通識教育委員會提)
說 明:
一、教育部教高(五)字第 1040180909 號函（附件十，P50）及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請參閱附件十一（P51-54）。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4 月 12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 104 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會議記錄請參閱附件十四(P63)。
三、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修
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五（P64-77）。
決 議：通過。
案由七：本校「客家文化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部分
規定修正案，請討論。(客家文化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本校 104 年 12 月 16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附件十一，P51-54），修正本校「客家文
化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
二、為符合教育部著重「產學合作」績效之政策，將「產學合作」之相關績效列入審議
評估標準，並增訂評量比重(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三、本案業經客家文化學院 104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十六
（P78）。
四、本校「客家文化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修正
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七（P79-85）。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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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 :本校「科技法律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第三
點、第六點、第八點及「科技法律學院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申請表」修正案，請討
論。(科法學院提)
說 明 :
一、依據「科技法律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第十
二條規定辦理︰本細則經本院院務會議審議，提報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2 月 16 日科技法律學院第 10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
件十八（P86）。
三、本校「科技法律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第三
點、第六點、第八點及「科技法律學院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申請表」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九（P87-94）。
決 議：通過。
案由九：新訂本校「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細則」
及「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案，請討論。（國際半
導體產業學院提）
說 明：
一、本院為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制定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標準等，爰訂
定「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細則」及「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4 月 15 日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請
參閱附件二十（P95）。
三、本校「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細則」及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
閱附件廿一（P96-101）。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其他事項：爾後類似案由五至案由九事項，即係因本校權責單位所訂辦法修正，故各學
院或單位需據以修正細則或子法且修正事項雷同案，請權責單位統收彙提。
陸、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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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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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報告：圖書館藏書部分建議可另闢
書庫存放，以釋出更多空間提供師生
或學生同儕間學習研討、交流之需，
請總務處、圖書館召開會議商討可行
方案提出計畫書予本人。若有必要亦
可規劃至國外觀摩、考察。

1

10401
1040821

總務處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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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狀況

結案情
形

總務處：
續執行
1.依據 104 年 11 月 30 日「浩然圖書資訊中心空間規
劃構想報告會議」紀錄，已請圖書館辦理經費預
估，列出優先項目次序(含漏水整修等)。俟圖書館
就規劃設計工作提出請購單後，依其空間規劃需求
及上揭會議構想建議，辦理委託規劃等事項。
2.圖書館 B1 瑞典查爾默科技大學台灣辦公室移入行
政大樓一節，行政大樓之使用空間業於 105 年 3 月
15 日完成整修，使用單位已於 3 月 19 日完成搬遷
作業。
3.圖書館 3F 國際事務處部分移入行政大樓一節，其
空間區劃及整修工程已於 105 年 3 月 22 日完成招
標，4 月 11 日開工，預計 5 月 30 完工。
4.本處已於 105 年 3 月 30 日完成殷之浩紀念館室內
空間天地牆修復；圖書館已完成原桌椅傢俱復原定
位。
圖書館：依據 104 年 11 月 30 日「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空間規劃構想報告會議」紀錄，已由本館辦理經費預
估，列出優先項目次序(含漏水整修等)。俟本館就規
劃設計工作提出請購單後，依其空間規劃需求及上揭

會議構想建議，辦理委託規劃等事項。
主席報告一：近日與各大醫院主管討論
合作事宜，最大需求即是希望本校充分
利用現有資源及設備，於暑期期間開設
第三學期或短期課程，如：電機、電子、
資訊、管理及人文領域相關課程，增加
醫學院學生之學習廣度，吸引醫科學生
修讀；有關暑假期間之第三學期及短期
課程之學分認證及本校學生修讀是否得
以縮短修課年限、提早畢業此二大議
題，請教務處協助釐清後儘速研議規劃
辦理。

2
10415
1050122

3

主席報告三：為加強學生使用高階電腦
程式語言工具能力，除各學院己規劃者
自行辦理外，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設計
研擬本校 Computer Science｢CS 交傲｣
相關課程供學生修讀。

教務處已於 1/21(四) 教師共識營會議鼓勵各系所規 續執行
劃暑期課程，教務處將協助相關行政業務。另亦將
持續協助國際處、國際半導體學院及相關系所規劃
國際交換生或境外學生之暑期課程。
關於學生暑期選課，學校將暑修課程視為正規課程。
陳前教務長已於上學年第 2 次教務會議中報告，經
過調查，選修暑修課程的學生，其目的為重新補修
學分的人數遠遠少於非重新補修學分的學生人
數，故請各系所盡量將暑修學分列為畢業學分，以
利學生之修業規劃。而短期課程之學分，經各系所
同意並採列為畢業學分者，亦可辦理學分抵免予以
認證。
大學法第 26 條規定學生修讀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
以四年為原則（八個學期）。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
之「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作業要點」規定，本校學士班學生修滿本校及所屬
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者，若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得申請提前於
第六學期畢業，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者得申請提前
於第七學期畢業。
資訊技術服 配合學校「CS 交傲」目標，資訊中心將與教務處合 已結案
作，於暑假開設「程式設計初體驗」課程。資訊中心
務中心
也將於 105 學年度開設「PHP 網頁應用程式設計」、
「JavaScript 網頁程式設計」、「系統與網路管理實
務」
、
「網路路由與交換」
、
「網際網路技術與應用」及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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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初體驗」等資訊相關課程供全校學生選
修。資訊中心也將協助人文社會學系開設「資訊科技
概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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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智慧醫學暑期跨校選修學程規劃表
分
類

基礎
學科

學分
開課方式
數

課 程 名 稱

開課單位

化學（一）

應化系 李大偉老師

3

網路課程

暑修課程
Pre-U 課程

化學的巨觀世界

應化系 李大偉老師

3

網路課程

Ok

微積分（一）

應數系 莊

重老師

3

網路課程

確認中

物理（一）

電物系 簡紋濱老師

3

網路課程

暑修課程
Pre-U 課程

物理（二）

電物系 簡紋濱老師

3

網路課程

暑修課程

CS 交傲（CS100）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計概小
組

3

面授

暑修課程

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

資工系

3

面授

暑修課程
詢問開課老師中

資料結構

資工系

3

面授

暑修課程
詢問開課老師中

基礎程式設計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黃世昆
老師

3

面授

暑修課程
詢問開課老師中

ICT

17

附件三

重大工程施工狀況照片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施工情況-1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施工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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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本校「Palo Alto 防火牆」與「FireEye 威脅防護系統」之統計報告
Palo Alto 防火牆 – 針對「行政區」與「教學區」於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外部攻擊防
禦統計：
1)
各月份外到內封鎖 Threat log 總數量比較

2)

各月份外到內封鎖事件數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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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稱

說明

預防或解決

SCAN: Host Sweep

掃描使用 140.113 開頭的主
機是否存活

個人使用的主機關閉 Ping 回
應

Session Limit Event

外部主機與內部主機於短時
間內有大量連線

需掃毒或進行異常處理

Sipvicious.Gen User-Agent
Traffic

使用 VOIP 之稽核工具，測試 VOIP 使用者產生碼宜使用特
對方網路電話系統是否存在 殊字元編碼或不常見之產生
弱點
碼

MAIL: User Login Brute-force
Attempt

使用暴力破解方式嘗試 Email 將密碼設嚴謹(參考[註 1])
的帳號密碼

MS-RDP Brute-force Attempt

使用暴力破解方式嘗試遠端
連線的帳號密碼

將密碼設嚴謹

防禦設備
DNS ANY Queries Brute-force DOS 攻擊的一種
DOS Attack
3)
FireEye 威脅防護系統 – 針對「行政區」於 2016 年 1 月至 3 月的被植入惡意程式次
數：

惡意程式名稱

說明

Trojan/Bot

Trojan 為一種遠端管理工具，可窺視電腦中機密、進行惡意攻擊、
讓攻擊者使用該台主機…。
Bot 為一種遠端管理工具，使該台主機像傀儡一般讓操作者任擺佈
執行各種惡意行為。

Backdoor/InfoStealer

Backdoor 會偷偷開啟進出用戶電腦系統的管道，通常被運用來盜入
安全系統。
Infostealer 是一種特洛依木馬，會試圖從受損電腦上竊取資訊。

Worm

Worm 是一種自含程式（或一組程式），可將本身的功能或程式碼
20

的一部份散播到其他電腦。這種病毒通常是透過網路連線或電子郵
件的附件散播。
Exploit/Html

利用瀏覽器漏洞進行傳播的腳本病毒。當用戶訪問包含此病毒的網
站或 HTML 郵件時，就會直接下載病毒文件並自動運行。下載的文
件可以是任意的後門病毒或者木馬程序，被感染的計算機受駭客遠
程控制，成為駭客手中控制的裝置。

iOS/Android

利用 iOS/Android 的漏洞透過網站、應用程式等連結下載病毒文件並
自動運行。

預防方法：避免點選惡意連結、避免開起惡意 Email、避免執行或開起未經確認的檔案、手
持裝置需安裝防毒軟體並安裝經驗證過的應用程式、注意專業社群網路上的詐騙…。[註 2]
註 1: 資料來源：https://isafe.moe.edu.tw/files_1/file/article-kqzzmkcvhz.pdf
註 2: 資料來源：http://blog.trendmicro.com.tw/?p=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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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會議記錄(節錄版)
一、會議名稱：104 學年度第 2 次理學院院務會議
二、時
間：105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中午十二點
三、地
點：理學院會議室（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102 室）
四、主
席：李耀坤院長
記錄：劉佳菁
五、出席委員：電物系：陳永富、周武清、黃凱風、陳振芳
應數系：楊一帆、翁志文、陳秋媛、李明佳
應化系：李積琛、鍾文聖、謝有容
統計所：黃冠華
物理所：林俊源(孟心飛代)、林志忠
學士學位學程：許世英
分子科學國際學程：李積琛
碩士在職專班：陳登銘
六、請假委員：朱仲夏、陳冠宇、廖奕翰、王念夏、陳鄰安

七、議

題：

「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修訂審查。
說明(1) ：現任院長屆滿前 10 月需徵詢現任院長是否有意願續任，現行辦法
並未詳述徵詢作業方式，故於辦法中補充說明之。
說明(2) ：
「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於 104 年 6 月 3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
訂第四條內容如下，請院各系所據以修訂單位主管選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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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得專簽敘明因
實質困難，請同意遴選一位人選，經校長同意後，推薦一位人選報
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決議：(1). 同意修訂辦法第三條。修訂為「現任院長屆滿前十個月，需以書
面表明是否續任。現任院長有意願續任時，應於屆滿前十個月，
由院務會議推選 5 名代表….」，檢附修訂後辦法詳附件 5。
(2). 請人事室釋義「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遴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
選」 是指投票作業前或是投票作業完成後? 待人事室釋義後，本
案可以通訊方式進行審查。

1、

八、臨時動議：無
(僅列與本案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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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務會議記錄節錄版(通訊審議)
時

間：105 年 3 月 11 日（採通訊方式）

委員名單：
李耀坤院長、陳永富教授、楊一帆教授、周武清教授、黃凱風教授、陳振芳教授、
朱仲夏教授、翁志文教授、陳秋媛教授、李明佳教授、陳冠宇教授、李積琛教授、
王念夏教授、廖奕翰教授、鍾文聖教授、謝有容教授、黃冠華教授、陳鄰安教授、
林俊源教授、林志忠教授、許世英教授、陳登銘教授
案由一：「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修訂審查。
說明(1)：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附件 1)及「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
則」(附件 2)於 104 年 6 月 3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四條內容如下，人
事室通知相關單位據以修訂主管選聘辦法。
說明(2)：人事室釋義「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遴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
，適
用於以下兩種情況，兩種情形均需先上簽呈獲校長同意後才能進行後
續作業。
① 公開徵選候選人，僅一位候選人參選。
② 遴選投票作業完成後，僅一位候選人通過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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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得專簽敘明因 實
質困難，請同意遴選一位人選，經校長同意後，推薦一位人選報請校
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決議：本案參與投票委員 22 位，即時回函者 17 位，全數同意，本案通過。
檢附修訂後辦法詳附件 3。

(僅列與本案有關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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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
101 年 6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4 年 6 月 3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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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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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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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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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得專簽敘明因實質
困難，請同意遴選一位人選，經校長同意後，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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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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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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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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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第三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現任院長續任
現任院長屆滿前十個，需以書面表明
是否續任。現任院長有意願續任時，
應於屆滿前十個月，由院務會議推選
5 名代表（本院系級單位及獨立所級
單位各推薦一名教師），組成續任工
作小組，由校長召集並主持續任工作
小組會議，辦理續任投票事宜。
現任院長續任投票作業，由本院專任
教師行使同意投票，同意案若贊成票
超過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含）且不同
意票不超過三分之一者，則視同評鑑
通過並簽請校長遴聘續任之。

三、現任院長續任
現任院長有意願續任時，應於屆
滿前十個月，由院務會議推選 5
名代表（本院系級單位及獨立所
級單位各推薦一名教師），組成
續任工作小組，由校長召集並主
持續任工作小組會議，辦理續任
投票事宜。
現任院長續任投票作業，由本院
專任教師行使同意投票，同意案
若贊成票超過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含）且不同意票不超過三分之
一者，則視同評鑑通過並簽請校
長遴聘續任之。

1、1050307 院務會
議修正通過。
2、增訂院長續任
意願作業方式文
字。

十二、投票結果之處理方式
(一)若有二位以上院長候選人同意票
數超過半數【即當天實際出席投
票者之二分之一(含) 】，且同時
超過所有具投票權人數之三分之
一(含)，則簽提二至三名通過之
候選人請校長遴聘之。
(二)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徵選未能產
生二位(含)以上之候選人，得專
簽敘明因實質困難，陳請同意進
行一位候選人之遴選作業，經校
長同意後，始得進行後續作業。
(三)若僅一位院長候選人之同意票超
過半數且同時超過具有投票權人
數之三分之一(含)時，則推薦該
人選報請校長同意推薦一位人
選，經校長同意後得簽提該位人
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四)若所有院長候選人之同意票皆未
超過半數時則進行第二次投票。

十二、投票結果之處理方式
(一)若有二位以上院長候選人同
意票數超過半數【即當天實
際出席投票者之二分之一
(含) 】，且同時超過所有具
投票權人數之三分之一
(含)，則簽提二至三名通過
之候選人請校長遴聘之。
(二)若僅一位院長候選人之同意
票超過半數且同時超過具有
投票權人數之三分之一(含)
時，則簽提得票最高二名候
選人請校長遴聘之。
(三)若所有院長候選人之同意票
皆未超過半數時則進行第二
次投票。第二次投票，以第
一次投票數居前三名者為候
選人，重新投票。但若候選
人僅有二名，得重新徵求新
候選人。第二次投票若仍無
候選人獲過半數之同意票

1、1050311 院務會
議通訊審議修正
通過。
2、依據本校「各
學院院長選聘準
則」第四條修訂本
條文。
3、新增第十二
條二項文字。
4、原第十二條第
二項修正為第三
項，並新增部分文
字。
5、原第十二條
第三項修正為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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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投票，以第一次投票數居
前三名者為候選人，重新投票。
但若候選人僅有二名，得重新徵
求新候選人。第二次投票若仍無
候選人獲過半數之同意票時，則
由遴選委員會決定重新遴選或簽
請校長遴聘。

時，則由遴選委員會決定重
新遴選或簽請校長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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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八年一月十九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年五月一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五年三月八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五年五月廿六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校級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六年十二月六日院務會議通訊審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七月四日校級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九年十月十九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校級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日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日校級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五年三月七日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一日理學院院務會議通訊審議修正通過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及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訂定之。
二、院長之任免
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長任期三年，連選得續任一次。
院長在任期內不履行公務連續超過半年以上時，其任期自然終止。
不適任院長於任期中得由全院編制內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經全院編制內教師三分之
二以上（含）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院長職務。
三、現任院長續任
現任院長屆滿前十個月，需以書面表明是否續任。現任院長有意願續任時，應於屆滿前
十個月，由院務會議推選 5 名代表（本院系級單位及獨立所級單位各推薦一名教師），
組成續任工作小組，由校長召集並主持續任工作小組會議，辦理續任投票事宜。
現任院長續任投票作業，由本院專任教師行使同意投票，同意案若贊成票超過投票人數
二分之一（含）且不同意票不超過三分之一者，則視同評鑑通過並簽請校長遴聘續任之。
四、成立院長遴選委員會之時機
本院院長於每一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或院長出缺時，應由本院簽請校長組成院長遴選委員
會（以下簡稱遴選委員會），辦理新任院長之遴選事宜。
五、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遴選委員會由七位委員組成並依下列方式產生：
遴選委員會由本院系級單位及獨立所級單位各推薦一名教師，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擔任委
員；另由校長推薦院外公正熱心人士二名共同組成，主任委員由校長指定。遴選委員會
之成員不得為院長候選人，本委員會之出席人數須達全體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二(含)以上
始得開會，並不得代理。
六、遴選委員會之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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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審定院長公開徵選啟事文稿及候選人資格、公告候選人名單及投票時間、地點。
得推薦院外或校外候選人至多二名，參與院內同意投票。
辦理投開票、監票等事宜。
依本辦法第十二條(投票結果之處理方式)規定，簽提新任院長候選人至多三人請
校長遴聘之。
七、院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本院院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 具教育部認可或審定之國內外大學教授資格者。
(二) 在學術上有卓越表現並富行政經驗及領導能力者。
(三) 未曾擔任本院院長二任(含)者。
八、院長候選人之徵選方式
(一) 本院在遴選委員會成立時已在職之理學院專任教師十人以上（外系(所)連署人至
少須達五人）得共同連署推薦一位候選人。
(二) 理學院各系所得各推薦一位候選人。
(三) 院外或校外公開徵求獲遴選委員會推薦者。
九、同意投票
(一) 遴選委員會應辦理本院專任教師對院長候選人之同意投票，並以投票結果做為校
長遴聘院長的參考。
(二) 本院於遴選委員會成立時在職之專任教師均得行使同意投票。
十、投票前作業程序
(一) 候選人應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將學經歷等資料交本院彙整，並召開遴選委員會審查。
(二) 經審查符合條件之候選人資料應併同投票時間、地點等予以公告，並於投票前一
星期內分送本院具投票資格之教師參考。
(三) 院方應於投票前一星期內舉辦院務座談會，介紹各候選人推動院務之理念。
十一、投票及開票
(一) 對院長候選人之同意投票採無記名投票，圈選人數不予限定。投票時因公出國開
會或有要事須至遠地出差者，可委託具投票資格者代為投票；委託書之格式由理學
院統一製作，惟當年度休假、借調及出國進修之教師，投票時必須親自現場投票。
(二) 開票時若某位院長候選人同意票達半數且同時超過具有投票權人數之三分之一
(含)，即終止該候選人之開票。
十二、投票結果之處理方式
(一) 若有二位以上院長候選人同意票數超過半數【即當天實際出席投票者之二分之一
(含) 】，且同時超過所有具投票權人數之三分之一(含)，則簽提二至三名通過之
候選人請校長遴聘之。
(二) 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徵選未能產生二位(含)以上之候選人，得專簽敘明因實質困
難，陳請同意一位候選人之遴選作業，經校長同意後，始得進行後續作業。
(三) 若僅一位院長候選人之同意票超過半數且同時超過具有投票權人數之三分之一
(含)時，則推薦該人選報請校長同意推薦一位人選，經校長同意後得簽提該位人選
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四) 若所有院長候選人之同意票皆未超過半數時則進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以
28

第一次投票數居前三名者為候選人，重新投票。但若候選人僅有二名，得重新徵求
新候選人。第二次投票若仍無候選人獲過半數之同意票時，則由遴選委員會決定重
新遴選或簽請校長遴聘。
十三、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級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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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 民國103 年12 月19 日修正 )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四十四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定學雜費，分為下列二類：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研究、人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行政、業務、實驗、基本設備使用費所需
之費用。
學校得以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項目核算前項之學雜費。
第 3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學雜費，其財務應公開透明，並於學校網頁建置
財務公開專區，依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公告學校財務資訊，並置專人提供諮詢。
前項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定之。
第 4 條
新設學校或學院，由學校參酌教學成本訂定學雜費收費基準，報本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招
生簡章中載明。
第 4 條之 1
自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免納學費。
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其最近一年度家庭年
所得總額在新臺幣一百四十八萬元以下者，免納學費。
前二項免納之學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
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第 4 條之 2
前條所定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學生未婚者：
(一) 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二) 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二、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三、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顯失公平者，
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後，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免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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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家庭年所得總額，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最近一年度資料為準，由學校將學生
申請之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彙總送該中心查調後，將查調結果轉知各
校。
學生對前項查調結果有疑義者，得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複查，並將複查結果送學校，
由學校審定之。
第 5 條
本部應參酌學校教學成本及受教者負擔能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及其他相關指標，核算每年學雜
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以下簡稱基本調幅），逾百分之二點五者，以百分之二點五計，並公
告之。
前項基本調幅，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時，本部應另行核算，並公告之。
第 6 條
學校審酌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得於基本調幅內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報本
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招生簡章中載明。但下列各款情形依其規定辦理：
一、學雜費收費基準未調整者，學校應於公告實施後，報本部備查。
二、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者，學校得依本部另行核算之基本調幅調整學
雜費收費基準後公告實施，並報本部備查。
三、大學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
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調整後報本部備查。
前項學校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之審酌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
表（附表一）之規定辦理。
第 7 條
學校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資訊公開程序：學雜費使用情況、調整理由、計算方法、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
加之學習資源），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等資訊，應於
研議期間公告。
二、研議公開程序：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方式、組成成員及研議過程均應公
開；其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並應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
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第 8 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前條規定，並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
用計畫，經本部核准後，其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上限得放寬為基本調幅之一點五倍。
前項學校未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而其學院所屬系、所、學位學程經大
學系所評鑑均為通過，或經技專校院專業類受評系、所、學位學程成績均達一等或通過者，
該學院學雜費收費基準得依前項規定調整。但學校應於本部核准調整後，就該學院訂定完善
助學計畫，並報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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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學校依第六條或前條規定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本部得另行核算其
調整幅度上限，並公告之。
第 10 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第七條規定，並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擬訂學雜
費自主計畫，報本部核定；其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上限得放寬為基本調幅之二倍：
一、一般大學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一) 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二) 最近一次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數通過，或大學校院院、系、所、學位
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二、技專校院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一) 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或通過，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
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二) 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其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或
通過，或技專校院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部
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者，應以改名後之受評成績為依據。
第一項學雜費自主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雜費自主說明：說明學雜費自主與學校未來發展之相關性，及學校運用學雜費自主機
制提升校務推動與發展之規劃。
二、弱勢助學經費計畫：提出學校整體助學計畫（不包括本部補助經費），說明學雜費自主
後加強及擴大對弱勢學生照顧之規劃，並應自訂查核指標及目標值。
三、財務運作計畫：提出學校財務管理機制，並說明學雜費自主後之經費收支規劃。
四、辦學品質確保計畫：明列學校目前教學資源，並提出確保及提昇辦學品質之實施策略，
且應自訂查核指標及目標值。
第 11 條
獲准辦理學雜費自主計畫之學校，得於四年內依計畫內容調整其學雜費收費基準公告實施，
並報本部備查，於每學年結束後二個月內，應將學雜費自主計畫執行成果報本部。
學校違反本辦法規定、學雜費自主計畫或執行成效不佳者，本部得廢止其學雜費自主計畫。
第 12 條
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調降其學雜費收費基準：
一、助學機制執行成果未達學校自訂之查核指標及目標值。
二、獎助學金提撥比率未達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三。
三、近三年因校（財）務違法或不當，情節重大，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四、日間學制生師比超過二十五。
五、院、系、所、學位學程經大學系所評鑑、技專專業類科系所評鑑，列為未通過、第三等
第或第四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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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發現學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其檢具說明文件及改善計畫報本部審議。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應調降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第五款情形，應調降該學院或該
系、所、學位學程所屬學院之學雜費收費基準，並得逐年調降次一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至
改善為止。
前項調降幅度不得逾該學年度基本調幅。
經本部調降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或學院，於第一項所定調降事由改善後，經本部審議通過，
得回復自始未調降前之學雜費收費基準。
第 13 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學雜費後，應自學校總收入提撥一定比率經費，作為學生獎助學金，並置專
人提供諮詢及協助。
本部得視各校學雜費收費情形，酌予調整本部各項獎補助經費分配，加強照顧弱勢學生。
第 14 條
本部為審議學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降學校學雜費案及學雜費自主計畫等事宜，得邀集相關
機構、學者專家、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組成學雜費審議小組。
第 15 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學校應依其申請離校日期為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前後及
其上課日數，按比率辦理退費。
前項退費最低比率，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附表二）之規定。但學校得衡酌學
生經濟情況、修業條件及作業方式，酌予調高退費金額。
第 16 條
學校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定所招收之學
生，其學雜費收費基準依各該辦法規定辦理。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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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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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100年4月22日99學年度第5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100年5月6日臺高(三)字第1000073392號函同意備查
102年4月26日101學年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4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5日101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2年6月24日臺教高(三)字第1020095070號函同意備查
104年11月26日10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2月16日10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4年12月25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180909號函同意備查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以提升本校學術競爭力，依延
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原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一）本校現職及新聘專任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含教學、研究、專業技術人員）。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應符合該部規定。
（三）本校新聘專任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具有國際聲望且原任職國外之傑出專家學者。
（四）經費來源如為其他政府部會補助者，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上，並獲得
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
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由各院級單位推薦再送本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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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交大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
定。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由本校視發展重點訂定比重，參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生學術
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配
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研究經
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計畫）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專業服
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
原則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一個半
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部。
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定期審議評估機制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座：三年審查一次。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及第三款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一～二年審查一次。
八、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
（一）講座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者，每月以30~60點為原則。
2.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者，每月以10~30點為原則。
3.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三目者，每月以7~15點為原則。
4.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四目者，每月以5~10點為原則。
5.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五目者，每月以3~8點為原則。
6.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六目者，每月以2~7點為原則。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講座或特聘教授每月以2~6點為原則。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每月以1～4點為原則。
（四）符合第二點第三款者，得由各院級單位備齊相關資料並薦送至本校，由本校召開彈
性薪資審議會議，參酌其績效表現及國際聲望，等級及額度得參考「科技部補助延
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基準表」及相關作業要點，審議核定彈性薪資或獎
勵金額。
以上第一款至第三款支給點數每點折合金額之折合率，將視本校各年度經費狀況另訂之。
第一款之講座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參酌其績效表現審議核定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額。
第二款及第三款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點數由各院級單位另訂審議辦法審議及推薦至本
校，並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各院級單位審議辦法應經院務會議審議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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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彈性薪資或獎勵金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一）校級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
現優異之公正人士六至十人共同組成。
（二）院級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一人為當然
委員，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十、薪資或獎勵金最低與最高差距比例、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一）薪資或獎勵金最低與最高差距比例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座：
（1）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員年薪資比例約1.2：1~7：1。
（2）獎勵金最低與最高差距比例約1：30
2.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講座或特聘教授：
（1）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員年薪資比例約1.2：1~1.6：1。
（2）獎勵金最低與最高差距比例約1：3。
3.符合第三點第三款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
（1）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員年薪資比例約1.1：1~1.4：1。
（2）獎勵金最低與最高差距比例約1：4。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金最高支給點數（60點）折合金額不得超過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的6倍。
（二）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座：每期三年。
2.符合第三點第二款及第三款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每期最長二年。
（三）各類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核給比例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座：以不超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5%為原則。
2.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講座或特聘教授：以不超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15%為原則。
3.符合第三點第三款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
（1）研究（含產學合作）績效優良者：以不超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30％為原則。
（2）教學績效優良者：以不超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5％為原則。
（3）輔導及服務績效優良者：以不超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5％為原則。
（4）新聘傑出教研人員：以不超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4％為原則。
（四）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之核給比例，每年得視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相關規定及本校財務狀況調整之。
十一、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由各院級單位先行審議後向本校推薦名單，再由本校召開彈性
薪資審議會議參酌其績效表現，建議彈性薪資或獎勵金額。其資格標準參照本原則第
三點規定辦理，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參照本原則第八點規定辦理。其彈性薪資或
獎勵金經費來源如為教育部或科技部等政府機構補助經費，且補助機構對新聘特殊優
秀教研人員資格另有規定者，依補助機構規定辦理。
十二、為延攬新進優秀人才，本校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參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資源方面：提供彈性開課、減免教學時數等措施，藉由教學助理減輕教師教
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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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備方面：提供經費配合補助專任教師所需之實驗設備等。
（三）行政支援方面：本校各學院系所皆聘任相關助理人員協助教師及研究人員行政庶
務之辦理。
（四）各院級單位可視需要以專案簽核支應租屋補助（以國內首次聘任為助理教授級(含)
以上者），每月1萬元並以不超過3年為原則。
十三、本校教研人員於本支應原則所訂績效範圍外，如於其他研究、教學或傑出專業表現等
有特殊貢獻者，得依其性質或卓越程度額外給予獎勵，其獎勵原則及審議程序由相關
單位另訂之。
十四、同時符合本原則第八點各款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額度以最高之項目為準。本校
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核予之彈性薪資與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
才措施獎勵金，不得重複領取。
十五、本校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聘、退休、借調、留職停薪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或
獎勵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回本
校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十六、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之經費來源可為教育部補助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經費、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經費、政府部會相關補助經費、本
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等，經費來源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若經費來源不足時，
本校得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整。經費若非來自政府機構，依捐助機構指定用途
者，經校長同意後實施，得不受本原則限制。
十七、本原則未規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原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同意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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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工學院104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5年3月31日（星期四）中午12時10分
地點：工程五館322B室（工學院會議室）
主席：韋光華院長
出席：黃炯憲委員、陳慶耀委員、蔡佳霖委員、洪景華委員、金大仁委員、王啟川委員、曾
仁杰委員、方永壽委員、洪士林委員、劉俊秀委員、林宏洲委員、潘扶民委員(請假)、
陳智委員、徐雍鎣委員、白曛綾委員(請假)、蔡春進委員(請假)
列席：呂志鵬主任、鄭泗東主任、高效率能源科技研究中心陳俊勳主任(張家維代)、機械製
造與熱流中心王啟川主任、前瞻火箭研究中心陳宗麟主任
記錄：高明蘭、張雅鈞

報告事項：
【略】
討論事項：
案由一：【略】
案由二：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細則」修訂案 ，請 討論。
說 明：
1.本案業經 105 年 2 月 25 日院主管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詳附件 P.61-P.62。
2. 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細則(草案)詳附件 P.63-P.69。
決 議：文字修正後通過本案，修正內容如下：
1.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條第二項第一款：考量教師獲獎時國科會尚未升格為科技
部，爰於科技部後以括號加註國科會。
2.附表一備註 2：刪除研究績效評分原則(100%)字樣，以避免與評分計算方式混淆。
3.修正後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辦法如附件二。

臨時動議：無。

散

會：下午1時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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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
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工學院根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
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
原則」訂定『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延攬及
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
議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一、工學院根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 無修正
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
原則」訂定『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延攬及
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
議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
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二點
規定辦理。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無修正
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
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二點
規定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
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
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
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上，並獲得
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
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所屬
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
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其所屬系所單
位推薦者。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修正國科會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 為科技部
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國科會)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
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
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上，並獲得
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
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所屬
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
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其所屬系所單
位推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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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
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由各系所
推薦後再送本院審議。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修正學院為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
本院
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由各系所
推薦後再送學院審議。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
量性評估績效表參考校方提供格式，評分
比重由系、所自訂，並應經本院核定，參
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
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
生學術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
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
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
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
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
研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
技轉金額及產學合作計畫）及其他具體研
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
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
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表及計分方
式由本院另訂之。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
量性評估績效表參考校方提供格式，評分
比重由系、所自訂，並應經學院核定，參
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
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
生學術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
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
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
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
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
研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
技轉金額）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
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
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表及計分方
式由學院另訂之。

1. 修正學
院為本院
2.增列產學
合作計畫。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兼顧
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
參照本細則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
二個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
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部。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兼顧
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
參照本原則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
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
補助期限結束前二個月繳交績效報告，補
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校方
彙整後繳交該會。

1. 修正為
本細則
2.修正國科
會為科技部
3.修正校方
為本校
4.修正該會
為該部

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 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 無修正
支給額度
支給額度
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 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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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支給額度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 勵支給額度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
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支應原則」第八點規定辦理。
支應原則」第八點規定辦理。
八、工學院彈性薪資或獎勵金審議委員會
之組成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
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
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
共同組成。

八、工學院彈性薪資或獎勵金審議委員會 無修正
之組成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
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
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
共同組成。

九、工學院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提
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由各系所
先進行推薦排序，經主管核可後提交本
院。本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
標項目綜合考量，經院級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排序清單推薦本
校，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九、工學院申請人皆須依校方規定填寫提 修正校方為
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由各系所 本校
先進行推薦排序，經主管核可後提交本
院。本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
標項目綜合考量，經院級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排序清單推薦校
方，由校方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優
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
勵支給推薦人數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
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
補助支應原則」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優 修正校方為
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本校
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
勵支給推薦人數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
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
補助支應原則」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校方相
關規定辦理。

十一、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
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
或獎勵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
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
回本校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
或獎勵金。

十一、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
無修正
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
或獎勵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
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
回本校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
或獎勵金。

十二、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審議報行政會議 十二、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審議報行政會議 無修正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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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量性評估評分計算方式｣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教學、服務評分原則請參考「教學、研 1.以上評分原則請參考「教學、研究、服 以上修正為
究、服務評比指標參考項目」
務評比指標參考項目」。
教學、服務
2.研究績效指標項目
2.上列比重可由各系（所）級單位依發展 增列本項研
一、獲得重要獎項
重點酌予調整後送學院核定。
究績效指標
二、爭取研究經費
項目，原備
（一）科技部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
註序號配合
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算）
調整
（二）其他部會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
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
算）
（三）國際合作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
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
算）
（四）產學合作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
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
算）
三、技術移轉
四、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會議論文
獎項
五、期刊論文著作及專利、專書、專章
六、擔任擔任國際期刊編輯或國際學術會
議重要職務、大會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七、其他具體成果表現（自述記錄事項）
3.上列比重可由各系（所）級單位依發展 3.申請「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其「教 1. 備註序
重點酌予調整後送本院核定。
學」、「服務」二項表現亦納入考量，若教
號配合
學、服務表現不及格將影響其研究績效評
調整
比。
2. 學院修
正為本
院
4.申請「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其「教
學」、「服務」二項表現亦納入考量，若教
學、服務表現不及格將影響其研究績效評
比。

備註序號配
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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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
100.05.10 工學院 99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定通過
100.05.13 交通大學 99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3.31 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定通過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工學院根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
則」訂定『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二點
規定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上，
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
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其所屬系所單
位推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由各系所推薦後再送本院審議。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量性評估績效表參考本校提供格式，評分
比重由系、所自訂，並應經本院核定，參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
生學術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
參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
研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合作計畫）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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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研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
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表及計分方式由本院另訂之。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
參照本則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
二個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
交該部。
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
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
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八點規定辦理。
八、工學院彈性薪資或獎勵金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
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九、工學院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由各系所先進
行推薦排序，經主管核可後提交本院。本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
綜合考量，經院級彈性薪資或獎勵金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排序清單推薦本校，由
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推薦人數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
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十一、工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回本校
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十二、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審議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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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申請人量性評估評分計算方式
申請人量性評估評分總值
量評類別 教學 T 值比重

(T 值×比重+R 值×比重+S 值×比重)

研究 R 值比重

服務 S 值比重

教學類

40 %

30 %

30 %

服務類

30 %
10 %

40 %
80 %

30 %
10 %

研究類

註：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之教學、服務二項績效表現須分別達到門檻（各
為 10 分），皆未達到門檻者，滿分最高以 80 分計（即總分*80％）。

備註：
1. 教學、服務評分原則參考「教學、研究、服務評比指標參考項目」。
2. 研究績效評分原則
一、獲得重要獎項
二、爭取研究經費
（一）科技部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
算）
（二）其他部會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
計算）
（三）國際合作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 列
入計算）
（四）產學合作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
計算）
三、技術移轉
四、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會議論文獎項
五、期刊論文著作及專利、專書、專章
六、擔任擔任國際期刊編輯或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務、大會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七、其他具體成果表現（自述記錄事項）
3. 上列比重可由各系（所）級單位依發展重點酌予調整後送本院核定。
4. 申請「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其「教學」、「服務」二項表現亦納入考量，若教學、
服務表現不及格將影響其研究績效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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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104 年 學 年 度 下 學 期 第 1 次
通識教育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 105 年 4 月 12 日(二) 中午 12:00
地點：綜合一館 603 會議室
召集人：蘇育德主委
委員會代表：盧鴻興教務長、杭學鳴院長(溫宏斌副主任代)、曾煜棋院長(請假)、韋光
華院長(請假)、李耀坤院長(請假)、胡均立院長(陳安斌副院長代)、鍾育
志院長(黃植懋教授代)、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張維安院長、陳
明璋主任、洪惠冠主任、黃美鈴教授、胡正光副教授、陳仁姮副教授
記錄:黎佳韻

壹、 報告事項:
一、
二、

藝文中心業務報告，請洪惠冠主任報告。
通識課程改革計畫請陳明璋主任報告，改革計畫書草案如附件一。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審議細則」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
勵補助審議細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二、 「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如附件三。
三、 修訂後「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如附件。

叄、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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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
補助審議細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
依據母法「國立交通大學延
國立交通大學識教育委員會
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
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施
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
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行細則。
則。
修訂辦法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
以提升本校學術競爭力，依
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
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
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訂定本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一、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
1.文字修訂-刪除「支給」。
以提升本校學術競爭力，依
2.文字修訂-刪除「施行」。
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
3.補充辦法簡稱。
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
獎勵補助支應支給原則」訂
定本施行細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
用對象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
現職及新聘專任特殊優秀教
研人員（含教學、研 究、專
業技術人員）。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者， 應符合該部規定。經費
來源如為其他政府部會補助
者，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
用對象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
現職及新聘專任特殊優秀教
研人員（含教學、研 究、專
業技術人員）。
（二）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措施者， 應符合
該會規定。經費來源如為其
他政府部會補助者，依其相
關規定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
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
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
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
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
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
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
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
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
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
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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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修改為「科技部」。
2.文字修訂，「該會」改為
「該部」。

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
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
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
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
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
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
計兩次（含） 以上，並獲本
會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
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本會
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
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
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
成就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
者。
「國科會」修改為「科技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部」。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
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
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
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
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
計兩次（含） 以上，並獲本
會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
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本會
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
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
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
成就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
格審查機制
（一）本會講座及特聘教授
依本校講座及特聘教授設置
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本會申請人皆須依本
校規定填寫並提供績效成果
表現資料，申請名單由系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申請人
資料，經系級主管核可後推
薦至本會， 本會將依據本細
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
綜合考量，經本會彈性薪資
審議委員會議通過推薦者，
再送本校審議。本細則實施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
查機制
（一）本會講座及特聘教授
依本會校講座及特聘教授評
審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本會申請人皆須依校
方規定填寫提供績效成果表
現資料，申請名單由 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確認申請人資
料，經系級主管核可後推薦
至本會，本會將依據本細則
第五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綜
合考量，經本會彈性薪資暨

獎勵金審議委員會議通過推
薦者，再送校方審議。本原
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交大 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
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 得交大講座資格者，其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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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文字「資格」。
2.辦法名稱更正。
3.兩處文字修訂「校方」改
為「本校」。
4.審議委員會議名稱修訂。
5.文字修訂「本原則」改為
「本細則」。

獎 勵補助簽請校長核定。

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
定。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
效優良之審議標準
（一）符合本細則之第三點
第一款之績優教研人員績效
審議標準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
者，每月以 30~60 點為原則。
2、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
者，每月以 10~30 點為原則。
3、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三目
者，每月以 7~15 點為原則。
4、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四目
者，每月以 5~10 點為原則。
5、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五目
者，每月以 3~8 點為原則。
6、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六目
者，每月以 2~7 點為原則。
第一款之講座薪資或獎勵金
額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
會議，參酌其績 效表現審議
核定之。
（二）符合本細則第三點第
二款講座或特聘教授，每月
以 2~6 點為原則。其薪資或
獎勵金額由「本會彈性薪資
審議委員會」參酌其績效表
現， 審議後向校推薦其獎勵
金額；並送由本校召開彈性
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三）符合本細則第三點第
三款之績優教研人員績效審
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
務三大面向，各面向量性評
估績效表參考本校提供 格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
效優良之審議標準
（一）符本施行細則之第三
點第一款之績優教研人員績
效審議標準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
者，每月以 30~60 點為原則。
2、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
者，每月以 10~30 點為原則。
3、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三目
者，每月以 7~15 點為原則。
4、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四目
者，每月以 5~10 點為原則。
5、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五目
者，每月以 3~8 點為原則。
6、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六目
者，每月以 2~7 點為原則。
第一款之講座薪資或獎勵金
額由校方召開彈性薪資審議
會議，參酌其績 效表現審議
核定之。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講
座或特聘教授，每月以 2~6
點為原則。其薪資或獎勵金
額由「本會彈性薪資暨獎勵
金審議委員會」參酌其績效
表現， 審議後向校推薦其獎
勵金額；並送由校方召開彈
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 准。
（三）符合第三點第三款之
績優教研人員績效審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
面向，各面向量性評估績效
表參考校方提供 格式，評分

1.文字修訂「符合」。
2. 文字修訂-刪除「施行」。

3. 三處文字修訂「校方」改
為「本校」。
4.(二)、(三)新增文字「本
細則」
5.審議委員會議名稱修訂。

6. 文字修訂「系」改為「系
式，評分比重由系級單位自 比重由系自訂，並經本會核 級單位」。
訂，並經本會核定，參考項 定，參考項目如下：
目如下：
1. 教學方面：曾獲校內外重 7.文字修訂「參卓」改為「參
1. 教學方面：曾獲校內外重 要教學獎項肯定、參卓教學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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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學獎項肯定、參酌
教學鐘點數與教學 反應問
卷點數、指導學生學術研究
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
務推 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
相關委員會參與)、配合推動
校務發展之教學 業務及推
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卓
著者，獎勵金額點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會向校推
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過本
會專任 教研人員 5％為原
則)及獎勵金額點數由「本會
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員會」
決議。
2. 研究方面：曾獲國內外重
要獎項之肯定、發表優勢領
域之論文篇數、 爭取校外研
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
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合
作計畫）及其他具體研究成
果等，並依學門性質做不同
考量，原則上以近五年之 研
究成果為主要考量，全部成
果為輔，並強調論文之品質
(其實質 貢獻及對該領域之
影響)而非數量。申請人五年
內有科技部或教育部計畫補
助（在他校服務期間所獲計
畫不予計算），或有一定數
量之論文、專書或展演成果
卓著者，獎勵金額點數為每
月 1~4 點為原 則，本會向
校推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
過本會專任教研人員 30 ％
為原則)及獎勵金額點數由
「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
會」決議。
3. 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
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

鐘點數與教學 反應問卷點
數、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獲
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
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
委員會參與)、配合推動校務
發展之教學 業務及推動國
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卓著
者，獎勵金額點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會向校推
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過本
委員會專任 教研人員 5％
為原則)及獎勵金額點數由
「本會之彈性薪資暨獎勵金
審議委員員會」決議。
2. 研究方面：曾獲國內外重
要獎項之肯定、發表優勢領
域之論文篇數、 爭取校外研
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
專利數、技轉金額）及其他
具體研究成果等，並依學門
性質做不同考量，原則上以
近五年之 研究成果為主要
考量，全部成果為輔，並強
調論文之品質(其實質 貢獻
及對該領域之影響)而非數
量。申請人五年內有國科會
或教育部計畫補助（在他校
服務其間所獲計畫不予計
算），或有一定數量 之論
文、專書或展演成果卓著
者，獎勵金額點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 則，本會向校推
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過本
委員會專任教研人員 30 ％
為原則)及獎勵金額點數由
「本會之彈性薪資暨獎勵金
審議委員會」決議。
3. 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
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
表現、學生輔 導表現、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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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字修訂「本委員會」改
為「本會」。
9. 審議委員會議名稱修訂。

10.補充「及產學合作計
畫」。

11.「國科會」修改為「科技
部」。
12.文字修訂「其間」改為「期
間」。
13. 文字修訂「本委員會」
改為「本會」。
14. 審議委員會議名稱修
訂。

表現、學生輔 導表現、專業
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
等成果卓著者，獎勵金額 點
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
會向校推薦之實際人數(以
不超過本會專任教研人員 5
％為原則)及獎勵金額點數
由「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
員會」決議。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
效表及計分方式由本會另訂
之，如附件。

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
等成果卓著者，獎勵金額 點
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
會向校推薦之實際人數(以
不超過本委員會專任教研人
員 5％為原則)及獎勵金額
點數由「本會之彈性薪資暨
獎勵金審議委員會」決議。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
效表及計分方式由本會另訂
之。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定期
審議評估機制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
座：三年審查一次。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及
第三款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一～二年審查一次。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定期
審議評估機制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
座：三年審查一次。
未增刪。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及
第三款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一～二年審查一次。

七、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由「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
員員會」先行審議後向本校
推薦名單，再由本校召開彈
性薪資審議會議參酌其績效
表現，建議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額。其資格標準參照本細
則第三點規定辦理，彈性薪
資或獎勵支給額度參照本細
則第五點規定辦理。其彈性
薪資或獎勵金經費來源如為
教育部或科技部等政府機構
補助經費，且補助機構對新
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資格另
有規定者，依補助機構規定
辦理。

七、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由「本會之彈性薪資暨獎勵
金審議委員員會」先行審議
後向校方推薦名單，再由校
方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參
酌其績效表現，建議彈性薪
資或獎勵金額。其資格標準
參照本施行細則第三點規定
辦理，彈性 薪資或獎勵支給
額度參照本施行細則第五點
規定辦理。其彈性薪資或獎
勵金經費來源如為教育部或
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政府機構
補助經費，且補助機構對新
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資格另
有規定者，依補助機構規定
辦理。

八、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
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
度，依當年本校之規定辦
理。

八、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
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
度，依當年本校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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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字修訂「本委員會」
改為「本會」。
15. 審議委員會議名稱修
訂。
16.補充說明三類績效表及
計分方式如附件。

1. 審議委員會議名稱修訂。
2.文字修訂「校方」改為「本
校」。
3. 文字修訂-刪除「施行」。
4. 「國家科學委員會」改為
「科技部」。

未增刪。

九、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
員會置委員5-7人，主任
委 員 為 當 然 委 員兼 召 集
人，校 長指定講座一人
為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
邀 請 校 外 相 關 領域 學術
表現優異 之公正人士三
至五人共同組成。

九、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
員會置委員5-7人，主任
委員 為 當然 委 員兼 召 集
人，校 長指定講座一人
為當然委員
，
並由主任委員
邀 請校 外相 關 領域 學術
表現優異 之公正人士三
至五人共同組成。

未增刪。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
程 及 各 類 特 殊 優秀 教 研
人員之核給比例，依當年
本校之規定辦理。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
程及 各 類特 殊 優秀 教 研
人員之核給比例，依當年
本校之規定辦理。

未增刪。

十一、本細則未規定事項，
依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支應原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十一、本施行細則未規定事
項，依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
1.文字修訂-刪除「施行」。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
2.文字修訂-刪除「支給」。
助支應支給原則及相關規定
辦理。

十二、本施行細則經通識教
十二、本細則經通識教育委
育委員會委員會議通過後， 1.文字修訂-刪除「施行」。
員會議通過後，報行政會議
報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 2.文字修訂。
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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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類之績效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貳、研究成果指標項目(100%)
一、 重要獎項
（一） 曾獲國家院士
（二） 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
昇本校聲望之專家學者（三）
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四） 行政院科技獎
（五） 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六） 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
人員
（七）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
獎
（八） 傑出人才基金會-傑出
人才講座
（九） 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
獎
（十）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十一）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
（十二） 其他部會獎項
二、擔任國際期刊編輯
三、擔任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
務受邀演講
四、爭取校外研究經費
(一) 科技部計畫（需為申請
人擔任主持之始列入算）
(二)非科技部計畫（需為申請
人擔任主持之始列入算）
(三)上述計畫 以外擔任共同
或分項主持人
五、期刊論文著作
六、專書著作
七、專利獲證情形
八、技術移轉
九、創意作品項目
十、、其他具體成果表現 (自
述記錄事項 自述記錄事項 )

現行規定

說明

貳、研究成果指標項目
一、 重要獎項
（一） 曾獲國家院士
（二） 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
昇本校聲望之專家學者
（三） 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四） 行政院科技獎
（五） 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六） 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
人員
（七）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獲
獎
（八） 傑出人才基金會-傑
出人才講座
（九） 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
獎
1. 補充說明研究成果指
（十）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標項目各項績效加總
（十一） 國科會吳大猷先生
後之總合比重為 100%。
紀念獎
2. 「國科會」修改為「科
（十二） 其他部會獎項
技部」。
二、擔任國際期刊編輯
三、擔任國際學術會議重要
職務受邀演講
四、爭取校外研究經費
(一)國科會計畫（需為申請
人擔任主持之始列入算）
(二)非國科會計畫（需為申
請人擔任主持之始列入算）
(三)上述計畫 以外擔任共
同或分項主持人
五、期刊論文著作
六、專書著作
七、專利獲證情形
八、技術移轉
九、創意作品項目
十、、其他具體成果表現 (自
述記錄事項 自述記錄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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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
助審議細則
100.05.10.99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通過
100.05.13 99 學年度行政會議 通過
105.4.12. 104學年度下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修訂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 以
提升本校學術競爭力，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
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訂定本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現職及新聘專任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含教學、研 究、
專業技術人員）。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 應符合該部規定。經
費來源如為其他政府部會補助者，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 以上
，並獲本會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本會推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審查機制
（一）本會講座及特聘教授依本校講座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本會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並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 由系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申請人資料，經系級主管核可後推薦至本會，本會將
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綜合考量，經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
議通過推薦者，再送本校審議。本細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交大講座
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定。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優良之審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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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本細則之第三點第一款之績優教研人員績效審議標準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者，每月以30~60點為原則。
2、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者，每月以10~30點為原則。
3、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三目者，每月以7~15點為原則。
4、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四目者，每月以5~10點為原則。
5、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五目者，每月以3~8點為原則。
6、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六目者，每月以2~7點為原則。
第一款之講座薪資或獎勵金額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參酌其績 效
表現審議核定之。
（二）符合本細則第三點第二款講座或特聘教授，每月以2~6點為原則。其薪資或
獎勵金額由「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參酌其績效表現， 審議後向校推
薦其獎勵金額；並送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三）符合本細則第三點第三款之績優教研人員績效審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
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量性評估績效表參考本校提供格式，評分比重由系級
單位自訂，並經本會核定，參考項目如下：
1. 教學方面：曾獲校內外重要教學獎項肯定、參酌教學鐘點數與教學 反應
問卷點數、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 動或教學
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 業務及推動國
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卓著者，獎勵金額點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會
向校推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過本會專任 教研人員 5％為原則)及獎勵
金額點數由「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決議。
2. 研究方面：曾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發表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 爭
取校外研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合作計
畫）及其 他具體研究成果等，並依學門性質做不同考量，原則上以近
五年之 研究成果為主要考量，全部成果為輔，並強調論文之品質(其實
質貢獻及對該領域之影響)而非數量。申請人五年內有科技部或教育部
計畫補助（在他校服務期間所獲計畫不予計算），或有一定數量之論文
、專書或展演成果卓著者，獎勵金額點數為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會
向校推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過本會專任教研人員 30 ％為原則)及獎
勵金額點數由「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決議。
3.

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 導
表現、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成果卓著者，獎勵金額點數為
每月 1~4 點為原則，本會向校推薦之實際人數(以不超過本會專任教研
人員 5％為原則)及獎勵金額點數由「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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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表及計分方式由本會另訂之，如附件。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定期審議評估機制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講座：三年審查一次。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及第三款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一～二年審查一次。
七、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由「本會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員會」先行審議後向本校推
薦名單，再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參酌其績效表現，建議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額。其資格標準參照本細則第三點規定辦理，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參照本
細則第五點規定辦理。其彈性薪資或獎勵金經費來源如為教育部或科技部等政府
機構補助經費，且補助機構對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資格另有規定者，依補助機
構規定辦理。
八、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依當年本校之規定辦理。
九、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置委員5-7人，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校 長
指定講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 之公正
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依當年本校之規定
辦理。
十一、本細則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
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細則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報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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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識中心教學、研究、服務評比指標參考項目及比重
壹、教學績效指標項目
一、 基本教學績效指標(通過基本績效指標後、尚可採計進階績效指標點數)
（一） 教學授課表現：(以下三項皆符合，則採計 20 點)
1. 授課鐘點核計(符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之規定)
(1) 教學負荷
(2) 研究負荷
(3) 授課工作核計表
2. 教學反應問卷平均得點(無任一任教課程之教學反應
平均得點低於3.0以下)
3. 課程大綱上傳(含所有任教課程)
二、 進階教學績效指標
（一） 教學獎項：
1. 國內外教學相關知名獎項獲獎情形(每項得點 1-10 點)
2. 交大教學獎(校傑出教學獎 10 點、優良教學獎 5 點、院級 4 點)
（二） 指導學生：
1. 獲得國內外競賽獎項(每項得點 1-3 點)
2. 指導研究生畢業(每位碩士 1 點、每位博士 3 點)
（三） 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
1. 英語授課(英語非母語之教師)（至多 4 點）
2. 性別平等教育(至多 4 點)
3. 服務學習課程(至多 2 點)
4. 開放式課程(至多 2 點)
5. 智慧財產權課程(至多 2 點)
（四）其他教學專業表現：
1. 教學專業進修及成長(如教學與知能工作坊等、薪傳計畫等)
（至多 2 點）
2. 教科書出版(本項得點 2-7 點)
3.其他(參加教學改進計畫或編撰優質教材等)（至多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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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成果指標項目(100%)
一、 重要獎項
（一）曾獲國家院士
（二）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四）行政院科技獎
（五）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六）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
（七）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獎
（八）傑出人才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九）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
（十）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十一）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十二）其他部會獎項
二、擔任國際期刊編輯
三、擔任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務、受邀演講（Invited Talk）
四、爭取校外研究經費
(一) 科技部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算）
(二)非科技部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算）
(三)上述計畫以外擔任共同或分項主持人計畫
五、期刊論文著作
六、專書著作
七、專利獲證情形
八、技術移轉
九、創意作品項目
十、其他具體成果表現(自述記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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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一、行政服務表現 (25%)
（一）擔任校內重要行政服務工作
（二）擔任各級委員會委員或小組成員
（三）出席校內會議及行政配合情形
二、學生輔導表現(25%)
（一）擔任各級導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校隊教練
（二）其他學生輔導具體貢獻
三、專業服務表現(25%)
（一） 擔任校外學術性團體之服務事項、審查委員或評審等
（二） 爭取合約、輔助、組織學術會議等
（三） 擔任國際性組織職務
（四） 擔任校外輔導或評鑑委員
四、其他服務表現(25%)
（一） 舉辦學術研討會。
（二）參與招生宣導、命題、閱卷、監考及審查等事項
（三）協助本校募款、捐地、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事項。
（四）服務表現優良獲政府機關、學會或立案之相關團體、法人等核頒獎勵。
（五）參加社會公益事務、社教活動著有績效之特殊事項。
（六） 其他推動國際化或有助於提昇校譽之服務表現。
（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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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人量性評估評分計算方式
申請人量性評估評分總值 (T 值×比重+R 值×比重+S 值×比重)
量評類別

教學T 值比重

研究R 值比重

服務S 值比重

教學類

60

%

20

%

20

%

服務類

20

%

20

%

60

%

研究類

建議：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亦需兼顧教學、服務二面向， 教學、服
務二項績效表現必須分別達到門檻（如：各達20分），未
達到門檻者，滿分最高以80分計（即總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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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會議紀錄 (節錄版)

事

由：104 學年度 第 5 次院務會議

時

間：10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12:10~

地

點：院會議室(HK115)

主持人：張維安院長
委

員：李美華、李翹宏(公)、林文玲(離校研修)、林秀幸、林欽榮(借調)、林慧斐、段馨君、
柯朝欽(公)、莊雅仲(未出席)、連瑞枝、陶振超、許維德、許峻誠(假)、黃紹恆、黃
靜蓉、黃淑鈴、張玉佩(假)、張藝曦、張宏宇、劉大和、潘美玲(離校研修)、鄭琨鴻、
蔡晏霖(假)、蔡欣怡(假)、蔣淑貞(假)、簡美玲、戴瑜慧(公)、魏玓、羅烈師、蔡侑
霖、劉堉珊。

職

員：林主宏、許文雄、張珈瑜、鄧雅嬪、鍾旻秀、鍾心瑜、黃淑筠、陳品安

學

生：人社系學會長黃于佳(陳嬿羽代)、傳科系學會長鄧涵文(假)、族文所學會長張敬迎、
傳播所學會長李佳昇(假)。

記

錄：范美華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一、本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修訂案，請
討論。 (附件二)
說明：1.本案係依研發處為符合教育部著重「產學合作」績效之政策，將「產
學合作」之相關績效列入審議評估標準。
2.增訂評量比重(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決議：無異議通過。

(以下略)

參、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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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
細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
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
人。
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
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者。
6、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
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
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
將國科會修
者。
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1、過去五年內曾獲國科會傑出研 正為科技部
者。
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
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
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
上，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
（含）以上，並獲得其所屬系
者。
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
術獎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
要學術獎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
推薦者。
級單位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
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
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
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
其所屬系所單位推薦者。
其所屬系所單位推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審查機制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
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之申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之申
請資料由各系所彙整後推薦
請資料由各系所彙整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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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彈性
薪資獎勵補助
原則第四點修
正

至學院審議。
本細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
得交大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
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定。

至學院審議。
本辦法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
交大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
勵補助簽請校長核定。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
各面向量性評估績效表依本校規
各面向量性評估績效表參考校方提
定格式，參考項目如下：
供格式，評分比重由系、所自訂，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
並應經學院核定，參考項目如下：
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
卷點數、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
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
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
數、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獲獎或
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
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
員會參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
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
之教學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
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
教學績效等。
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
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
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
篇數、爭取校外研究經費、產
數、爭取校外研究經費、產學合
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
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
轉金額及產學合作計畫）及其
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
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
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
輔導表現、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
學生輔導表現、專業服務表現
服務表現等。
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表及計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評量比重，
分方式由學院另訂之。
由學院另訂之。

依據本校彈
性薪資獎勵
補助原則第
五點第二款
修正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
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
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
面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
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原則 依 據 本 校 彈
性薪資獎勵
原則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
（二）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 補助原則第
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
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 六點第二款
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一個半
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 修正
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
束前二個月繳交績效報告，補
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
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
由校方彙整後繳交該部。
報告由校方彙整後繳交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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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學院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 九、本學院申請人皆須依校方規定填寫
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資料
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資料
由各系所彙整後推薦至學院。本學
由各系所彙整後推薦至學院。本學
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
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 將 校 方 改 為 本
指標項目綜合考量，經院級彈性薪
標項目綜合考量，經院級彈性薪資 校
資或獎勵金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
或獎勵金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排
排序清單推薦本校，由本校召開彈
序清單推薦校方，由校方召開彈性
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
優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優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本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
本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
薪資或獎勵支給推薦人數上限，依
資或獎勵支給推薦人數上限，依「國 將 校 方 改 為 本
「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
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 校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
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應原則」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
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校方相關規定辦
關規定辦理。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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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
則
100年5月10日院務會議通過
100年5月13日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3月2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4月13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本學院根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訂
定『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二點規定
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上，並獲
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其所屬系所單位推薦
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之申請資料由各系所彙整後推薦至學院審議。
本細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交大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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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量性評估績效表依本校規定格式，參考項目如
下：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生學術
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配合
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研究經
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合作計畫）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
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專業服
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評量比重，由學院另訂之。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
原則第五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一個半
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部。
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
本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
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八點規定辦理。
八、本學院彈性薪資或獎勵金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關領
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五人共同組成。
九、本學院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資料由各系所彙整後推
薦至學院。本學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五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綜合考量，經院級彈性薪資或
獎勵金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排序清單推薦本校，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
十、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各類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核給比例
本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推薦人數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
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十一、本學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或獎勵
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回本
校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十二、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審議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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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客家文化學院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壹、教學績效指標項目
一、教學授課表現 50％
1、授課鐘點核計（符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之規定）
（1）教學負荷
（2）研究負荷
（3）授課工作核計表
2、教學反應問卷平均得點（無任一任教課程之教學反應平均得點低於 3.0 以下）
3、課程大綱上傳（含所有任教課程）
4、指導研究生畢業（碩、博）

二、榮譽獎項與人才培育 50％
（一）教學獎項
1、國內外教學相關知名獎項獲獎情形
2、交大教學獎
（二）指導學生獲獎
1、學生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會議論文獎項
2、學生獲得國內外競賽獎項(如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
論文等)
（三）配合推動院、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
1、執行相關課程改進計畫
2、性別平等教育
3、通識教育課程
4、服務學習課程
5、開放式課程
6、智慧財產權課程
7、英語授課（英語非母語之教師）
8、客語授課
9、海外課程
（四）其他教學專業表現
1、教學專業進修及成長
2、教科書出版
3、指導學生舉辦大型展演活動(如畢業展覽等)
4、其他（如參加教學改進計畫、編撰優質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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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績效指標項目 100％
一、學術表現(如歷年國內外重要獎項、擔任學術期刊編輯、擔任學術會議重要職務、受邀演
講)
二、爭取校外及產學合作研究經費(含科技部、非科技部)
三、期刊論文著作、專書、專章
四、會議論文列為參考
五、其他具體成果表現（自述記錄事項）

叁、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一、行政服務、及學生輔導表現 50％
（一）擔任校內重要行政服務工作
（二）擔任各級委員會委員或小組成員
（三）出席校內會議及行政配合情形
（四）擔任各級導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校隊教練
（五）其他學生輔導具體貢獻
（六）參與招生宣導、命題、閱卷、監考及審查等事項
（七）協助本校募款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事項
二、專業服務、及其他服務表現 50％
（一）協助本校募款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事項
（二）爭取合約、補助、組織學術會議等
（三）擔任國際性組織職務
（四）擔任校外學術性團體之服務事項、審查委員、評鑑委員或評審等
（五）舉辦學術研討會
（六）服務表現優良獲政府機關、學會或立案之相關團體、法人等核頒獎勵
（七）參加社會公益事務、社教活動著有績效之特殊事項
（八）推動本院特色活動
（九）其他推動國際化或有助於提昇校譽之服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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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科技法律學院暨科技法律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10 次
院務暨所務聯席會議紀錄(節錄)
會議時間：2016 年 2 月 16 日（二）下午 2 時 30 分
會議主席：劉尚志老師
出席人員：倪貴榮老師、王敏銓老師、林志潔老師、陳鋕雄老師、林建中老師、陳在方老師、
江浣翠老師、薛景文老師、張兆恬老師、邱羽凡老師。
記
錄：邱筠媛行政專員
一、
主席致辭︰略。
二、
所長報告︰略。
三、
其他報告事項︰略。
四、
討論事項
案由一：略。
案由二︰本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本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及修訂對照表如
附件 2-1、2-2。
決 議︰照案通過，並依本審議細則第 12 條提報本校行政會議審議。
案由三～案由十︰略。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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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
議細則｣第三點、第六點及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
標準：
（一）符合本校獎座設置辦法
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
之ㄧ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
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
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
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
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國科會）
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
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
列各目條件之ㄧ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
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
學獎合計兩次（含）以
上，並獲得其所屬系院
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
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
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
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
士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 第三條第三項條文文字修訂。
標準：
（一）符合本校獎座設置辦法
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
之ㄧ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
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
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
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
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國科會）
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
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
列各目條件之ㄧ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
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
學獎合計兩次（含）以
上，並獲得其所屬系院
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
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
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
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
士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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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單位推薦者。
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
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
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
特殊成就者。
特殊成就。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 六、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 比照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
要求：
要求：
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 原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時間修
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
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 訂
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
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
求參照本細則第五點各款
求參照本細則第五點各款
規定辦理。
規定辦理。
（二）申請行政院科技部（國 （二）申請行政院科技部（國
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
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
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
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
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一個
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二個
半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
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
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
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
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
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
該會。
會。
八、本院設彈性薪資暨獎勵審
議委員會，以院長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教
授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
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
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
成。

八、本院設彈性薪資暨獎勵審 文字修訂
議委員會，以院長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一
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邀請
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
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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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申請表｣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教學 T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教
學表現，依本院所定基本教學
績效指標及進階教學績效指標
表計算之
研究 R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研
究表現，依本院教師升等評審
辦法所定研究著作計點方式計
算之。
服務 S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服
務表現，依本院教師升等評審
辦法所定服務計點方式計算
之。

教學 T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教
學表現，依本院所定基本教學
績效指標及進階教學績效指標
表計算之
研究 R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研
究表現，依本院教師升等評審
辦法所定研究著作計點方式計
算之。
服務 S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服
務表現，以本院教師評量要點
之服務得點規定計算。

以上各類績優教研人員，須滿
足本院以下三大面向之最低門
檻，始得申請：
教學：
1.過去一年全部授課教學反應
平均得點之平均值，達 3.0
以上；任兩年之授課時數平
均值應達到教育部規定；且
整體表現不低於同級同儕之
一般水準。
2.過去五年內具備下列事項之
一：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
指導學生學術研究獲獎或績
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
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
參與）
、配合推動校院級發展
之教學業務、推動國際化相
關教學績效等。

以上各類績優教研人員，須滿 修改教學、研究、服務三大面
足本院以下三大面向之最低門 向最低門檻
檻，始得申請：
教學：
1.過去一年全部授課教學反應
平均得點之平均值，達 3.0
以上。

2.任兩年之授課時數平均值應
達到教育部規定。

研究：
1.過去一年內研究著作點數，
達到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
點數 2 點以上；且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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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不低於同級同儕之一般水
準。
2.過去五年內具備下列事項之
一：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
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
數、爭取校外研究經費、產
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
技轉金額及產學計畫）及其
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研究：
過去 5 年內研究著作點數，達
到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申請
升等副教授基本點數三分之一
(即 5 點)以上。

服務：
1.依本院教師升等辦法之服務
得點規定，過去一年合計得
點達 15 分以上；且整體表現
不低於同級同儕之一般水
準。
2.過去五年內具備下列事項之
一：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
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
生輔導表現、專業服務表現
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服務：
依本院教師評量要點之服務得
點規定，過去 5 年合計得點達
7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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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
細則
2014.03.23 科法學院院務會議修訂
2014.03.27 103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2016.02.16 科法學院院務會議審議修訂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
勵補助支應原則」訂定「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
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第二點規定辦理。
三、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獎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ㄧ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ㄧ者。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以上，並獲得
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3、過去五年內曾獲其他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其所屬系院級單位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研究、教學、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者。
四、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二）特聘教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三）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由各系所推薦後再送本院審議。
本細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交大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定。
五、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
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量化評估績效表依本校規定格式，評分比重由本院訂定，參考項
目如下；
（一） 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生學術
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
會參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 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研究經
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計畫）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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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專業服
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申請表、評分比重與計分方式，由本院另訂之。
六、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未來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細則第五點各
款規定辦理。
（二） 申請行政院科技部（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一
個半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會。
七、 本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或獎勵之支給額度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八點規定辦理。
本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或獎勵之核給期程與支給人數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院設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委員會，以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教授一人為當然委員，
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九、 申請人依本校規定填寫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由各系所審議決定是否推薦。
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委員會綜合考量本細則第五點所列各項績效指標項目，議決全院申請人排序推薦
清單，提交本校彈性薪資審議會議核定。
十、 本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或獎勵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
月數佔全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回本校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十一、申請者如不服審議結果，得向本院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覆。審議委員會應於申覆提出後一個月內開會，並
以書面告知申請者申覆結果及理由。
十二、本細則經本院院務會議審議，提報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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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申請表

一、本院評分比重、計算方式及各類別申請門檻：
申請人評分總值 ＝（T 值×比重+R 值×比重+S 值×比重）
申請類別

教學 T 值比重

研究 R 值比重

服務 S 值比重

教學類

60%

20%

20%

研究類

20%

60%

20%

服務類

20%

20%

60%

計分方式：
教學 T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教學表現，依本院所定基本教學績效指標及進階教
學績效指標表計算之
研究 R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研究表現，依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所定研究著作
計點方式計算之。
服務 S 值：就申請前 5 年之服務表現，依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所定服務計點
方式計算之。
以上各類績優教研人員，須滿足本院以下三大面向之最低門檻，始得申請：
教學： 1. 過去一年全部授課教學反應平均得點之平均值，達 3.0 以上；
任兩年之授課時數平均值應達到教育部規定；且整體表現不
低於同級同儕之一般水準。
2. 過去五年內具備下列事項之一：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指導
學生學術研究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行政（如
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
、配合推動校院級發展之教學業務、推
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研究： 1. 過去一年內研究著作點數，達到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點數 2
點以上；且整體表現不低於同級同儕之一般水準。
2. 過去五年內具備下列事項之一：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
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研究經費、產學合作
（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產學計畫）及其他具體研究
成果等。
服務： 1. 依本院教師升等辦法之服務得點規定，過去一年合計得點達
15 分以上；且整體表現不低於同級同儕之一般水準。
2. 過去五年內具備下列事項之一：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
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服
務表現等。

二、申請資料及自評表（請填寫後連同學校申請資料一同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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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姓名
任職系所

職

稱

申請年度

一、申請類別及自我評鑑（請勾選，可複選）
：
一、□ 教學類績優教研人員：自我評鑑(請自述個人教學成果及績效)

教學 T 值：
研究 R 值：
服務 S 值：
評分總值：
----------------------------------------------------------------------------------------------------------二、□ 研究類績優教研人員：自我評鑑(請自述個人研究成果及績效，及在相同研究
領域之表現等)

教學 T 值：
研究 R 值：
服務 S 值：
評分總值：
----------------------------------------------------------------------------------------------------------三、□ 服務類績優教研人員：自我評鑑(請自述個人服務成果及績效)

教學 T 值：
研究 R 值：
服務 S 值：
評分總值：
二、申請類別如超過 1 項以上，請填寫送校類別優先意願（本院審議會議將依申請人
送校意願，至多擇一類送校）：
第一優先：

類 績優教研人員

第二優先：

類 績優教研人員

第三優先：

類 績優教研人員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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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國立交通大學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04 月 15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開會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
席：張 翼院長
委
員：陳冠能、陳俊勳、許恒通、曾院介、侯拓宏、呂志鵬、簡昭欣
(以上委員略敬稱，畫底線者不克出席)
列
席：邱幸慧(會議紀錄)、林志峰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擬修訂「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細則」及「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請討論。
說 明： 本案於 104.12.28 院教評會議新訂細則，會議紀錄、逐點說明如附件。
決 議： 本案全數委員同意通過，擬送行政會議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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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一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
審議細則」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本細則根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 本院為延攬及留住特
勵補助支應原則」訂定之。
殊優秀人才，爰訂定本
細則。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 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二點規定辦理。
適用對象。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資格標準。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
。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含
)以上，並獲得本院推薦者。
3、過 去 五 年 內 曾 獲 其 他 國 內 外 重 要 學 術 獎 項 並 獲 得 本院
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本院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教學、研究、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本院
推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
（一）講座及特聘教授依本院講座及特聘教授評審要點之規定辦理。
審查機制。
（二）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經推薦後送本院審議。本細則實施前已
依原審查程序取得本校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
校長核定。
五、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
院長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
成。

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
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六、本院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 方式及本校推薦作業。
經主管核可後提交本院。本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七點所列績效指標項
目綜合考量，經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會議決議，將全院排序清
單推薦本校，由本校召開校級審議會議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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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包括教學、研究、服務三大面向，各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
面向量化評估績效表參考校方提供格式，參考項目如下：
評估標準。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
數、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
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
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
、爭取校外研究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
）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
導表現、專業服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指標項目、評分比重與計分方式由本院另
訂之。
八、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支給點數）上限依「
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
則」第八點規定、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核給比例（推薦人數）上
限依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
額度（支給點數）上
限、薪資或獎勵金核給
期程及核給比例（推薦
人數）上限依本校規定
辦理。

九、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
（一）未來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 績效要求。
細則第七點各款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
補助期限結束前二個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
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會。
十、本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 新聘、退休、借調或中
資或獎勵金之支給以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 途離職者之彈性薪資
外單位者，依歸建回本校任教月數佔當年比例支給彈性薪資或獎勵 或獎勵金之支給原則。
金。
十一、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同意，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細則訂定之行政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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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審
議細則
104.12.28院教評會議通過
105.04.15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細則根據「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訂定
之。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
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二點規定辦理。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曾獲諾貝爾或相同等級獎項得獎人。
2、曾獲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者。
3、曾獲國際著名獎項足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之專家學者。
4、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5、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6、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
符合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且具下列各目條件之一。
1、過去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
2、過去五年內曾獲教育部教學獎項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合計兩次
（含）以上，並獲得本
院推薦者。
3、 過 去 五 年 內 曾 獲 其 他 國 內 外 重 要 學 術 獎 項 並 獲 得 本院推薦者。
4、曾獲國內外重要學會會士並獲得本院推薦者。
（三）績優教研人員：教學、研究、服務績效優良有特殊成就並獲得本院推薦者。
四、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審查機制：
（一）講座及特聘教授依本院講座及特聘教授評審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現職及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經推薦後送本院審議。本細則實施前已依原審查程序取
得本校講座資格者，其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簽請校長核定。
五、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校長指定講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邀請校外相關領
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六、本院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經主管核可後提交本
院。本院將依據本細則第七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綜合考量，經本院彈性薪資暨獎勵審議會
議決議，將全院排序清單推薦本校，由本校召開校級審議會議後核准。
七、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準，包括教學、研究、服務三大面向，各面向量化評估績效表
參考校方提供格式，參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方面：獲重要教學獎項肯定、教學鐘點數與教學反應問卷點數、指導學生學
術研究之獲獎或績效、協助教學業務推動或教學行政（如教學相關委員會參與）
、配合推動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及推動國際化相關教學績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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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之肯定、相關優勢領域之論文篇數、爭取校外研究
經費、產學合作（如：獲證專利數、技轉金額）及其他具體研究成果等。
（三）服務方面：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服務表現、行政服務表現、學生輔導表現、專業服
務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之績效指標項目、評分比重與計分方式由本院另訂之。
八、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彈性薪資或獎勵支給額度（支給點數）上限依「國立交通大學延攬及
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八點規定、薪資或獎勵金核給期程及
核給比例（推薦人數）上限依第十點規定或配合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一）未來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各項績效要求參照本細則第七點各款
規定辦理。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另應於補助期限結束前
二個月繳交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離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本校彙整後繳交該
部。
十、本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如為新聘、退休、借調或中途離職者，彈性薪資或獎勵金之支給以
實際到（在）職月數佔全年比例計算之；借調校外單位者，依歸建回本校任教月數佔當年
比例支給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十一、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同意，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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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教學、研究、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104.12.28院教評會議通過
105.04.15院務會議通過
壹、教學績效指標項目
一、教學授課表現50％
1、授課鐘點核計（符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之規定）
（1）教學負荷
（2）研究負荷
（3）授課工作核計表
2、教學反應問卷平均得點（無任一任教課程之教學反應平均得點低於3.0以下）
3、課程大綱上傳（含所有任教課程）
4、指導研究生畢業（碩、博）
二、榮譽獎項與人才培育50％
（一）教學獎項
1、國內外教學相關知名獎項獲獎情形
2、交大教學獎
（二）指導學生獲獎
1、學生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會議論文獎項
（
如Best Student Paper Award等)
2、學生獲得國內外競賽獎項
（三）配合推動院、校務發展之教學業務
1、執行相關課程改進計畫
2、性別平等教育
3、通識或科普課程（非通識專職教師）
4、服務學習課程
5、開放式課程
6、智慧財產權課程
7、英語授課（英語非母語之教師）
（四）其他教學專業現
1、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
2、教學專業進修及成長（如教學與知能工作坊等、薪傳計畫）
3、教科書出版
4、其他（參加教學改進計畫或編撰優質教材等）
貳、研究績效指標項目100％
一、獲得重要獎項
二、爭取研究經費
（一）科技部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算）
（二）其他部會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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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合作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算）
（四）產學合作計畫(含分項計畫)(需為申請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始列入計)
三、技術移轉
四、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會議論文獎項
五、期刊論文著作及專利、專書、專章
六、擔任國際期刊編輯或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務、大會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七、其他具體成果表現（自述記錄事項）
叁、服務績效指標項目
一、行政服務、及學生輔導表現50％
（一）擔任校內重要行政服務工作
（二）擔任各級委員會委員或小組成員
（三）出席校內會議及行政配合情形
（四）擔任各級導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校隊教練
（五）其他學生輔導具體貢獻
（六）參與招生宣導、命題、閱卷、監考及審查等事項
（七）協助本校募款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事項
二、專業服務、及其他服務表現50％
（一）協助本校募款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事項
（二）爭取合約、補助、組織學術會議等
（三）擔任國際性組織職務
（四）擔任校外學術性團體之服務事項、審查委員、評鑑委員或評審等
（五）舉辦學術研討會
（六）服務表現優良獲政府機關、學會或立案之相關團體、法人等核頒獎勵
（七）參加社會公益事務、社教活動著有績效之特殊事項
（八）其他推動國際化或有助於提昇校譽之服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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