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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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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懋中校長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請假）、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台南分部許根玉主任（請假）、

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

徐文祥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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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芬副院長代

理）、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

院長代理）、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請假）、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陳鋕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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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教育委員會陳信宏主任委員（請假）、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

坤主任、學生代表張碩恒同學（缺席）、學生代表楊凱傑同學 

列  席：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請假）、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請假）、頂尖計畫辦公

室陳信宏執行長（請假）、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

假）、研發處李阿錞小姐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6年 3月 24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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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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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18）。 

 

三、教務處報告： 

（一）106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共252人報名(105年272人、104年254人、103年330人)

詳如附件二（P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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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6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初估報名本校人數博士班49人(去年37人)、碩士班291

人(去年277人)，各招生系所報名人數詳如附件三（P20）。106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

生分配本校招生名額：博士班15人、碩士班 67人，擬待各系所審查後於下次行政會議

(5/12，上傳陸聯會最後一天)提案討論分配各系所招生名額。 

（三）博士班招生名額每年檢討已列為教育部法規，4月20日教育部函示有關107學年度大學

校院博士班招生名額核定為各校原106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之70%，統一存部15%，授

權校長校內調整15%(來函已副知各博士班與相關學院)，各校得視招生狀況及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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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函示說明在5月底前備計畫報部申請回復存部名額。 

      本校105學年度博士班新生註冊率77.87%，106學年度應可維持在70%以上；本校並有產

業博與學術菁英等配合教育部策略計畫，將依函示申請存部名額回復。 

      申請回復計畫書中有關101-103學年度畢業之博士生畢業後滿1年之就業流向量化統計

及質性分析，已請各博士班配合調查填報。依據本校博士班自審相關規定，博士生畢

業後就業流向資料公開亦為本校自我課責條件之一。 

（四）後續待教育部核復本校博士班名額回復申請結果後，大約8月再參採各博士班106學年

度招生狀況，進行校內107學年度博士班名額調整作業。 

（五）本校106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已提案於106年3月24日105學年度第14次行政會議通過，

惟為慶祝本校在臺建校60週年校慶，106學年度之校際活動週日期尚未決議。經相關單

位於會後討論決定，106學年度之校際活動週日期為4月4日（三）至6日（五），本校4

月6日放假，補4月8日星期日校慶活動日假期。 

（六）NCTU-ICT工坊： 

      1.3月27日已完成辦理ICT工坊課程全校學生說明會，促使更多同學了解ICT工坊。 

      2.已建置NCTU-ICT工坊臉書粉絲專頁，隨時更新最新訊息；NCTU-ICT工坊官方網頁刻

正建置中。 

      3.已於4月20日召開ICT工坊推動策略院系會議，邀請各教學單位主管出席，說明ICT

工坊事宜及研議未來推動策略。 

      4.嵌入式小組已於4月21日召開策略發展會議，共同討論願景、目標、課程、教材、設

備、空間及跨院協調工作。 

（七）跨域學程： 

      1.已於106年3月27日辦理全校跨域學程說明會，促使更多同學了解進而申請跨域學

程，學生報名踴躍，參加人數達135人。 

      2.已於106年3月28日上午於台北辦理記者會，宣傳本校跨域學程等教務重大計畫，獲

得多家媒體正向報導。 

      3.已製作全校跨域學程宣傳摺頁，並完成全校跨域學程官方網頁改版。除進行校內宣

傳外，並發函全國各高中，同時隨時更新跨域學程官方網頁及臉書官方粉絲專頁，

臉書官方粉絲專頁截至4/11按讚人數達455人(自106年1月至今增加331人，成長2.5

倍)，擴大宣傳效益。 

      4.部分教學單位刻正修訂實施要點暨必修科目表，將另彙整提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並

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八）創業與創新學分學程（VIP學程）： 

      1.本學程於今年2月推薦5個學生團隊《筷地》、《HEARTouch情侶手環》、《聲動桌遊》、《享

卡出行》、《Loop+校園電動機車租賃》參加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

計畫，為各自的創業構想實現第一個Prototype。為提升團隊曝光率，特別與研發處

產學運籌中心於3月27日、3月28日兩天中午於工三館前小廣場攜手舉辦宣傳活動，

現場引發熱烈迴響，未來歡迎大家持續交流指教。 

      2.招生座談會：訂於5月5日舉辦第六屆招生座談會，歡迎全校對創業創新有期待與熱

情的大學部同學報名參加，報名網址：http://ppt.cc/iaRkk。 

 

http://ppt.cc/iaR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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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務處報告： 

（一）在大家的努力下學務處完成竹軒交誼廳活化，提升了整體住宿品質，同學對學校的付

出非常有感；現正與總務處合作推動九、十舍交誼廳化工程，預計 9 月份完成第一期

工程。 

（二）2017 Open House 企業校園徵才圓滿完成，廠商參與熱烈、媒體盛大宣傳報導。就輔

組已整理相關報導、新聞稿、活動相片等資料，提供各院及教務處於招生宣導參考。 

（三）輔導工作： 

      1.4 月 19 日(三)13:20-15:10 舉辦校園輔導講座，特別邀請知名精神科專科醫師，著

有《心靈影像的力量》一書的大千醫院南勢分院院長－馬大元醫師，專題演講「吸引

力法則的大腦秘密－心靈影像法教你扭轉困境，人生有求必應！」，介紹簡單快速就能

調適壓力、轉化心情的心靈影像法，增進師生們的生活適應力。 

      2.諮商中心本學期辦理 3 場次研究所書報討論，增進研究生心理健康，主題為壓力管

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性別平等與情感議題。 

      3.協助學習困難同學，提供上學期學分 1/2 不及格同學學習諮詢，如時間管理、生涯

探索等，共計 3人次。 

      4.資源教室 3月 9日辦理期初會議，3月 31日舉辦學生慶生會，促進師生間情感交流。 

（四）本校音樂性社團參加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成績優異：國樂社榮獲國樂合奏大

專團體 B 組特優、管樂團榮獲管樂合奏大專團體 B 組特優、口琴社榮獲口琴合奏大專

團體組特優、口琴四重奏大專團體組優等。 

（五）106年 3月 30日 105學年度第 2次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拆除原工六館旁吸菸區，

遷至工六館停車場 (工六館對面停車場角落往西區路口)。  

（六）大學部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105學年第 1學期成績在該班學生前 20%，符合續領獎學

金 25,000元資格者計有：102學年入學符合續領資格者 10人、103 學年入學符合續領

資格者 9人、104學年入學符合續領資格者 15人、105 學年入學符合續領資格者 12人，

總計 46人，核發獎學金 115萬元。 

（七）106學年度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目前已開始申請、甄選作業，請各學院協助於 4月 25日

前送交通過甄選之獲獎名單，頒獎典禮訂於 6月 7日舉行。 

（八）交大印度國際志工團獲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贊助新台幣 4 萬元整及財團法人華

碩文教基金會贊助新台幣 10 萬元整、再生電腦筆電 10 台，協助今年印度團之計畫進

行，中心於 4月 14日至華碩電腦關渡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 

（九）內政部役政署已於 106 年起正式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役男可於線上即時申請短期出境，經系統查

核無「已通知體檢或列入梯次徵集對象等兵役管制情形」者，符合網路申請條件，列

印役男短期出境核准通知單，自核准當日起 1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 

（十）服務性社團本學期固定服務計畫： 

      1.山地文化服務團：週末假日於新竹縣五峰鄉天湖部落與尖石鄉那羅部落辦理原住民

小朋友公益課輔與團康活動，激發資源不足的山地部落小朋友更多學習動能。 

      2.文化服務團：與新竹市龍山國小輔導室合作辦理親親常態公益課輔活動，與竹市社

會福利發展協會會合作辦理佳佳常態公益課輔活動，協助學習困難小朋友於課業上排

除障礙，增進學業學習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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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四，P21） 

1.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另系所裝修部分於 106年 4月 27日正

式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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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8日舉辦上樑

典禮。並於 106年 3月 28日就實驗設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與使用單位及相

關單位進行討論。另內部 2、3樓裝修委託技術服務案業已於 4月 19日召開第 1次

空間配置討論會議。目前結構體已完成，現在進行內部消防、水電配管及裝修工程。

工程現場進度為 80.77%。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已於 105年 8月 13日舉辦上樑典禮。目前結構體已完成，

現正施作室內裝修工程及水電消防配管安裝工程等；另同時進行變更設計與後續擴

充事宜。工程現場進度為 98.1%。 

（二）因應同仁離職後公文處理，調整本校電子公文系統： 

1.為改善承辦人離職致結案公文無法進行後續作業，及維護本校各項業務機密安全，

調整本校電子公文系統之移文作業方式如下： 

（1）未至離職日：文書組系統管理員於會辦離職交代手續單時，經查有未辦結之公文

時，將併同通知該單位主管，督促該員儘速於離職日前辦理結案歸檔或辦理移文

作業。 

（2）已至離職日：文書組系統管理員將未辦結之公文逕行移文予該單位主管，由該單

位主管進行移文作業，指派單位內人員接續辦理。 

2.協請人事室離職系統新增功能： 

文書組已提出「e-mail予承辦人之補件通知，併同通知該單位主管」納入未來新版

離職系統新需求，以便單位主管掌控同仁辦理離職手續時之處理進度及情況。 

3.為落實上揭作業，本處已於106年3月10日交大總文第1061002089號函請各單位知照。 

（三）「I ♥ NCTU」校慶裝置藝術執行情形（活動照片如附件四，P22） 

本校創校 121週年暨在台建校 59週年校慶於 4月 8日（六）在光復校區盛大登場，上

千名校友返校同慶。今年首度設立的「I ♥ NCTU」大型造景，也成為最夯的拍照打卡

地標。「I ♥ NCTU」裝置藝術和「59」看板，頗受學生們的肯定，也成了校慶新聞稿的

亮點，提升了交大校園環境的美學品質。「I ♥ NCTU」將留於現地，俟開業典禮後再行

拆卸。請同仁師生於拍照時注意往來車輛，以維安全。 

爾後配合本校重點活動，透過設置創意裝置藝術，自規劃至各協力單位，激發校園活

力氛圍。總務處將在大型活動中擔任魔法師，並邀請各單位集思廣益，共同打造藝術

校園。 

（四）進入交大的小森時光-106年度校園生態環境教育活動（活動照片如附件四，P22） 

在光復校區西區原生植物園區辦理之環境教育活動第 2梯次已於 106年 4月 18日辦

畢，計有 30餘名教職員生參加，參與者反應熱烈並獲肯定。活動由中興大學森林系邱

清安副教授、樹藝師藍梁文先生、手作步道達人陳理德老師及自然作家孟琬瑜老師於

戶外現場指導。內容包括：苗木種類認識、種植及修剪注意事項、手植原生植栽及植

物名牌裝設、地被植物變遷解說及清除外來入侵種雜草等。本項活動提供終身學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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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環境教育項目），106年其餘 2梯次將在 9月及 11月辦理，屆時歡迎對校園生物

多樣性有興趣的教職員生共同參與（通知及報名方式另發）。 

 

六、研發處報告：  
（一）恭賀本校電子所郭峻因教授、光電系郭浩中教授、材料系陳三元教授、環工所蔡春進

教授、資工系林盈達教授及陳志成教授、生科系廖光文教授榮獲科技部 105年度「傑

出研究獎」。科技部為獎勵研究成果傑出之科學技術人才，長期從事學術或產學研究，

以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並強化我國產業技術研究成效及提升產業

技術研發能力，增強國家科技實力，特訂定此獎助案作業要點。本次本校共 33人申請，

獲核 7人。 

（二）恭賀本校材料系朱英豪副教授繼榮登 2014 Thomson Reuters 材料領域高引用次數之傑

出研究學者(Highly-Cited Researcher)，再次蟬聯 2016 Thomson Reuters材料領域

高引用次數之傑出研究學者。 

主席裁示：感謝各學院對本校研究能量提升的努力，並恭喜以上得獎老師。 

（三）106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遞補需求申請訊息：依據內政部核定公告「106 年度研發及產

業訓儲替代役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實施計畫」辦理，本校尚有 7名替代役員額，請有

意申請 106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之教師，填寫「106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遞補需求申

請表」，並將紙本及電子檔送交至研發企劃組彙整辦理。詳細申請應注意事項與相關表

格，請至研發處網頁點選最新消息參閱與下載。  

（四）創新創業活動訊息： 

      1.本校產學運籌中心自 106年 4月 29日起，一連六週在交映樓 Startup Lab 703舉辦

「交大青年創業家培育系列講座」，匯集天使投資人、麥肯錫顧問、成功創業家、新

創知名部落客、市場行銷專家、資深會計師等強大陣容，帶給青年創業家震撼式的

學習經驗，歡迎有興趣的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網址：https://goo.gl/8oG0KV)。 

      2.歡迎參加「科技部 FIT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106年度第二梯次徵件說明會」：「創新創

業激勵計畫」是由科技部指導，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執行。旨

在輔導學研機構進行科技創業，主要以生技醫療、創新科技與設計、雲端與科技服

務為範疇，每梯次以半年為周期，藉由兩階段的營隊深度培訓檢視團隊需求並舉辦

天使創投媒合會協助創業團隊媒體露出、尋求民間市場機會。說明會訊息如下： 

      時間：106年 5月 5日(五)13:30-16:30 

      地點：交映樓 703室 

（五）各項獎項徵求訊息： 

      1.楊祥發紀念教育基金會「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自即日起至 106年

7月 31日止受理申請，作業要點請至該會官網查詢。請各院級單位先於 106年 6月

23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依研發企劃組通知備齊相關申請資

料，並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106年 7月 19日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辦理 2017年「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自 106年 7月 1

日起至 8月 31日止受理申請。本獎項採自行申請制，詳細辦法請至中研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網頁查詢。 

https://goo.gl/8oG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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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父紀念館辦理「106年國立國父紀念館評選出版博碩士論文及專書實施計畫」自

106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止受理申請。本獎項採自行申請制，詳細辦法請至國父

紀念館網站點選「最新消息」查詢。 

(六)各項研究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訂定「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作業要點」及 106年度「新型態產

學研鏈結計畫」第 2梯次價創計畫申請案受理申請：科技部為建立產學研連結創新

研發之生態系統，提升研發成果商業化之可行性，達成衍生新創公司(spin-off)或

促成廠商併購技術團隊(spin-in)之目的，徵求符合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推動方向，且

具潛力發展為破壞式創新技術之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5月 2日，計畫徵求說

明請詳參科技部網站公告內容。 

      2.科技部 107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暨「曜星研究計畫」構想書受理申請：學術

攻頂研究計畫為支持已居世界領先群或具有高度研究潛力之傑出學者，給予長期且

充分之經費補助，進行基礎及應用之前瞻研究，特自 98年度起補助此計畫，以造就

各專業領域國際頂尖實力之研究人才。曜星研究計畫為支持年輕學者進行基礎及應

用之前瞻研究，特自 106年度起補助此計畫，給予充分之經費補助，讓具有國際競

爭實力的年輕優秀學者有學術攻頂機會，以創造更多研究成果並躍居國際領先地

位。校內初審所需之申請人、申請領域、計畫名稱、大綱、簡歷(含獎項)及院推薦

函等資料，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106年 4月 28日前；計畫構想書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106年 7月 3日前。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徵求公告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

「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3.科技部 2017年「智慧輔助科技研究(兩岸共同研究)專案計畫」受理申請：該專案計

畫以提供兩岸高齡者自立支援生活或解決照護問題為共同研發目標，跨團隊整合規

劃使高齡者及其照護者更方便且有效率使用的輔助科技及照護系統。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5月 9日止，計畫徵求公告等相關內容，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

下載。 

      4.科技部徵求 106年度「具產業前景之綠色能源」專題研究計畫：為推動十大產業創

新方案以擴展綠色能源產業和提升人才培育，於現有的科研基礎下，推動此專題研

究計畫。給予學術界已具成熟、領先性之技術臨門一腳，以畫龍點睛的補助方式，

加速推展相關技術或成品至產業產出。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5月 9日止，計畫徵求

公告請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公告事項查詢下載。 

      5.科技部徵求「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希望透過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設

立，建立一個公部門、產業、媒體、NGO、及公眾之間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並逐步

發展與累積適切的新興科技溝通模式，讓產業更能連結國家社會的整體需求及福

祉，並達到永續發展之目的。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5月 18日止，計畫徵求公告請至

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網頁之科教業務公告查詢下載。 

      6.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8年度臺灣與俄羅斯「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本

次徵求案共包括五項合作計畫方案，係依科技部與俄羅斯科學基金會（RSF）、俄羅

斯基礎研究基金會（RFBR）、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SB RAS）、俄羅斯科學院

遠東分院（FEB RAS）及俄羅斯人文科學基金會（RFH）五機構簽署之協議辦理，其

中 RFH自今年起併入 RFBR共同徵求。校內收件截止日為各計畫科技部申請截止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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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工作天。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徵求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

下載。 

      7.科技部 2017-2019年台蒙雙邊協議合作專題研究計畫及研討會補助案受理申請：科

技部與蒙古教育文化科學部簽署科學合作協定，雙方同意共同促進台蒙科技交流，

為落實前述協定，推動國內學術發展暨促進與蒙古科技合作，將以共同合作研究計

畫為主要補助活動，每年並將擇定特定領域徵求在台灣或蒙古舉辦雙邊學術研討

會。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5月 10日止，注意事項及相關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

載。 

      8.科技部 2017-2018年台韓雙邊協議合作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受理申請：科技部與南

韓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RF)雙方同意共同促進台韓科技交流；為落實

前述共識，推動國內學術發展暨促進韓國學術合作，雙方將以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

畫為主要補助活動。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5月 31日止，注意事項及相關資訊請至科

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9.科技部 107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及「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案自 106

年 6月 1日起受理線上申請：科技部 107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及「赴國

外從事博士後研究」案自 106年 6月 1日起受理線上申請: 為配合國家長期科技發

展需要，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培育在校優秀博士生國際研究經驗，及鼓勵我國

年輕優秀博士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以提升國際研究能力，以汲取先進國家研發經

驗，科技部特補助此 2 項申請案。「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申請案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7月 26日止;「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申請案採以個人方式提出線上申請，線上

截止日至 106年 7月 31日中午 12時止。計畫相關規定請至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網頁

之國合業務公告查詢下載。 

      10.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公開徵求 106年度「南部智慧生醫產業聚落推動計

畫」：該局為促使國內產業升級、優勢產業整合群聚以及強調生醫領域產業發展，特

推動南部智慧生醫產業聚落發展推動計畫，以鼓勵產學研醫透過創新及技術研發，

引領數位化及智慧化醫療器材製造能力，建構臨床信賴模式，提升國產品替代進口

品比例，提供廠商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並擴大整場整案海外輸出，爭取國際商

機。分個別型、整合型及創新型 3種補助計畫類型，學研機構僅得申請整合型計畫

之分項計畫或創新型計畫，不得申請個別型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6年 5月 11日止。

計畫「徵求公告」及「申請手冊」請逕至該局網站之「最新消息及就業資訊」點選

「園區通報」查詢下載。 

 

七、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簽署下表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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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美國 

紐約州立大學

石溪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

書 

1. 兩校已於 2015 年 7 月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

合約書，本校有 1 名同學赴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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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加簽] 校級 2+2 學士

雙聯合約書 (另附件

1，p.1 -p.4)  

該校進行交換學習。 

2. 該校教務長 Prof. Imin Kao 

2016 年 10 月來訪，積極促

成更多合作，提出 2+2 學士

雙聯(2 年交大+2 年美國 or2

年交大+1 年美國+1 年韓國)

供本校評估。 

3. 本校加入之合作單位有：電

機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外

國語文學系與生物科技學

系。 

NCTU 美國 

聖路易斯華盛

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原已簽署] 院級雙聯

碩士合約書 

 

[加簽] 校級

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合約書(另附

件 2，p.5-p.6) 

1. 該校與本校科技法律學院

長期合作、交流密切，雙方

簽有雙聯碩士學位合約。 

2. 該校的 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 提供學位生獎學

金，如與該校簽署合約，本

校學生將有機會申請。 

5 年 

NCTU 
大陸

地區 

重慶大學

(Chongqing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

書 

 

[加簽] 校級自費交換

學生合約書(另附件

3，p.7-p.8) 

1. 該校為 985 工程高校之一，

雙方於 2017 年 3 月簽有校

級學術交流、交換學生合約

書(3 名/學期)。 

2. 由於該校同學有極高意願

至本校交換，因此該校提議

建立自費交換生合約(5 名/

學期)，以促進更多學生來交

大學習。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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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工學院 
大陸

地區 

西南交通大學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

書 

 

[加簽] 院級研究生論

文共同指導合約書

(另附件 4，p.9-p.10) 

1. 本校工學院材料系曾於

2016 年 8 月由張翼副校長

及工學院韋院長帶領，前往

該校的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院交流參訪，除了解研究重

點及發展方向，並進行兩校

院系人員互相認識，討論未

來學院交流方式及合作之

可行性。 

2. 藉由此研究生論文共同指

導計畫合約書的簽定，使雙

方在教學及人才培養合作

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科學

合作與實質交流，實提供兩

校學生交流機會。 

5 年 

理學院 日本 

愛媛大學 

(Ehime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

書 (將於 2017/8/27

到期) 

 

[續簽] 院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5，p.11-p.15) 

1. 理學院與日本愛媛大學理

工學研究科自 2010 年起即

積極進行雙邊學術交流，雙

方亦於 2012 年簽署學術交

流協議書與交換生合約，發

展國際交流並拓展學生視

野。 

2. 兩校每兩年輪流舉辦研討

會，雙方學術互動密切。

2016 年，雙方更積極推動暑

期研究交換計畫，該校並給

予本院學生研修期間獎學

金補助，實提供本院學生國

際校院間實驗室交流的難

得機會。 

3. 為持續發展國際合作與交

換生計畫，擬續簽合約，效

期 5 年。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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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管理學

院 
韓國 

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院級交換

學生合約書 (已於

2017/3/13 到期) 

 

[續簽] 院級交換學生

合約書(另附件 6，

p.16-p.18) 

1. 該校為首爾的基督教私立

研究型大學，創於 1885 年，

是韓國歷史最為悠久且頂

尖的大學之一(2016 QS排名

112)。 

2. 自 2012 年本校管院與該校

商 管 學 院 (School of 

Business)簽署交換學生合

約，本院有 1 名同學至該校

交換。 

3. 本校管理學院為加強推動

交流並維繫姐妹校情誼，擬

續簽交換學生合約。 

5 年 

電子工

程學系 
香港 

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

書(理學院)；院級交換

學生合約書(電機

院、資訊院)；系級交

換學生合約書(外文

系、亞際學程) 

 

[加簽] 系級 Summer 

Workshop Training 

Programme合約書(另

附件 7，p.19-p.22) 

1. 該 校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為拓展學生海

外學習經驗，學院 Prof. 

Pong 於 2016 年 11 月與本

校電子工程學系聯絡，並探

詢暑期交換學生的可行

性，更於同年 12 月來訪簡

介該校與國外大學暑期合

作的學程與課程。會後本校

電子系發現該校所推動之

學程與現今交大推動之 ICT 

工作坊之性質相似，故可在

不增加系所負擔之情況

下，增加交大學生赴國外一

流大學研習之經驗，故同意

進行雙邊交流合作。 

2. 基於互利之前提下，雙邊學

生修習課程時僅繳交母校

之學費，兩院系將開設暑期

課程並提供宿舍之安排，故

學生僅需負擔生活費與保

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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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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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升本校學生學術研究水準、培養及拓展學生之國際視野，本校訂有「優秀博碩士

生出國短期研究獎金」每學年度分 3 梯次申請， 105 學年度第 2 梯次經 106 年 3 月

16 日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議審查結果，共有 10 名碩博生獲得獎學金補助，綜整本學

年度 1-2 梯次核定獲獎結果如下表。 
梯次 博士 碩士 合計 

第一梯次 3 3 6 
第二梯次 7 3 10 

      第 3梯次申請截止日期為 106年 6月 15日，請鼓勵學生踴躍申請。詳細資訊請參閱本  

處網頁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5-1000-1480,c343-1.php。 

（三）重要外賓(3/27-4/28)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3/30 
印度台北協會 India 

Taipei Association 
副會長 Mr. Sandeep Jakhar 

來校討論如何加深臺印的學生交

流與招生策略等事項。 

4/18 

IIT Hyderabad  

印度理工學院海德拉

巴分校 

校長 Dr. Uday B. Desai 

首次拜訪本校，提出學生交流與研

究合作等議題，後續仍須研擬合作

模式。 

4/24  

 

Commercial Office of 

Brazil 巴西商務辦事

處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 

巴西米納斯吉拉斯聯

邦大學 

主任 Mr. Fábio G. Franco 

巴西商務辦事處主任與巴西米納

斯吉拉斯聯邦大學代表來訪，欲拓

展巴西大學在臺的姐妹校，並拓展

與亞洲頂尖大學的交流，因本校並

沒有巴西的姐妹校，也沒有巴西學

生在校就讀，故雙方將由暑期計劃

開始交流，循序漸進加深往後的合

作。 

4/26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美國在臺協會 

處長 
Mr. Kin W. Moy (梅

健華) 

來校拜會校長，且因 AIT 每年都會

安排處長走入學校和年輕學子們

有所交流互動，本月安排至本校演

講，主題是介紹臺美關係及美國在

臺協會。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資訊中心將於 5月辦理資訊相關教育訓練，報名網址：

https://ittraining.nctu.edu.tw，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報名參加： 

      1.為強化個人電腦資訊安全，擬於 5月 3日舉辦「資安宣導及教育訓練講座」，課程

內容包含防毒軟體的安裝及更新、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的更新，使用者帳號管理、

電腦系統異常檢核等及如何預防「勒索軟體」攻擊等等，以共同維護本校資訊安全。 

      2.為加強本校同仁了解開放文件格式(ODF)知能及熟悉 LibreOffice使用技巧，擬於 5

月19日及5月24日分別辦理LibreOffice-Writer 研習及LibreOffice-Calc 研習。 

（二）為配合行政院「105年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率查核」，請各單位協助於 5月 11日前填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5-1000-1480,c343-1.php
https://ittraining.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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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問卷調查表(問卷網址: https://ittraining.nctu.edu.tw)，請點選「政府機關電

腦作業效率查核」進行填寫。如有任何疑問，請與資訊中心彭玉文先生連絡(分

機:31709)。 

 

九、秘書室報告：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為「共同教育委員會」經教育部 106年 4月 6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60045784號函核定(即核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關於經行政會議通過之校務

運作相關行政規則應據以修正事宜，業經於 106年 4月 19日以書函周知全校各單位： 

      1.依本校 104年 1月 9日召開之 103學年度第 14次行政會議決議，為簡化程序，提升

行政效能，原經行政會議通過之校務運作相關行政規則，爾後如係上級或其他機關、

行政單位或母法更名而需配合修正者(例如國科會改制更名為科技部)，經單位主管

認可後，提送行政會議列為報告事項，無需提案討論。前述決議內容前亦以 104年

1月 9日交大秘字第 1041000347號書函周知全校，檢附該書函(如附件五，P23)供

參。 

      2.慮及行政效能及統整性，關於前述「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為「共同教育委員會」，

本校經行政會議通過之校務運作相關行政規則應據以修正事宜，已請各單位至遲於

106年 5月中下旬前，依前述書函內容提送行政會議辦理。另涉及其他層級機制通

過之相關行政規章，亦請檢視辦理。 

（二）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為「共同教育委員會」，爰修正「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

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內相關文字，修正要點草案及修正

對照表如附件六（P24-25）。 

（三）本室依「國立交通大學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推動與監督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於 106

年 3月 3日以交大秘字第 1061002174號書函請各一級行政單位業於 3月底前完成風險

評估作業，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所查填之風險議題共 30項(如另附件)，惟環安中心經

其內部自行評估判定無風險，前述風險評估情形經簽核業轉交本校稽核人員參考。於

風險評估作業辦理完竣後，本室賡續辦理本校內部控制自行評估作業，於 3月 29日以

交大秘字第 1061003396號書函請各一級行政單位於 4月 28日前辦理完竣送本室彙辦。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設置辦法」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配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附件七，P26-35)修訂規定，並建立校

園學術倫理規範與機制，深化學術倫理教育，避免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提升研究誠

信風氣並維護良善研究品質，爰成立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以下簡稱

本辦公室)，專責管理及統籌協調學術倫理相關業務。 

    二、為利本辦公室業務順利推動執行，擬訂定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設置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八（P36-40）。 

    三、另檢附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及本校「學生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辦法」(附件九，P41-45)供參考。 

決  議：通過。 

https://ittraining.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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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校擬與臺北榮民總醫院、國立陽明大學簽署智能醫療合作協議書，請討論。(研發

處提) 

說  明： 

    一、臺北榮民總醫院、國立陽明大學與本校為促進智能醫療發展與其相關學術交流，強

化未來合作交流，擬簽署三方合作協議書；並針對本校所衍生之 BioICT®醫院，由

三方專業同仁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協力完成醫院設立等相關事項。 

    二、檢附三方智能醫療合作協議書如另附件。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本校「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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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請討論。（共同教育委員會提） 

說  明: 

    一、本校「國立交通大學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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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業經 106年 4月 13日 105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共同教育委員會

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十（P46）。 

    二、本校「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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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一（P47-55）。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修正「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 NCTU VISION 2020」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 NCTU VISION 2020」係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前於 102

年 4月彙編完成，相關校務發展及數據資料始自著手撰述之 101年(部分資料引自當

年起之前 5年)。 

    二、教育部為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後續作業，請各大學於 106年 4月 30日前提供(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以供該部諮詢培力小組參考，俾利其了解各大學校務發展現況

及發展方向，檢附教育部 106年 4月 21日函文(附件十二，P56-57)供參。爰經頂尖

計畫辦公室考量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密切性，業請研發處、

國際處、教務處酌予修正「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 NCTU VISION 2020」相關內容。 

    三、檢附「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 NCTU VISION 2020」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件十

三，P58-61），請前述單位主管協助說明。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本校｢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原教育部推動「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已改由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

結計畫」，因應補助機構名稱及計畫名稱之異動，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名稱與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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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4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9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會議紀錄

請參閱附件十四（P62）。 

    三、本校｢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五（P63-67）。 

決  議：通過。 

 

伍、散會：上午 11時 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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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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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 

1051216 

主席報告三：請各單位網頁之 template

可利用 wordpress軟體支援；網頁是學

校之 image，務請用心規劃處理。 

理學院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社學院 

生科學院 

客家學院 

光電學院 

科法學院 

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 

通識教育委

員會 

電資中心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研發處 

國際處 

理學院：理學院網頁目前已委請本校計中以

wordpress為 template進行設計製作，預計 106年 1

月上線。 

電機學院：電機學院相關網站的建置，在數年前委由

專業人士(專職公司)設計，其維運及網站功能亦由專

人維護。就我們了解，Wordpress軟體是為網頁平台

設計的專業軟體，提供數百個佈景主題可供網站設計

人員選擇及使用，功能強大，並可建立為任何類型的

網站。未來電機學院相關網站下次改版前，將請相關

設計人員參考及評估使用 Wordpress軟體。 

資訊學院：學院網頁目前請廠商進行改版重新設計，

網頁效果佳於 wordpress軟體。 

工學院：本院已建置專屬網頁並持續更新中，若日後

有需要進行改版，將參考利用該軟體。 

管理學院：管院網頁已有配合的廠商及固定使用的網

頁軟體，且目前規劃並建置行動版網頁以支援行動裝

置瀏覽，預計 106年 2月底完成行動版網頁。未來也

將持續且用心經營管院網頁。 

人社學院：人社院新版網站於 11月 30日上線，具有

獨立而完整的客製化內容管理系統，符合多螢幕的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研發處 

國際處 

資訊中心 

電資中心 

圖書館

人事室 

主計室

理學院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社院

客家學院

光電學院 

科法學院

國際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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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秘書室 

人事室 

主計室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環安中心 

responsive需求，同時版型以 card的形式呈現，以

求符合人社院人文與科技整合的方向。遠較

wordpress的方案為佳。 

生科學院：目前的 template與 wordoress相距甚遠，

但明年度可請廠商評估改善方式。 

客家學院：已依學校政策,進行網頁設計與規劃,以符

合行動裝置瀏覽。 

光電學院：本院網頁已有配合的廠商及固定使用的網

頁軟體，經評估將規劃設置「行動版 RWD網站調整」，

使網站具有自動符合行動裝置瀏覽介面之功能，藉以

支援行動裝置瀏覽，未來也將持續且用心經營學院網

頁。 

科法學院：科法學院已於 2015年 10月以 wordpress

軟體架構全新學院網站，以因應各種行動裝置使用者

連線至本院網站觀看學院資訊，並響應本校創新、設

計之精神規劃學院網站之專業識別形象，吸引各領域

學生跨域學習。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本院網站已於 2015年 8月 13

日上線，架設廠商表示本院網站已設置「行動版 RWD

網站調整」，網站具有自動符合行動裝置瀏覽介面之

功能，規格符合行動版網頁瀏覽。此外，院內亦有同

仁定期維護更新作業，未來也將持續且用心經營本院

網站。 

共同教育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目前正在進行組織

改造，俟組織改造完成後，將配合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規劃，設計新版網頁。 

體學院

已結案 

 

擬結案 

 

秘書室

生科學院 

環安中心 

共同教育

委員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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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中心：電資中心已經著手規劃 RWD （Responsive 

Web Design）網頁，預計明年 7月前會上線。 

教務處：已使用資訊中心提供之 wordpress平台進行

進行教務處主站資料建置，待完成後將請各組配合確

認及補足相關資料。 

學務處：學務處網頁已依學校政策，採用 wordpress

重新規劃改版完成，感謝資訊中心協助。 

總務處：本處（含以下 8組）已完成中英文網頁改版，

以內容管理系統（CMS）做為主要架構（wordpress

亦是內容管理系統的一種），符合 W3C HTML規範，支

援行動載具各尺寸螢幕最適化網頁瀏覽。 

本次改版使用之語法及程式，其優點為擴充彈性之樹

狀結構，可自行調整網站架構，並能一次上稿多元發

佈提高多內容的運用效益，便於同仁管理使用，也讓

使用者搜尋資料時更有效率。 

研發處：研發處網頁依據評鑑標準完成更新，已適用

於行動裝置瀏覽、提供開放文件格式，未來將持續配

合校園網路評鑑意見進行維護。 

國際處：為建置行動網頁，本處已進行網頁改版作業

中，若日後有需要進行改版，將參考利用該軟體。 

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已適用於行動裝置瀏覽、提供開

放文件格式等校園網路評鑑標準持續維護，並且於民

國 105年完成交大機構典藏網站改版，符合「世界大

學機構典藏網站」評比標準持續維護。 

秘書室：本室配合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規劃辦理。 

人事室：已委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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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已委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製作中。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網頁已完成。 

環安中心：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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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6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報名人數 

博士班 
報名

人數 

招生

名額 
博士班 

報名

人數 

招生

名額 

101 電子研究所甲組  19 10 451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乙組  2 2 

102 電子研究所乙組  11 8 830 生醫科學博士班聯招 2 5 

810 電機學群博士班聯招 29 31 501 生物科技學系甲組  4 4 

820 光電學群博士班聯招 4 11 502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0 2 

103 電機學院博士班乙組 8 5 503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3 2 

201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14 15 601 管理科學系 11 6 

202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0 1 602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5 5 

251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 9 6 603 經營管理研究所 15 3 

301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1 3 604 科技管理研究所甲組(一般生) 6 3 

302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2 4 605 科技管理研究所乙組(在職生) 9  

303 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5 3 606 資財系資訊管理博士班 9 5 

304 機械工程學系丁組  3 1 607 資財系財務金融博士班 4 2 

305 土木工程學系甲組  1 

9 

840 運輸與物流博士班聯招 10 2 

306 土木工程學系乙組  2 651 科技法律研究所 7 3 

307 土木工程學系丙組  2 701 應用藝術研究所甲組  0 2 

308 土木工程學系丁組  0 702 應用藝術研究所乙組  3 2 

309 土木工程學系戊組  1 703 應用藝術研究所丙組  1 2 

310 土木工程學系己組  1 704 教育研究所乙組  3 1 

311 土木工程學系庚組 0 1 705 教育研究所丙組  1 2 

31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12 
13 

706 教育研究所丁組  2 2 

31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2 707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0 4 

314 材料系奈米科技博士班 0 1 801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2 1 

315 環境工程研究所 3 5 850 光電學院博士班聯招(台南分部) 5 6 

401 電子物理學系 8 8 總計 252 210 

402 物理研究所(一般生) 0 1    

403 物理研究所(在職生) 0 1    

404 應用數學系 6 2    

405 統計學研究所 0 1    

406 應用化學系 4 3    

407 應化系分子科學博士班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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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6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報名人數 

碩士班 人數 博士班 人數 

電機工程學系 8 電子研究所 1 

電子研究所 7 電控工程研究所 1 

電控工程研究所 9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 

電信工程研究所 9 生物科技學系 0 

光電工程學系 2 資財系資訊管理博士班 3 

生醫工程研究所 1 資財系財務金融博士班 8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17 科技法律研究所 2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7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1 

網路工程研究所 2 教育研究所     13 

機械工程學系 7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6 

土木工程學系 16 機械工程學系 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7 應用化學系 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科技碩士班 1 博士班合計 49 

環境工程研究所 8   

電子物理學系 3   

生物科技學系 4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2   

管理科學系 15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4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交通運輸碩士班 3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物流管理碩士班 5   

資財系財務金融碩士班 26   

資財系資訊管理碩士班 10   

科技管理研究所 7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3   

科技法律研究所 8   

傳播研究所 27   

應用藝術研究所 16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3   

教育研究所 9   

建築研究所 7   

音樂研究所 6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2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3   

應用化學系 3   

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碩士班 0   

統計學研究所 10   

傳播與科技學系 10   

光電系統研究所 0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1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2   

碩士班合計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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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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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施工情況-1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施工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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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NCTU校慶裝置藝術活動照片 

 

 

 

 

 

進入交大的小森時光-106年度校園生態環境教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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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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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點  本小組成員由副校長

一人、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

秘書、圖書館館長、資

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

產學運籌中心主任、學

生代表一人，及各學院

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與科技法律研

究所所長指定人員共同

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

執行秘書。會議由召集

人視需要召開。 

第三點  本小組成員二十一

人，由副校長一人、教

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圖

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主任、產學運籌

中心主任、學生代表一

人，及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指定人員共同組成，並

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主任秘書擔任執行秘

書。會議由召集人視需

要召開。 

1.「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為

「共同教育委員會」。 

2.為避免爾後新增學院，需進

行本要點人數修正，爰刪除小

組人員21人字樣。 

第四點  本小組幕僚作業由秘

書室辦理。任務分工如

下： 

    (一) 課程規劃：督導單位

為教務處，執行單位包括

共同教育委員會及科技

法律研究所。 

 

第四點  本小組幕僚作業由秘

書室辦理。任務分工如

下： 

    (一) 課程規劃：督導單位

為教務處，執行單位包括

通識教育委員會及科技

法律研究所。 

「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為「共

同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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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96年 11月 30日行政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9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9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月 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昇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推動及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政策，特設「國立交通

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與法令，並規劃相關宣導活動。 

  （二）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採取有效措施，落實校園合法軟體、圖書、教

科書及影音光碟等之使用。 

  （三）制定校園網路管理機制。 

（四）訂定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 

  （五）其他保護智慧財產權措施之規劃與執行事項。 

三、本小組成員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產學運籌中心主任、學生代表一人，及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與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指定人員共同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主

任秘書擔任執行秘書。會議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 

四、本小組幕僚作業由秘書室辦理。任務分工如下： 

(一)課程規劃：督導單位為教務處，執行單位包括共同教育委 

    員會及科技法律研究所。 

(二)教育推廣：督導單位為研發處，執行單位包括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產學運籌中心、人事室、圖書館 及課外活動組。 

(三)校園影印管理：督導單位為學務處，執行單位包括各院系所 

及中心、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書館、軍訓室、產學 

運籌中心、課務組、數位內容製作中心、購運組、事務組、 

生輔組。 

(四)校園網路管理：執行單位為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五)輔導評鑑及獎勵：執行單位包括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 

研發處。 

前項各款事務處理情形，督導及執行單位應於每學期提送本小 

組報告。 

五、本小組需有過半數人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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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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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06 年 1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00525 號函修正 
負責單位：綜合規劃司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補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相關工作，以

提升我國科技研發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須為依本部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本部補助單

位者。 

三、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如下： 

(一)申請機構編制內之專任人員，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公私立大專院校： 

(1)助理教授以上人員。 

(2)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利技術報告

專書。 

(3)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4)附屬醫院中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

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公私立研究機構： 

(1)副研究員、技正或相當副研究員資格以上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3)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3.醫療院所： 

(1)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二)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本部三次傑出研究獎、財團法

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或經本部認可之其他相當獎項，且申請機構於

申請研究計畫函內敘明願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其進行研究並負責一切行政作

業者。 

(三)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聘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四)私立大專院校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遴

聘規定所聘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五)公立大專院校依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法遴用具博士學位之核

能及航太等二類稀少性科技人員。 

(六)公立醫療院所以醫療相關作業基金進用之非編制內專任主治醫師二年以上或獲博

士學位之專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二年以上，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

刊。 

    具有前項第一款資格，且依相關規定被借調之人員，得由原任職機構提出申請。但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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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不得提出申請。 

四、專題研究計畫類別分為下列二種： 

(一)一般研究計畫： 

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依研究專長或參考本部學門規劃項目申請本項計畫。 

(二)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於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五年以內或獲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之專任教

學、研究人員，且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申請本項計畫。其申請時擔任教學、

研究專任職務資歷併計已超過五年之人員，不視為新進人員。 

五、研究計畫型別分為下列二類： 

(一)個別型研究計畫： 

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或參考本部學門規劃研究項目研提之計畫。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 

包含總計畫及子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依本部規劃推動之任務導向重點研究項目

組成研究群，研提跨領域或跨校之計畫，或就特定題目自行組成研究群研提之計

畫。 

六、研究計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下列各項補助經費： 

(一)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1)專、兼任助理費用及臨時工資，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2)博士後研究人員費用： 

因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所需國內、外或大陸地區博士後研究人員，得於計畫內

一併提出申請，依本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於計畫核

定時，博士後研究人員人選已確定者，本部得一併核定；人選未確定者，僅

核給名額，俟計畫主持人提出合適人選經本部審查通過後，再依規定辦理進

用及請款事宜。博士後研究人員費用得另核撥，除本部另有規定外，不列入

計畫之研究人力費內。 

2.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其他費用等。 

3.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因執行研究計畫邀請國外或大陸地區學者來臺所需費用。 

(二)研究設備費： 

指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與研究計畫

直接有關之各項設備。 

(三)國外差旅費： 

1.因執行研究計畫需要赴國外或大陸地區之差旅費用，出國種類限下列二項： 

(1)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因計畫需要必須與國外合作研究、從

事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或使用國外研究設施等移地研究者。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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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

論文、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 

2.因執行本部補助之規劃推動案，計畫主持人及相關人員需要出國參訪及考察之

差旅費用。 

七、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通過者，得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給研究主持費。 

    整合型或本部規劃推動之研究計畫，其共同主持人未擔任本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主持

人，得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給研究主持費。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僅得支領一份研究主持費。已領取本部特

約研究計畫主持費者，不得再領取研究主持費。但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或本部規劃推

動之研究計畫所具領之主持費或規劃費，不在此限。 

    支領研究主持費者，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因赴國外短期研究、離職轉任非本部補助機

構或退休等因素，致無法執行研究計畫或資格不符第三點規定者，申請機構應即停止核

發研究主持費，並將該款項繳回本部。但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計畫主持人如依規定借調至政府機關擔任政務人員，於借調前已執行本部研究計畫並已

核給研究主持費者，於擔任政務人員期間不得支領研究主持費，申請機構應將該研究主

持費繳回本部；於擔任政務人員期間依規定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且經審查通過者，不核給

於擔任政務人員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已核給者，申請機構應將該研究主持費繳回本部。 

八、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通過者，得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酌予核給管理費。 

九、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均不得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擔任本部其他研究計畫之有給助

理。 

十、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以隨到

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或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且從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

得於起聘之日或獲博士學位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二)曾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於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滿一年以上，受延

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於歸建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歸建

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申請ㄧ件為限，但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後經申請機構撤回

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本部規劃推動之任務或目標導向研究計畫，另依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 

十一、計畫主持人應至本部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經申請機構

審核通過後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函送本部申請；文件不全

或不符合規定者，經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一)計畫申請書。 

(二)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個別型研究計畫或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總計畫、子計畫）

之個人資料表。 

(三)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此段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延長至七年內，曾服國

民義務役者，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已出版最具

代表性或與計畫內容相關且負完全責任之學術著作至多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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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 

1.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者，

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重組相關實驗

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涉及基因

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動物實驗者，應檢附實驗

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試驗者，應檢附

相關單位核准文件。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

文件，並於六個月內補齊核准文件。 

2.本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之研究計畫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

介入、互動之方法、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

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者，應於計畫執行前繳

交已送研究倫理審查之證明文件。 

(五)依本部規定應增填之近五年研究成果統計表。  

(六)研究計畫中申請使用海洋研究船者，應增填海洋研究船使用申請表。 

(七)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者，應進行性別分析，並增填性別分析檢核表。所稱臨床

試驗，指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以發現或驗證各種預防、治療及診斷之

藥品、設備、處方或療程之效果及價值。 

十二、計畫主持人於同一年度內申請、執行二件以上研究計畫者，應於計畫申請書內列明優

先順序，且多年期研究計畫順序應優先於新申請案，本部依件數逐級從嚴審查。 

十三、多年期研究計畫申請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計畫屬連續性計畫者，以多年期研究計畫提出申請，並分年填列研究內容及

需求經費。 

(二)多年期經費核定方式 

1.一次核定多年期：全程執行期間核給一個計畫編號，補助總經費於第一年一次

辦理簽約，分期撥款者，於執行期間如須辦理經費變更，應依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2.分年核定多年期：依年度逐年核給計畫編號，且除第一年為經費核定清單外，

其餘年度經費為預核清單者，其預核經費如須辦理變更，應於繳交進度報告

時，一併至本部網站線上製作經費變更申請表，以憑核定經費。 

(三)本部核定執行多年期研究計畫者，應按核定執行期限執行，並於期中各年計畫執

行期滿前二個月至本部網站線上繳交進度報告。 

(四)未經本部一次核定執行多年期之連續性計畫，後續各年度計畫須依規定每年提出

申請；申請時，應檢附上年度研究進度報告及當年度工作重點。 

(五)執行中之多年期研究計畫應列為第一優先執行，除特殊情形外，不得申請註銷計

畫。 

(六)將屆滿六十五歲或已滿六十五歲以上經獲准延長服務之計畫主持人如申請多年

期研究計畫，申請機構應於申請時檢附其聘書或出具正式文件證明其延長聘期年

限，本部依審查結果及聘期決定是否核給多年期研究計畫。 

十四、研究計畫之審查方式、審查重點及審查作業期間如下： 

(一)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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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本部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經審查不宜以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者，其子計畫如適合以個別型研究計畫執

行，本部得轉為個別型研究計畫審查。 

3.整合型研究計畫於必要時，得請計畫主持人至本部報告或由本部至申請機構

實地訪查。 

(二)審查重點： 

1.個別型研究計畫，包括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行計畫能力、計畫主題之重

要性與創新性、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預期完成之項目與成果及經費與

人力之合理性。 

2.整合型研究計畫，除個別型研究計畫之審查重點外，並包括整合之必要性(總

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及整合程度)、人力配合度

(總計畫主持人之協調領導能力、各子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合作諧和

性)、資源之整合(各子計畫所需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情況及研究經驗與成果

交流構想等)、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之配合度及整合後之預期綜合效益等。 

(三)審查作業期間：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完成，並核定公布；必要時，

得予延長。 

十五、研究計畫未獲核定補助者，得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評審申覆作業要點規定提出申

覆。 

十六、研究計畫補助之簽約撥款事宜，依本部核定通知函規定辦理。 

十七、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不得任意變更，但有下列情形，並於執

行期間內檢具相關資料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因故致未能執行計畫或資格不符第三點規定者，除情形

特殊經本部同意得繼續執行外，須辦理計畫註銷、中止、暫停執行、移轉至新任

職機構、更換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 

(二)依本部規定須事先報本部同意之經費用途變更、流用或追加。 

(三)執行期間變更。除特殊情形者外，延長期間最多以一年為限；延長期間內所需費

用，不另予補助。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者，應由原任職機構檢附新任職機構之

聘函影本向本部申請，經本部同意後辦理移轉。 

十八、申請機構應依下列規定於各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向本部辦理經費結報： 

(一)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實施就地查核者，其原始憑證應依本部補助經費原始憑

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之規定辦理，並應檢附專題研究計

畫收支明細報告表一份函送本部辦理結報。 

(二)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未實施就地查核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函送本部辦理結

報手續： 

1.原始憑證：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應按補助項目分類整理裝訂成冊並附計畫申請

書及經費核定清單。 

2.專題研究計畫收支明細報告表一份。 

(三)各研究計畫經費如有結餘者，應如數繳回。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國立社教

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及中央研究院，除本部另有規定應予繳回者外，得免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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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辦理經費結報時，應至本部網站製作及列印專題研究計畫收支明細報告表及

結報確認表。 

十九、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至本部網站線上繳交研究

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 

(一)研究成果報告，除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應供立即公開查詢。但涉及專利、其他智

慧財產權、論文尚未發表者，得延後公開，以計畫執行期滿日起算二年為限，惟

情形特殊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獲補助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或出國參訪及考察差旅費者，應繳交心得報告或

與國外共同研究成果。 

(三)獲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者，應繳交心得報告、論文被接受發表之大會證

明文件及所發表之論文全文或摘要。 

(四)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費內核列博士後研究人員費用者，應繳交研究工作報告

表。 

(五)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且進行性別分析者，成果報告繳交時應一併繳交性別分析

報告，說明性別分析之結果。 

二十、申請機構執行本部補助之研究計畫須依第十八點及第十九點規定完成經費結報及繳交

研究成果報告後，該計畫始為結案。 

二十一、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本部不再核給專題研究

計畫。 

申請機構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經本部催告仍未完成結

案者，本部得追繳該計畫一定比率管理費或於申請機構下期計畫撥款項內將未結案

之補助經費扣除，並得視情形暫停對申請機構之全部或一部補助。經費結報或研究

成果報告不合規定，經本部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亦同。 

二十二、申請機構如發現研究計畫之參與人員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應為適當之處置，

並將處置結果即提報本部。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於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者，依本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二十三、申請機構未能配合本部獎、補助項目之申請、執行及管理之各項規定者，本部得視

情節輕重追繳補助經費、於申請機構下期計畫撥款項內扣除或酌予降低管理費補助

比率。 

二十四、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依補助用途支用，並對各項支出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申請機構應確實審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有未依補

助用途支用，應不得報銷，並責成計畫主持人改進；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提出之支

出憑證有虛報、浮報等情事，應為適當之處置，並將處置結果提報本部。 

二十五、申請機構執行研究計畫之各項支出憑證，經本部查核，如發現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

者，應追繳該項支出款。 

申請機構執行研究計畫之各項支出，疑有虛報、浮報情形者，由本部進行初審，

於初審時應請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提出書面說明，初審結果認為有虛報、浮報

者，由本部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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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小組會議由本部次長主持，其成員包括本部相關司處主管及部外專家。 

(二)專案小組會議審議結果，如認定證據確切時，得按情節輕重作成下列處分，

並通知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 

    1.書面告誡計畫主持人。 

    2.對計畫主持人終身停權或停權若干年。 

    3.要求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檢討改進。 

    4.追回全部或部分研究經費。 

    5.追回申請機構管理費，額度為浮報虛報總額一倍至三倍。 

    6.自次年度起對申請機構降低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補助比率。 

    7.如虛報、浮報情節重大，認有移送檢調單位偵辦之必要者，即另案辦理移

送事宜。 

二十六、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計畫主持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規定者始得造具申請名冊

並經有關人員簽章，以示負責。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後，如發現計畫主持人

之資格不符合規定，申請機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繳回或追繳研究計畫補助款

等事宜。 

(二)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列為敏感科技研究計畫者，執行時，申請機構及計畫

主持人應依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建立安全管

制制度，並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與本部之相關保密要求，如未依規定辦理，

除應負法律責任外，本部得視情節輕重拒絕計畫主持人日後若干年向本部申

請各項獎、補助計畫經費，並追回該研究計畫補助款。 

(四)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含經本部同意延長部分）重疊超過三個月者，除依本部

規定不列入一般專題研究計畫計算件數者外，均應列入計畫主持人主持本部

專題研究計畫之件數。 

(五)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違反規定者，依本部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六)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構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

本部及其他機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同一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七)申請之計畫中涉及動物實驗者，申請機構須依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

執行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查核，其機構評比結果為較差等級且未改善者，本部

得不補助該研究計畫。 

(八)申請機構應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前辦理完成下列事項，未辦理完成者，

本部得不受理所申請之研究計畫： 

    1.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 

    2.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 

    3.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 

    4.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九)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

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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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

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

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

請機構備查。 

二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

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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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設置辦法｣ 

草案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設置目的 

國立交通大學為建立校園學術倫理規範與

機制，深化學術倫理教育，避免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提升研究誠信風氣並維護良善

研究品質，成立「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倫理

與研究誠信辦公室」（英文名稱：The 

Office of Academic Ethics and Research 

Integrity，以下簡稱本辦公室，OAERI），

專責管理及統籌協調學術倫理相關業務。 

本辦公室設置目的。 

第二條 本辦公室任務 

一、 統籌訂定學術倫理業務相關規範。 

二、 定期召開跨處室學術倫理業務推動及

協調會議。 

三、 因應業務需要及重要議題，協助召開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諮詢會議。 

四、 協助規劃學術倫理教育與研究誠信訓

練課程及辦理研討會、論壇或相關活

動。 

五、 受理學術倫理案件並轉介至校內權責

單位處理。 

六、 提供學術倫理相關諮詢。 

七、 執行校長或其他校級會議交辦事項。 

本辦公室任務。 

第三條 本辦公室人員配置及人員聘僱流程 

一、 本辦公室設置主任 1人，副主任 1人，

專、兼任行政人員若干人。主任由校長

指派及聘任；副主任、兼任行政人員由

主任延聘；專任人員依各該法規辦理聘

僱事宜。 

二、 本辦公室得依業務推動需要統籌協調

並惠請相關單位辦理教育推廣、計畫管

理、案件審理及諮詢服務等相關工作。 

三、 本辦公室為功能性單位，相關人力得

由校內單位支援，行政程序比照一級單

位。 

本辦公室人員配置及人員聘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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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辦公室人員職責及任期 

一、 主任負責綜理本辦公室各項事務，定期

召集本辦公室會議，商討並執行學校交

付之相關任務，綜理與監督本辦公室行

政工作。主任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

任。 

二、 副主任協助主任處理本辦公室事務，於

主任無法視事時暫代其職務。副主任之

任期同主任之任期。 

三、 行政人員負責辦理本辦公室各項行政

業務，需接受學術倫理教育訓練課程或

參加相關研習會。 

四、 為妥慎管理學術倫理案件相關資料，本

辦公室人員須簽署利益迴避及保密協

定。 

本辦公室人員職責及任期。 

第五條 相關業務執掌及校內分工機制 

一、 教育推廣：由教務處統籌辦理學術倫

理相關課程，由本辦公室統籌辦理研

討會、論壇或相關活動，並整合校內

外教育訓練平台，提供師生及研究人員

教育訓練資源與服務。 

二、 計畫管理：由研發處統籌辦理研究計

畫申請資格審查，複核申請時首次執

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完成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之基本時數。

研究案若屬人體與行為研究範疇，由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送人體

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 

三、 案件審理： 

(一) 由人事室依「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

研究人員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

統籌處理教研人員涉及學術倫理

案件及其案件審議結果(如懲處、

解聘、停聘、不續聘等)之申復作

業。 

(二) 由教務處依「國立交通大學學生違

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統籌處

理學生涉及學術倫理案件及後續

處置，有關學生懲處，另協調學務

處共同辦理。 

本辦公室相關業務執掌及校內分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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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諮詢服務：由本辦公室統籌辦理學術

倫理與研究誠信相關業務、法規及案

例諮詢、文件簽辦，及檔案管理等，

並得依諮詢個案情況另請校內相關單

位協助。 

第六條 本辦公室得設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諮

詢委員會，由校長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

五至九人擔任委員，本校督導學術倫理

業務之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本

辦公室主任為當然委員。該委員會得視

需要召開諮詢委員會議，討論議決重要

議題。 

本辦公室得設學術倫理諮詢委員會。 

第七條 本辦公室每半年召開一次跨處室業務

推動及協調會議，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

會議，並陳報校長或督導學術倫理業務

副校長有關各業務推動及執行情形。 

本辦公室定期召開業務推動會議並陳報學校重

要業務推動及執行情形。 

第八條 本辦公室運作經費來源為政府機構補

助款、舉辦教育訓練活動收入或其他校

務基金等自籌經費支應。 

本辦公室運作空間及經費來源。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主管機關規定及相

關法令辦理。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

亦同。 

本辦法訂定之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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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設置辦法 

106 年 4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設置目的  

國立交通大學為建立校園學術倫理規範與機制，深化學術倫理教育，避免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提升研究誠信風氣並維護良善研究品質，成立「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倫理

與研究誠信辦公室」（英文名稱：The Office of Academic Ethics and Research 
Integrity，以下簡稱本辦公室，OAERI），專責管理及統籌協調學術倫理相關業務。 

第二條 本辦公室任務 

一、 統籌訂定學術倫理業務相關規範。 

二、 定期召開跨處室學術倫理業務推動及協調會議。 

三、 因應業務需要及重要議題，協助召開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諮詢會議。 

四、 協助規劃學術倫理教育與研究誠信訓練課程及辦理研討會、論壇或相關活

動。 

五、 受理學術倫理案件並轉介至校內權責單位處理。 

六、 提供學術倫理相關諮詢。 

七、 執行校長或其他校級會議交辦事項。 

第三條 本辦公室人員配置及人員聘僱流程 

一、 本辦公室設置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專、兼任行政人員若干人。主任由校

長指派及聘任；副主任、兼任行政人員由主任延聘；專任人員依各該法規辦理聘

僱事宜。 

二、 本辦公室得依業務推動需要統籌協調並惠請相關單位辦理教育推廣、計畫

管理、案件審理及諮詢服務等相關工作。 

三、 本辦公室為功能性單位，相關人力得由校內單位支援，行政程序比照一級

單位。 

第四條 本辦公室人員職責及任期 

一、 主任負責綜理本辦公室各項事務，定期召集本辦公室會議，商討並執行學校交

付之相關任務，綜理與監督本辦公室行政工作。主任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

任。 

二、 副主任協助主任處理本辦公室事務，於主任無法視事時暫代其職務。副主任之

任期同主任之任期。 

三、 行政人員負責辦理本辦公室各項行政業務，需接受學術倫理教育訓練課程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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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相關研習會。 

四、 為妥慎管理學術倫理案件相關資料，本辦公室人員須簽署利益迴避及保密協

定。 

第五條 相關業務執掌及校內分工機制 

一、 教育推廣：由教務處統籌辦理學術倫理相關課程，由本辦公室統籌辦理研討

會、論壇或相關活動，並整合校內外教育訓練平台，提供師生及研究人員教育

訓練資源與服務。 

二、 計畫管理：由研發處統籌辦理研究計畫申請資格審查，複核申請時首次執行

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之基本時數。研究

案若屬人體與行為研究範疇，由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送人體與行為研

究倫理委員會審查。 

三、 案件審理： 

(一) 由人事室依「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統籌

處理教研人員涉及學術倫理案件及其案件審議結果(如懲處、解聘、停聘、

不續聘等)之申復作業。 

(二) 由教務處依「國立交通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統籌處理學

生涉及學術倫理案件及後續處置，有關學生懲處，另協調學務處共同辦理。 

四、 諮詢服務：由本辦公室統籌辦理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相關業務、法規及案例

諮詢、文件簽辦，及檔案管理等，並得依諮詢個案情況另請校內相關單位協

助。 

第六條 本辦公室得設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諮詢委員會，由校長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五至九

人擔任委員，本校督導學術倫理業務之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本辦公室主任

為當然委員。該委員會得視需要召開諮詢委員會議，討論議決重要議題。 

第七條 本辦公室每半年召開一次跨處室業務推動及協調會議，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並陳報校長或督導學術倫理業務副校長有關各業務推動及執行情形。 

第八條 本辦公室運作經費來源為政府機構補助款、舉辦教育訓練活動收入或其他校務基金

等自籌經費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主管機關規定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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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 

103 年 11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5年 12月 21日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條、第 9條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立違反學術倫理事件客觀公正之處理程序，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下列人員： 

一、編制內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二、約聘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三、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

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

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五、被檢舉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教師資格審

查人或教師資格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第四條  本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為受理單位，並由院籌組調查小

組負責違反規定案件之審理、查證及建議事宜，提校教評會審議決定。 

第五條  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校教評會提出檢舉書，並應具體指陳檢舉對象、內

容及附證據資料。所檢舉案件，經向檢舉人查證確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校內處

理程序。未具真實姓名、無具體對象或未充分舉證之檢舉案，不予處理。 

檢舉人與被檢舉人身分，應予保密。 

第六條  校教評會召集人應於接獲檢舉案後，會同教務長及人事室主任於十日內完成形式

要件審查，確認檢舉案是否成立。因形式要件不符不予受理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後結案；對於成立之檢舉案件，應移請相關院教評會召集人處理。院教評會召集人

並為調查小組召集人及主席。院教評會召集人迴避時，由校長另聘調查小組召集人。 

校教評會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惟如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

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時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第七條  調查小組召集人接獲第三條第一至四款檢舉案件後，應於十日內組成五至七人之

調查小組。調查小組之當然成員為教務長或研發長，其餘成員則聘請相關領域系

（所、中心）、院教評會委員及校內外學術倫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開會時應

有五人以上出席。 

調查小組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於二週內針對檢舉內容提出書面答辯。對於被檢舉

人有第三條第二款或第四款所定情事時，調查小組應併同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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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校外公正學者專家三人以上進行學術倫理審查，如為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

則送原審查人再進行學術倫理審查。必要時得另送專業領域校外公正學者專家一至

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調查小組除召集人外之調查委員及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審查人應提出學術倫理審查意見，調查小組必要時得將外審審查意見請被檢舉人書

面答辯，俾供調查小組做成學術倫理事件報告書及具體處理建議之依據。 

檢舉案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校教評會審理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

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請調查小組續為調查。 

第八條  調查小組召集人接獲第三條第五款所定情事後，應與受到干擾之教師資格審查人

取得聯繫並作成紀錄，送校教評會召集人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校教評會審議。 

第九條  檢舉案件調查結果，符合第三條各款情事，由校教評會決議處置，其種類如下： 

             一、一定期間不受理教師資格審查申請：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

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

至十年。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違反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款並經校教評會審議屬實者，如被檢舉人為聘任

或升等申請人，應駁回其聘任或升等申請，並由學校通知被檢舉人，自

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之申請，並報教育部備查；如被檢舉

人不為聘任或升等申請人，應給予適當之懲處。 

三、一定期間內不予晉薪、借調、在外兼職或兼課。 

四、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

員或學術行政主管職務。 

五、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或停止支給法定外其他給與或研究計畫補助，嚴重

者追回相關計畫補助款項經費。 

六、建議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 

第十條  調查結果及校教評會審議之結果，應於審定後十日內將其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

被檢舉人。 

被檢舉人於收到校教評會通知後，如有不服，得於收受通知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具體事實，向校教評會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申復時經校教評會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變更原決議。 

被檢舉人對申復結果仍有異議者，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

規定，向該會提出申訴。 

第十一條  校教評會委員、調查小組成員、審查人及相關學者專家，與被檢舉人有下列關係

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一、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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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親等內之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第十二條  違反學術倫理之決定，調查小組及校教評會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

通過。 

第十三條  校教評會審議時，應通知被檢舉人到場說明。 

第十四條  檢舉案件經校教評會處理完竣，確有第三條情事者，學校應將處理程序、結果及

處置之情形函報教育部。 

違反本辦法之懲處，由本校依校教評會決定執行。如涉及教師資格審查停權之處

分，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五條  檢舉案經審議後，判定未有違反本規定者，檢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由原調查小

組審議為原則。 

經審議再次檢舉內容，如發現未有具體新事證，得依前次審議決定，逕復檢舉人；

如有具體新事證，應依本辦法進行調查及處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法規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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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104.03.10  103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本校在學及已畢業學生於在學期間違反學術倫

理情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於學位授予要求之學位論文、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中有抄襲、剽竊、造假

或其他舞弊情事。 

二、 論文、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中有抄襲、剽竊、造假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第三條   本校學生有第二條第一至三款情事時，得依本辦法調查及審定。  

本校已畢業學生有第二條第一款情事時，依本辦法調查及審定。 

第四條 疑涉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由本校相關學院組成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以 下簡稱審

定委員會），負責調查及審定。 

第五條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及告發，應具體指陳檢舉對象、載明具體事實，檢附證據，並

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教務處提出。經向檢舉人查證確為其檢舉情事，應即進入處理程

序。未具真實姓名、無具體事實或未具體舉證之檢舉案，不予處理。 

檢舉人與被檢舉人身分，應予嚴格保密。 

第六條 教務處應於接獲檢舉案件後，由教務長與學務長於十個工作天內完成形式要件審

查，確認是否受理，因形式要件不符而不受理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對於

受理之檢舉案件，移請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院，由學院組成審定委員會，於三個

月內完成調查及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應以秘密方式為之。 

第七條 審定委員會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籌組，委員由學院簽請校長核定。審定委員會置委

員五至七人，由院長、院內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之公正學者專家組成，以院長為召集

人。若院長須迴避時，召集人由教務長擔任，若院長與教務長均須迴避時，則由校長指

定副校長一人擔任。 

第八條 審定委員會委員與被檢舉人有下列關係或情事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三親等內血親。  

二、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三、學位論文指導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有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迴避者。 

七、被 檢舉 人提 出之 至多二 位迴 避者 。  

第九條 審定委員會，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於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陳述 意見，未於

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和學位授予相關之案件，審定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第十條 審定委員會完成調查，應做成具體決議，違反學術倫理之審定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委

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審定報告書及會議 紀錄 簽請校長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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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處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審定結果。被檢舉人對審定結果有異議，得於收

受通知三十天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向教務處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申復時

經審定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變更原決議。  

第十一條 違反學術倫理之懲處： 

一、本校在學學生經審定有違反本辦法第二條學術倫理情事，提報學務處依本校學

生獎懲規定懲處。 

二、本校在學或畢業學生經審定確認有違反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學術倫理情事，如

屬情節重大者，應予註銷學位，公告註銷及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註銷事項

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另發函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被檢舉

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如未達註銷學位程度者，審定委員會得對被檢舉人

採取適當之處置。 

第十二條 審定不成立之檢舉案件，檢舉人如有具體新事證時，得再次提出檢舉。經確定具有新

事證時，得由原審定委員會處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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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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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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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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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

助審議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訂定本細則之目的。 

二、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本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執掌所及單位之教研人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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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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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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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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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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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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級單位確認彙整，經系級主管核

可後推薦至本會，本會依據本細則

第五點所列績效指標項目綜合考

量，經本會彈性薪資審議會議決議

，將排序清單推薦至校，由本校召

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後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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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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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之講座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額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會議

明定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優良之審議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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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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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點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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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送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審議

會議後核定彈性薪資或獎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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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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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由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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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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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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由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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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點數由本會彈性薪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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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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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績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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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定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定期審議評估機制。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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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召集人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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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召集人、委員編制、委員資格。 

九、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由本會彈性薪資 明定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資格審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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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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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經費補助機構對資格審查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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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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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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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細則未規定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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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規定辦

理。 

未盡事項之規定。 

十二、本細則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

報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明定本細則修訂流程。 

 

備註：本細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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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與「國立交通大學共同學科院級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

獎勵補助審議細則」進行合併修改，並審視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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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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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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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4月 13日 105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6年 4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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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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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適用對象 

本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執掌所及單位之教研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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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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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皆須依本校規定填寫並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名單由系級單位確認彙

整，經系級主管核可後推薦至本會，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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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將排序清單推薦至校，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

審議會議後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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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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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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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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之講座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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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點數由本會

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參酌其績效表現，審議後向校推薦；並送由本校召開彈性薪資

審議會議後核定彈性薪資或獎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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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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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點數由本會彈性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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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點數由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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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點數由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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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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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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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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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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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由本會彈性薪資審議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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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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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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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細則未規定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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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細則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報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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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申請表 

 

106年 4月 13日 105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一、辦理審議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量性評估計算方式說明： 

申請類別 
各分項比重 

教學 研究 服務 說明 

教學類績優

教研人員 

1.比重 60%  

2.五年內無教學反

應平均得點 3.0

以下 

1.比重 20% 1.比重 20% 左列 

1.各項審查項目比重 

2.基本申請門檻 

服務類績優

教研人員 

1.比重 20%  1.比重 20% 1.比重 60% 左列 

1.各項審查項目比重 

研究類績優

教研人員 

1.比重 20% 1.比重 60% 1.比重 20% 左列 

1.各項審查項目比重 

二、申請資料表（請填寫後連同學校申請資料一同送件）：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任職單位  申請年度  

 

1.申請類別（請勾選，可複選）： 

□ 教學類績優教研人員 

□ 服務類績優教研人員 

□ 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 

 

2.申請類別如超過 1項以上，請填寫送校類別優先意願：  

第一優先         績優教研人員 

第二優先         績優教研人員 

第三優先         績優教研人員 

（院級審議會議原則上至多擇一類送校） 

系級推薦請填寫申請人特殊優良事蹟/推薦理由: 

主管簽章：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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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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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 NCTU VISION 2020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內 容 原  內  容 頁次 

七大功能分項目標： 

˙全人教育—培養以人為本、理性感性兼俱

的教育饗宴 

˙精進教學—推動前瞻卓越教學 

˙頂尖領域—拓展領先創新的頂尖研究中

心 

˙全面提升—強化各學院的團隊特色、加速

全校平衡發展 

˙基礎建設—強化行政、教學、學習的軟硬

體設施 

˙跨越疆界—推動國際化之發展與校際合

作 

˙永續經營—資金募集、產研合作、技術產

業化及社會責任推動 

七大功能分項目標： 

˙全人教育—培養以人為本、理性感性兼俱

的教育饗宴 

˙精進教學—推動前瞻卓越教學 

˙頂尖領域—拓展領先創新的頂尖研究中

心 

˙全面提升—強化各學院的團隊特色、加速

全校平衡發展 

˙基礎建設—強化行政、教學、學習的軟硬

體設施 

˙跨越疆界—推動國際化之發展與校際合

作 

˙永續經營—資金募集、產研合作及技術產

業化 

P3 

方略二：推動校際與國際合作 

加強教學與研究方面的跨校合作；積極規劃

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中央、交大、清大

與陽明四校）各項國際交流活動與國際化基

礎環境之建置；積極與國內外知名醫學大學

及醫院共同推展生醫電子相關研究；積極與

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合作，創造師生與國際

頂尖機構合作之機會，增加學生國際移動機

會。 

方略二：推動校際與國際合作 

加強教學與研究方面的跨校合作；積極規劃

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中央、交大、清大

與陽明四校）各項國際交流活動與國際化基

礎環境之建置；積極與國內外知名醫學大學

及醫院共同推展生醫電子相關研究；積極與

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合作，走出校園，走入

國際。 

P16 

方略二：全方位的通識教育改革計畫 

盤整現行組織以及課程後，成立共同教育委

員會，統整全校的共同課程(通識、語文、

體育室、諮商中心、圖書館及資訊技術服務

中心…等全校性課程)之教育。共同課程改

方略二：全方位的通識教育改革計畫 

建立有結構性的教學内容，並以進階的原理

培養有系統的學習程序：大一必修「當代世

界」，而後依文化與美學詮釋、歷史文明與

全球化、公民社會與經濟活動、道德理性與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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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向將包含：系所與通識中心之課程資源

整合、整合全校性通識課程架構以及增進科

際間的知識對話途徑，以期加強共同通識課

程之學術深度並精進學生對於非專業領域

事物的認知。 

群己關係、自然科學與邏輯思維五大向度，

分核心、進階及專題三階段設計課程，循序

漸進。組成跨領域教材研發小組，撰寫適性

適用之教科書。根本改善通識教育缺乏科普

類及非專業性教科書的瓶頸。 

方略二：「跨領域、跨學院」前瞻基礎課程

推動計畫 

積極推動系列跨領域、跨學院的教學與課程

改革創新計畫，打造專業教學實驗室。強化

基礎科學課程的訓練，增加溝通、倫理及全

球化課程，並培養本校學生具備第二專長以

及公民意識、服務社會的人生觀，並藉服務

過程培養領導能力。 

評量指標：推動跨領域學程，建立寬廣的學

術根基；深化核心課程，鞏固基礎知識；規

劃領袖人才課程，培育領袖菁英；推動創意

教學課程，培養創意與研發能力；強化基礎

科學教學，加速基礎科學之學習；打造專業

教學實驗室，建立共同工作空間；跨領域相

關教學單位人力資源之整合；相關課程門

數、學生參與率、服務學習課程執行率。 

經費資源：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校務基

金 

負責單位：教務處、學務處 

方略二：「跨領域、跨學院」前瞻基礎課程

推動計畫 

積極推動系列跨領域、跨學院的教學與課程

改革創新計畫。強化基礎科學課程的訓練，

增加溝通、倫理及全球化課程，並培養本校

學生公民意識、服務社會的人生觀，並藉服

務過程培養領導能力。 

 

評量指標：推動跨領域學位學程，建立寬廣

的學術根基；深化核心課程，鞏固基礎知

識；規劃領袖人才課程，培育領袖菁英；推

動創意教學課程，培養創意與研發能力；強

化基礎科學教學，加速基礎科學之學習；跨

領域相關教學單位人力資源之整合；相關課

程門數、學生參與率、服務學習課程執行

率。 

經費資源：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校務基

金 

 

負責單位：教務處、學務處 

P22- 

23 

機會與挑戰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為推動大學教育國際化，本校結合台聯大四

校的校際合作，以國際交流提升視野；促進

多元文化與價值的世界觀；提升教學、研究

與服務的品質，以增進交大的國際聲譽。本

校達成國際化之目標如下： 

機會與挑戰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為推動大學教育國際化，本校結合台聯大四

校的校際合作，以國際交流提升視野；促進

多元文化與價值的世界觀；提升教學、研究

與服務的品質，以增進交大的國際聲譽。本

校達成國際化之目標如下： 

P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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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具國際觀之領袖人才：藉由校際交

流、國際交換學生，塑造校園國際環境，培

育未來具國際觀之領袖人才。 

(2) 建構國際化之學習村：藉由國際合作之

教學與研究，提升外籍教授之質與量，增進

本校教授之全球化能力，並推動行政國際

化，師生國際化，促進國際產、官、學、研

機構之合作，提升本校國際形象與聲譽。 

   為積極推動國際化事務，本校於 2007

年 5月通過校務會議成立一級行政單位「國

際事務處」，配合原先已成立之「華語中

心」，以完整之配套措施落實國際化之推

動，2005～2012年之發展成果如表6及表7： 

(1) 培養具國際觀之領袖人才：藉由校際交

流、國際交換學生，塑造校園國際環境，培

育未來具國際觀之領袖人才。 

(2) 建構國際化之學習村：藉由國際合作之

教學與研究，提升外籍教授之質與量，增進

本校教授之全球化能力，並推動行政國際

化，師生國際化，促進國際產、官、學、研

機構之合作，提升本校國際形象與聲譽。 

   為積極推動國際化事務，本校於 2007

年 5月通過校務會議成立一級行政單位「國

際事務處」，配合原先已成立之「華語中

心」、「國際服務中心」，以完整之配套措施

落實國際化之推動，2005～2012年之發展

成果如表 6及表 7： 

方略一：培育具國際觀人才 

鼓勵本地學生赴國外交換與攻讀雙聯學

位：擴充現有之大學部與研究生海外研修獎

學金；推動送學生到海外高科技公司實習；

簽訂姊妹校進行雙聯學位，並結合相關研究

中心與國外頂尖大學/研究機構之合作，提

供學生攻讀雙聯學位之機會。擴大招收國際

優秀學生：設置各種全英文之學程學位；配

合國內企業全球佈局，提供獎學金，招收優

秀國外學生；強化國際合作；由國際事務處

單一窗口處理國際學生入學申請；推動跨國

性企業徵才活動及建立國際就業線上媒合

平台。 

方略一：培育具國際觀人才 

鼓勵本地學生赴國外交換與攻讀雙聯學

位：擴充現有之大學部與研究生海外研修獎

學金；推動送學生到海外高科技公司實習；

簽訂姊妹校進行雙聯學位之攻讀。擴大招收

國際優秀學生：設置各種全英文之學程學

位；提供獎學金，招收優秀國外學生；強化

國際合作；由國際事務處單一窗口處理國際

學生入學申請；推動跨國性企業徵才活動及

建立國際就業線上媒合平台。 

P32 

5-7永續經營—資金募集、產研合作、技術

產業化及社會責任推動        

 

理念 （Thoughts） 

為期永續經營發展，財務之有效運作及管控

5-7永續經營—資金募集、產研合作及技術

產業化 

 

理念 （Thoughts） 

為期永續經營發展，財務之有效運作及管控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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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本校就開源節流兩方面努

力。積極爭取校外資源、推廣產學合作、引

介校友與企業界之捐贈，期能透過技轉收

入、募款、校務基金的財務運作及社會資源

開發，持續挹注本校教育資源；另一方面，

亦整合學術資源、管控人事成本。藉由未來

十年發展藍圖的擘劃，校務基金亦配合本校

之中長程發展計畫，有效規劃與投入資源，

更有助於本校走向一個永續經營的未來。 

 

方略 （Methods） 

˙有效尋求企業界及校友之支持與回饋 

˙建立產研合作機制平台 

˙推動校園創新創業紮根、培育高科技創業

家人才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強化區域產業鏈結 

是非常重要的，本校就開源節流兩方面努

力。積極爭取校外資源、推廣產學合作、引

介校友與企業界之捐贈，期能透過技轉收

入、募款、校務基金的財務運作及社會資源

開發，持續挹注本校教育資源；另一方面，

亦整合學術資源、管控人事成本。藉由未來

十年發展藍圖的擘劃，校務基金亦配合本校

之中長程發展計畫，有效規劃與投入資源，

更有助於本校走向一個永續經營的未來。 

 

方略 （Methods） 

˙有效尋求企業界及校友之支持與回饋 

˙建立產研合作機制平台 

˙推動校園創新創業紮根、培育高科技創業

家人才 

方略四：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強化區域產業

鏈結 

以在地連結為核心，鼓勵學校師生以跨領

域、跨校團隊之合作能量，結合地方政府或

產業資源，推動社區文化創新發展，透過課

程或非課程形式，參與並協助在地發展及問

題解決，帶動區域產業發展與升級，促進在

地產學人才培育、鏈結產學合作、活絡區域

人文發展及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評量指標：對區域發展產生實際貢獻或價

值、帶動學生參與及在地認同、促進學生/

新創團隊場域實作學習與分享、產學合作及

技轉、學生至企業實習人數、連結地方資源 

經費來源：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

會責任計畫 

負責單位：研發處 

 P35 

(本項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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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105 學年度第 9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暨研究中心審議會議紀錄
(節錄) 

 
時  間：106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 1 會議室 
主持人：李大嵩 研發長 
出席委員：李耀坤院長、林寶樹主任、胡均立院長(戴天時副院長代)、韋光華院

長、唐震寰院長、張維安院長、張翼院長(黃柏蒼助理教授代)、許根
玉院長、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曾煜棋院長、劉尚志院長(倪
貴榮教授代)、鐘育志院長 

列席人員：黃乙白副研發長、簡紋濱組長、張翼主任、郭俊因主任、王啟川主
任、史天元教授、陳添福教授、張慧君小姐、 

李珮玲小姐、沈家凱先生、張佳耘小姐、黃懷玉小姐 

記    錄：李阿錞小姐 
 
報告案 (略) 
 
討論案 
本校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原教育部推動「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已改由科技部補助「新型

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因應補助機構名稱及計畫名稱之異動，故修改本

辦法補助機構名稱與計畫名稱。 
(二) 檢附本校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

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案由10-1)、修正草案全文(如
案由10-2)及「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作業要點」(如案由

10-3)。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無 
 
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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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國立交通大學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辦法目的與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受科技部補助，執

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

畫」（以下稱「科技部計

畫」），於科技部計畫下，由

法人機構參與本計畫之研

發或管理人員(以下簡稱

「法人所屬成員」)協助本

校共同執行「價創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為辦理

本計畫下法人所屬成員借

調、合聘事宜，特依據科技

部函知事項及本校教職

員、研究人員、專業經理人

及約用人員聘任等相關人

事規定制訂本辦法。 

第一條 辦法目的與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

稱:本校)受教育部補助，執

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

方案」（以下稱「教育部計

畫」），於教育部計畫下，由

法人機構參與本計畫之研發

或管理人員(以下簡稱「法人

所屬成員」)協助本校共同執

行「價創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為辦理本計畫下法

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事

宜，特依據教育部函知事項

及本校教職員、研究人員、

專業經理人及約用人員聘任

等相關人事規定制訂本辦

法。 

因應補助機關由教育部改為科

技部，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

名稱與計畫名稱。 

第三條 人員及經費 

一、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於本

校服務之法人所屬成員，

其人事經費由科技部補助

本計畫支付；薪資於符合

科技部計畫之規定下，由

本校與法人機構以合約約

定之。其升等及退休，依

原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

任本校專任人員者依本校

人事規定辦理。 

二、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

年資計算，依原法人機構

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

人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

理 

第三條 人員及經費 

一、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於本

校服務之法人所屬成員，其

人事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本

計畫支付；薪資於符合教育

部計畫之規定下，由本校與

法人機構以合約約定之。其

升等及退休，依原法人機構

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

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二、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

年資計算，依原法人機構規

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員

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因應補助機關由教育部改為科

技部，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

名稱。 

第四條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 第四條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 因應補助機關由教育部改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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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期間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

聘期間每次至多 4年。若本

計畫經科技部重大變更，致

本校難以執行或科技部認

為無繼續進行本計畫之必

要時，本校將於本計畫終止

前書面通知其法人機構，辦

理其回歸原單位服務事宜。 

合聘期間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

聘期間每次至多 4 年。若本

計畫經教育部重大變更，致

本校難以執行或教育部認為

無繼續進行本計畫之必要

時，本校將於本計畫終止前

書面通知其法人機構，辦理

其回歸原單位服務事宜。 

技部，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

名稱。 

第五條 借調回饋金 

一、法人所屬成員借調至本校

工作期間，本校得支付借

調回饋金予法人機構，回

饋金額由本校與法人機構

以合約約定之。 

二、回饋金由科技部補助本計

畫支付，依校內行政程序

執行。 

第五條 借調回饋金 

一、法人所屬成員借調至本校

工作期間，本校得支付借調

回饋金予法人機構，回饋金

額由本校與法人機構以合

約約定之。 

二、回饋金由教育部補助本計

畫支付，依校內行政程序執

行。 

因應補助機關由教育部改為科

技部，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

名稱。 

第六條 研發成果 

一、執行本計畫產出之成果，

所可能獲得之專利權、著

作權、營業秘密、電路布

局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除科技部另有規定歸屬科

技部所有者或合約另有約

定者外，歸屬本校所有。 

二、本校與法人機構應各自與

其受雇人為適當之約定，

使受雇人職務上所完成之

成果，其智慧財產權之歸

屬符合本辦法之約定。如

因計畫執行需要，而使用

第三方之研究成果，應於

事前合法取得其權利。 

三、本校就本計畫之成果為授

權或讓與而有收入者，於

本校實際收到該等收入

時，扣除應繳納國庫金

額、註冊登記費用及推廣

相關費用後，本校得依比

第六條 研發成果 

一、執行本計畫產出之成果，

所可能獲得之專利權、著作

權、營業秘密、電路布局權

及其他智慧財產權，除教育

部另有規定歸屬教育部所

有者或合約另有約定者

外，歸屬本校所有。 

二、本校與法人機構應各自與

其受雇人為適當之約定，使

受雇人職務上所完成之成

果，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符

合本辦法之約定。如因計畫

執行需要，而使用第三方之

研究成果，應於事前合法取

得其權利。 

三、本校就本計畫之成果為授

權或讓與而有收入者，於本

校實際收到該等收入時，扣

除應繳納國庫金額、註冊登

記費用及推廣相關費用

後，本校得依比例分配予法

因應補助機關由教育部改為科

技部，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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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配予法人機構，比例

另以合約約定之。 

人機構，比例另以合約約定

之。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專

科以上學校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及科技部計畫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專科

以上學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教

育部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因應補助機關由教育部改為科

技部，故修改本辦法補助機構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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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管

理辦法 

106年 1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6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6年 2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4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9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4月 28日 105 學年度第 1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辦法目的與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受科技部補助，執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以下

稱「科技部計畫」），於科技部計畫下，由法人機構參與本計畫之研發或管理人員(以

下簡稱「法人所屬成員」)協助本校共同執行「價創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

辦理本計畫下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事宜，特依據科技部函知事項及本校教職員、

研究人員、專業經理人及約用人員聘任等相關人事規定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與法人合作事項 

本校得借調或合聘法人所屬成員加入本計畫團隊協助 spin-in 或 spin-off、技術合

作、市場合作、科研合作、人員訓練，及其他產學研合作研究計畫事項及創新創業相

關活動與規劃。 

第三條 人員及經費 

一、 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於本校服務之法人所屬成員，其人事經費由科技部補助本

計畫支付；薪資於符合科技部計畫之規定下，由本校與法人機構以合約約定之。

其升等及退休，依原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

理。 

二、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年資計算，依原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

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每次至多 4年。若本計畫經科技部重大變更，致本校難

以執行或科技部認為無繼續進行本計畫之必要時，本校將於本計畫終止前書面通知其

法人機構，辦理其回歸原單位服務事宜。 

第五條 借調回饋金 

一、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至本校工作期間，本校得支付借調回饋金予法人機構，回饋

金額由本校與法人機構以合約約定之。 

二、 回饋金由科技部補助本計畫支付，依校內行政程序執行。 

第六條 研發成果 

一、 執行本計畫產出之成果，所可能獲得之專利權、著作權、營業秘密、電路布局

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除科技部另有規定歸屬科技部所有者或合約另有約定者

外，歸屬本校所有。 

二、 本校與法人機構應各自與其受雇人為適當之約定，使受雇人職務上所完成之成

果，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符合本辦法之約定。如因計畫執行需要，而使用第三方

之研究成果，應於事前合法取得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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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就本計畫之成果為授權或讓與而有收入者，於本校實際收到該等收入時，

扣除應繳納國庫金額、註冊登記費用及推廣相關費用後，本校得依比例分配予法

人機構，比例另以合約約定之。 

第七條 個人資料利用 

法人機構應同意本校為執行本計畫之目的，蒐集、處理、利用參與本計畫之法人所屬

成員個人資料。 

第八條 成果發表 

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之法人所屬成員，若需將其在本計畫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應於事

前得到本校書面之同意，並將本校列為服務單位。 

第九條 保密義務 

本計畫參與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並配合本校簽署相關保密義務同意書。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科技部計畫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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