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出

列

記

間：105 年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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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勳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請假）
、台南分
部許根玉主任（陳顯禎所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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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荊宇泰副國際長代理）
、電資中心林
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
院胡均立院長（黃仕斌所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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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憲達副院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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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顯禎所長代理）、科技法律學院
劉尚志院長、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
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
泰主任、學生代表周正欣同學（缺席）、學生代表左帥同學（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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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執行長、新校區
推動小組陳怡雯小姐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接受科管局委託籌組竹科產學訓協會，將建立北台灣產學交流平台，未來本校可經
該平台加強與園區的互動，希望與會主管能支持擔任發起人，共襄盛舉、同行致遠。
二、有關頂尖大學計畫目前仍處於新舊轉接的不確定期，但依目前社會氛圍，可確定的是教
育部挹注至頂尖大學的經費將逐漸減少，未來大家應更積極尋求其他資源支持，除了持
續穩住交大的基礎外，更需朝向新興領域發展，以獲取資源。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5 年 10 月 7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已電子郵件傳送各
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教務處報告：
（一）105年度第2梯次「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105年第2梯次申請期程為11月1日至11月
30日，相關申請細節及規定已以公文會知各學院及相關單位。依據申請作業須知之大
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申請案件數規定，每校每梯次最多可申請3案，其中經費獎勵申請
案最多2案。但已獲經費獎勵的創新計畫，再接續申請者，不在此限。若有申請意願，
務必先於10月28日(五)12:00前連絡教務處，俾便及時協調並於期限內送出相關申請資
料。
（二）日前媒體報導成大正規劃校友回校隨班附讀修輔系，校友只要符合各系原先修輔系條
件，由輔系的系主任核准，就可「隨班附讀」
，修足未完成的輔系學分或加修輔系，只
要修完輔系應修學分且成績及格，就發給輔系結業證明。本校曾經於87學年度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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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定下辦理研究生修輔系輔所多年，期間教育部一再函示學位授予法未開放研究生
修讀輔系輔所，要求本校取消研究生修讀輔系輔所。本校於99學年度修改相關法規正
式取消研究生修讀輔系所，於實施期間研究生取得輔系資格者計20位。本校是否實施
校友回校隨班附讀修輔系，教務處擬再評估。
（三）TA頒獎暨教學工作坊：教發中心於10月19日舉辦105學年度TA頒獎暨教學工作坊，頒發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傑出與優良教學助理獎，以及安排傑出助教經驗分享，活動對象為
正在擔任TA工作、未來即將擔任TA工作，與有志擔任TA工作的同學。
（四）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領袖學程的16堂課」於105學年度上學期邀請15位跨領域具
指標性的領導人物蒞校演講，促進學習交流與連結。105年10月底及11月初預定邀請講
者及講座主題如列：10月25日：公衛、性別與社會（陽明大學林宜平教授）、 11月1
日：環境正義(中山大學邱花妹教授)。
三、學務處報告：
（一）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暨績優導師頒獎典禮，預於 105 年 11 月 3 日(四)11:50
假資訊館二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將邀請 104 學年度績效特優導師經驗分享，敬邀全校
導師及業務相關人員出席觀禮，交流輔導及授課心得。
（二）八仙塵爆案受傷陸生關懷：傳科系碩士生莊楚君同學，參加康是美校園時妝大賞競賽，
走過塵暴陰影，展現無比自信光彩。
主席裁示：在此再次特別感謝教官為受傷學生所付出之心力及常態性守護校園及學生安全之
努力。
（三）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訂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四）上午 9
時，假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召開，由校長主持，各處室主任與各分部主
任、各學院院長等參加，相關單位就執行災害防制工作進行報告與討論。
（四）衛保組服務全校師生，就近方便於校園內施打流感疫苗，於 10 月 21 日下午委託敏盛
醫院執行 105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活動，可自費選擇法國巴斯德流感疫苗或台灣國光疫
苗。
（五）有了健康才有希望的明天，學聯會與衛生保健組於 10 月 17 至 21 日舉辦「團購健康」
健康週系列活動：開幕暨講座、如何「醋」進健康、電影欣賞~愛滋防治講座、健康市
集、免費骨密度檢查、免費肝功能檢查、健康週閉幕活動健康抽抽樂、健康體驗展，
活動海報請見附件一（P11）。
（六）為推展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暨紫錐花反毒宣導，軍訓室於 10 月 26 日(三)在本
校光復校區西區壘球練習場實施「交大真英雄」全民國防教育漆彈體驗活動，歡迎全
校教職員工暨學生踴躍參加。
（七）本校學生社團模擬聯合國社與清華大學學生社團清華國際社群於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3 日合辦「臺灣模擬聯合國會議 TWMUN 2016」，以培育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能力，了解
國際時事為目的，約 250 人報名參與。
（八）浩然圖書館二樓大廳入口處現正展出「交大印尼、印度國際志工成果靜態展」；10 月
26 日舉辦「國際志工經驗分享會」，參與人數計有 197 人。
（九）105 學年度宿舍分配供給率如下表（不含外籍生），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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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項目

在校生
申
請
人
數

合計

博士班男生

277

40

317

433

0

100%

博士班女生

46

10

56

56

0

100%

碩士班男生

700

555

1255

872

383

69%

碩士班女生

426

376

802

514

288

64%

大學部男生

2648

962

3610

3482

128

96%

大學部女生

1133

414

1547

1640

0

100%

合計

5230

2357

7587

6997

799

92%

申
請
人
數

申
請 床位數 後補人數
人
數

供給率
(申
請人
數)

備註：105 學年註冊人數註冊組尚未公告,採申請人數統計。
（十）2016 海外祭活動：
1.英國劍橋基金會副主任 Mrs.SueOsterfield 訂於本（105）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至 11 時 30 分在本校工三館 022 教室辦理「臺灣劍橋大學獎學金」說明會，請各院
協助轉知優秀學生此項獎學金說明會訊息。
2.海外祭活動預計 11 月 1 日起正式展開，假浩然圖書館大廳進行留遊學相關文宣展
示，並規畫於 11 月下旬起辦理 11 場講座，活動將邀請教育部、英國劍橋遊學機構&
華威大學、美國在台協會&南加大、英&德&法駐台文教中心、澳洲工會、多益/托福/
雅思考試機構聯合舉辦相關講座。
四、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二，P12）
1.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搬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案已於 105
年 5 月 31 日決標，並開始進行細部設計及發包預算書圖作業；風雨門窗工程已於
105 年 9 月 27 日決標，目前施作中，預計 12 月初完成。另目前積極與使用單位洽
談搬遷及相關協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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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召開外牆選
色會議，並持續與使用單位進行空間使用及搬遷討論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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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區外牆水泥粉刷、B 區 8 樓
柱牆筋及國際會議廳 2 樓柱筋與模板組立作業，工程現場進度為 50.07%。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於 105 年 8 月 13 日舉辦上樑典禮，目前進行結構體工程。
現正施做南北棟污排水幹管及給水幹管消防管施作及南北棟泥作粉刷及門窗安裝作
業，工程現場進度為 73.55%。
五、研發處報告：
（一）聯電前董事長兼執行長胡國強博士將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蒞校演講，歡迎全校師生踴
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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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5.10.25(二)13:20-15:10
地點：工程四館 B1 合勤講堂
講題：談創新創業-半導體的過去、現在、未來
(二) 研究獎勵/獎項申請：
1.本校 105 年度第一梯次國際化研究成果獎勵申核作業受理申請(研究成果期間為 105
年度)：優良期刊論文、頂尖會議論文、擔任國際會議主講人、承接研究計畫管理費、
專利及技術授權等獎勵申請截止收件日為 105 年 10 月 26 日，學術專書獎勵與專書章
節獎勵申請截止收件日為 105 年 11 月 3 日。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及研究人員於期限
內登入研發指標資訊系統填寫及列印各項獎勵申請表後向研發企劃組提出申請。詳細
之申請辦法與研發指標資訊系統操作手冊等資訊，請參閱研發處網頁。
2.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
「積極留任國內優秀學者獎助」自即
日起至 11 月 30 日受理申請，詳細之申請辦法與申請表，請至該基金會網站下載。請
各院級單位於 10 月 28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於 11 月 21 日前彙整被推
薦者之申請資料，經學院送至研發企劃組，俾利備文函送。
3.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2017 年第十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自即日
起至 11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本屆限定物質科學領域，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申請書，請
至該基金會網站參閱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 月 28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
定後，於 11 月 21 日前彙整被推薦者之申請資料，經學院送至研發企劃組，俾利備文
函送。
4.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第三屆 APEC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評選」活動，歡迎執行能
源智慧社區計畫之公、私單位踴躍投件。請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前，在 ESCI-KSP 網
站登錄案例計畫，獲獎單位將可受邀參與 APEC 會議。如有相關疑問，可逕洽承辦單
位-台灣經濟研究院（電話：02-2586-5000 分機 896、807）。
(三) 研究計畫申請：
1.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為充實國內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設備，協助相關學院或系所建立有特色之研究圖書典藏，以
促進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之長遠發展與整體效益，特訂定本要點。計畫主持
人請依科技部公告重點議題，擇一進行規劃提出申請，各議題每年補助經費以新臺幣
300 萬為上限，且同一議題至多擇優補助 1 案。校內收件日至 105 年 12 月 12 日止，
相關訊息請參函文及徵求公告說明，或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2.科技部徵求 2017 年臺灣與法國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構想書：本案係由科技部與法
國國家研究總署（ANR）
，以共同補助計畫方式鼓勵臺灣與法國兩國研究團隊進行優質
之合作研究。本計畫申請 ANR 採兩階段線上作業，第 1 階段為系統註冊及提出構想書，
第 2 階段為提送完整計畫書，我方僅採單階段作業。我方申請人俟法方申請人完成第
一階段計畫註冊程序後，於 105 年 11 月 3 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科技部承辦人。
相關訊息請參函文及計畫徵求說明，或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3.科技部與德國研究基金會（MOST-DFG）共同徵求 2017 年臺德雙邊合作研究計畫、雙
邊研討會及研究訪問計畫：研究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5 年 11 月 25 日止，雙邊研討會
及研究訪問計畫為隨到隨審，須於活動辦理 4 個月前提出申請。相關訊息請參函文及
計畫徵求說明，或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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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部「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推廣計畫徵件須知」：本案目的為協助大專校院建立
行動寬頻尖端技術相關核心教學能量，補助開授行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以發展具有
創意及前瞻性之教學資源及教學模式。已獲教育部補助之行動寬頻尖端技術人才培育
計畫聯盟中心團隊教師不得申請本計畫補助，但其夥伴學校教師不在此限，校內截止
日至 105 年 10 月 27 日止。
5.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徵件須知」：本案目的為提
升我國資通訊軟體教學品質，協助大專校院發展創新教學模式，擴大培育高階資通訊
軟體創作人才，並鼓勵各大專校院進行跨校軟體創作資源分享及交流。校內截止日至
105 年 10 月 27 日止，計畫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請逕至教育部網站或計畫網站查詢
下載。
6.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為配合臺北市立動物園政策白皮書及工
作目標，妥善運用動物認養經費，提升圈養野生動物福祉，落實保育研究與環境教育，
優先以焦點物種或核心議題，敬邀各界參與動物認養保育計畫申請。校內截止日至
105 年 10 月 26 日止，相關資訊請詳參「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作業規定」
及相關文件。
六、 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新/續簽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1.

NCTU

匈牙利

布達佩斯科技經
濟大學(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新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 (另附件 1，
p.1-p.2)

2.

1.

客家文
化學院

法國

史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新簽] 院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2，p.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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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校歷史悠久，在匈牙利學
校中排名第二，共 8 個學院，
科系涵蓋電機、機械、土木、
經濟人文等，並提供英語授
課。
本校目前尚無匈牙利姊妹
校，謝副校長拜會該校代表
並引薦，雙方同意建立校級
MOU，以 發展雙邊合作關
係。
該校為一所學科多元的綜合
性大學，提供英語授課，與
巴黎第六大學及巴黎第十一
大學為法國前三大研究型大
學。
客家文化學院由人文社會學
系簡美玲教授與該校社會科
學院(The Facul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民族學系
Salomé Deboos 教授洽談兩
院學術與教學合作交流，雙
方同意建立 MOU 及交換生
協議。

效期

No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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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駐休士頓代表處教育組、美南新聞集團及麥當勞基金會聯合舉辦之教育展，105 年
10 月 8 日於休士頓夏普思堂國際學校(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舉行，本
校由資訊學院鍾副院長代表參加，期間並接受當地電子及平面媒體訪問，並參訪 Lamar
University 及 Texas Tech University，可提升本校在美知名度並延攬美國優秀學子
來校就讀。本次參展承蒙本校休士頓校友會協助交通接送，至表感謝。
（三）本校投稿 QS WOW News 有關機械工程學系楊秉祥教授帶領機械所學生研發「Potalk」
植物盆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頻率，參加史丹福長壽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結合美國矽谷創新平台舉辦「Stanford Design Challenge」，拿下心智組
設計第三名佳績一事，經刊登於 2016 年 8 月 QS WOWNEWS，
http://www.qswownews.com/2016/08/05/potalk-communication-potted-plants/
（四）重要外賓(10/11-10/21)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美國達拉斯德
州大學

亞洲中
心主任

Dir. Monique
Wedderburn

拜訪本校管理學院，洽談商管學院學生
交換，以及於達拉斯德州大學共同開設
亞洲經濟發展相關課程及共同發表論
文期刊等合作議題。

美國印第安納
10/14
大學

法學院
智慧財
產法律
創新中
心主任

Dir. Xuan-Thao
Nguyen

拜訪本校科技法律學院，洽談提供我留
學生獎學金、接待訪問學人、共同合作
出版及辦理研討會等交流計畫。

10/14

（五）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學位生人數，國際生 517 人、陸生 157 人及僑生 387 人，
合計共 1061 人，相較 104 學年度成長 5.6%。103-105 學年度境外學位生人數統計如下
表。
學年度

國際生

陸生

僑生

合計

105

517(94/185/238)

157(15/118/24)

387(324/56/7)

1061(433/359/269)

104

496(96/186/214)

156(10/124/22)

352(293/53/6)

1004(399/363/242)

103

441(87/176/178)

110(4/88/18)

323(260/57/6)

874(351/321/202)

備註：括號內為 學/碩/博 人數
七、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將協助人社領域系所提出「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申
請科技部人文司徵求 106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已來文並經研發處
計畫業務組公告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截止日至 105 年 12 月 12 日止。
http://rd.nctu.edu.tw/pb_news&dbid=wXIX
因申請件內容除了科技部的計畫書之外也需附上擬採購書單，圖書館為了協助各相關領
域的書目蒐集，已發出調查通知：客家學院、語言中心＆英教所、教育所、音樂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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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所、應藝所、傳播所、外文系、科管所、環工所、科法學院等。相關領域系所若有意
願提出申請，請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前通知圖書館，並提供主題關鍵字，可儘早為此主
題蒐集相關書目，以利計畫申請。
主席裁示：本校圖書館可媲美世界其他名校，但可再加強其功用，重新規劃佈局，讓師生有
更好的應用資源。
八、人事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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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光復紀念日及 10 月 31 日蔣公誕辰紀念日依法為放假，教學業務
各單位應維持基本人力，當日公務人員除特殊事由外請出勤上班，系所無公務人員者請
約用人員 1 位上班為原則，工資加倍發給。
10月25日、31日計畫助理及約用人員除業務需要，先至差勤系統報准加班外，請全部放
假。
10月25日、31日學生兼任勞動型助理、臨時工，及行政單位約用人員全部以放假方式辦
理。(人事室業於105年10月18日交大人字第1051011375號書函轉知全校各單位)
九、策略發展辦公室報告：
（一）學校接受科管局委託籌組｢竹科產學訓協會｣，本計畫為科技部計畫，國研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主導規劃，旨在建立北台灣產學交流平台；中科、南科產學訓協會已
成立有年，竹科產學訓協會交付本校籌組，預計明年初成立，管理局邀請新竹、宜蘭
縣市首長，台大、中央、清大、宜蘭大學校長，國研院各國家實驗室、工研院及業界
共同參與。
（二）協會立案須徵求三十位以上發起人，發起人參與理監事會籌組，附件請參閱竹科王局
長及校長之邀請函及相關附件，請各位主管踴躍支持簽署發起人。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資訊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章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
決策會議，討論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展計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
相關事項。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章程，由各院院務會議定之，經法規委員會審議
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案修正事項如下：
(一)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與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所訂定之資訊學院
組織現況未符，爰配合修正組織章程第五條內容及相關用詞。
(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爰於組織章程第七條增訂院長為學院院
務會議召集人。
(三)配合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內容，修正本章程第八條及第九條之文
字用詞及票選委員產生方式，以期符合法規之正當性。
(四)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第十一項(105 年 1 月 5 日修正生效)：「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報請校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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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兼之，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爰於組織章
程第十三條增訂副院長聘任程序之條文。
(五)依據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附件三，P13)第四條之規定，修正組織
章程第十四條條文中學系系主任遴選、所長遴選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新增專班
主任之任期限制規定，使聘任程序制度更臻完善。
三、本案業經 104 年 6 月 8 日 103 學年度資訊學院第 5 次院務會議、105 年 5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資訊學院第 5 次院務會議、105 年 7 月 11 日 104 學年度資訊學院第 7 次院務
會議(通訊投票)及 105 年 10 月 3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相關
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四（P14-18）。
四、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
件五（P19-22)。
議：通過。

案由二：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募款專案回饋捐贈及致謝實施要
點｣草案，請討論。(新校區推動小組提)
說
明：
一、為順利進行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募款事宜，經 105 年
7 月 28 日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興建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後，即依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校區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研擬
上開募款專案回饋捐贈及致謝實施要點(草案)。
二、本要點(草案)業經立言法律事務所審閱，並簽核在案。
三、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募款專案回饋捐贈及致謝實施
要點｣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六（P23-24）
。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本校「約聘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為增加提聘單位用人彈性，增訂提聘單位如因教學、經費等考量，得以一學期為聘
期之規定。
二、另為使約聘教師續聘及不續聘作業更符實務運作，修正原提聘單位辦理續聘作業之
時間為「聘期屆滿二個月前」
，如決定不予續聘時，應於「聘期屆滿前一個月通知當
事人」。
三、本校「約聘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請參閱附
件七（P25-27）。
決 議：通過。
案由四：本校｢行政單位控留相當約用人員職位要點｣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為解決各行政單位以計畫聘用行政助理人事穩定的問題，兩期的五年五百億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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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 單位做了相當大的擴充，以頂大的經費聘用許多行政助理，但這些行政業務擴
充有許多是會永久存在的，對於執行這些業務的行政助理，以計畫經費聘用的計畫助
理工作權相較於以學校管理費約聘的校務基金工作人員沒有保障，造成人才流失的現
象。
二、擬盤點行政單位業務，計畫助理承辦業務為該單位公務人員及約用人員無法兼辦者，
提行政員額評估小組審議後，得核給控留一定比例之相當約用人員職位，並依績效考
核結果，建立長聘名冊。
三、本校｢行政單位控留相當約用人員職位要點｣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參閱附件八
（P29-30）。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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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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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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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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101 年 9 月 19 日 101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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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新設各系、所、教學中心單位主管（以下簡稱系級單位主管）由所屬學院之院
長會同校長直接選聘。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單位主管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各系級單位主管有續任意願者，應於
任期屆滿七個月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鑑通過，
並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評鑑辦法由系級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三條

各系級單位選聘主管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院長擔任之。經院長
推薦，校長得聘任系外委員若干人，以不超過委員總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各系級單
位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及運作辦法，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
議通過實施。
現任系級單位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即辦理遴選相關作
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遴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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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各系級單位主管於任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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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免除其系級單位主管職務。

第六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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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資訊學院 103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 年 6 月 8 日(一)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三館 427 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王國禎、荊宇泰、王協源(請假)、吳毅成(請假)、林盈達(請假)、袁賢銘(請假)、莊
仁輝、莊榮宏、曾建超、楊 武、謝續平、蔡錫鈞
列席：李毅郎
記錄：楊金玲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無

以上略
貳、 討論事項：
五、案由：本院「組織章程」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現況，修正本院「組織章程」。
(二) 本院「組織章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十，pp. 33-36。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十一，pp. 37-40
參、 臨時動議：無
散會: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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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4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27 日(五)中午 12:30
地點：工程四館 528 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王國禎、荊宇泰、王協源、吳毅成、李毅郎、易志偉、林盈達(請假)、曹孝櫟、
莊榮宏、彭文志、曾建超、謝續平
記錄：紀珮詩
肆、 報告事項：
伍、 討論事項：

以上略
四、本院「組織章程」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現況，修正本院「組織章程」。
(二)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案，自 105 年 1 月 5 日生效，檢視並修正
本院組織章程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第十一項：
「各學院、學系、研
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
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三) 本院「組織章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五，pp. 7-10。
(四) 依 104 學年第 2 次法規會會議決議辦理，會議紀錄如附件六 pp.11-13。
決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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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4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紀錄（通訊投票）
通訊投票日期：105 年 7 月 6 日(三)至 7 月 11 日(一)止
院務委員：曾煜棋、王國禎、荊宇泰、王協源、吳毅成、李毅郎、易志偉、林盈達、
曹孝櫟、莊榮宏、彭文志、曾建超、謝續平
記
錄：紀珮詩
壹、 通訊投票事項：
案由一：本院「組織章程」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1.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案，自 105 年 1 月 5 日生效，檢視並修正
本院組織章程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第十一項：「各學院、學系、
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其
續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2. 本院「組織章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一。
決

3. 依人事室會簽意見，增列副院長聘任程序之文字調整至第 13 條，簽呈如附件二。
議：以通訊投票通過本案。院務委員投票人數 13 人、同意 12 票、不同意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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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10月3日(星期一)中午12時10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8樓第3會議室 主席：陳俊勳副校長
出席：盧鴻興教務長、裘性天主任秘書、唐麗英委員、鍾崇斌委員、顏順通委員、 倪
貴榮委員、潘以文委員、謝續平委員、陳秋媛委員、陳在方委員(莊弘鈺 助
理教授代)
請假：陳建仰委員、李威儀委員、鄭裕庭委員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人事室張家綺組長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其他報告
(一)105 年 5月 5日召開之 104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業於
105年5月6日寄予104學年度委員確認，計有12位委員回覆(本 會委
員 14 人)，同意 12 人，不同意 0 人，爰經半數以上委員同意
確認。
(二)104學年度法規委員會決議事項之續執行情形
，
請參閱附件1(P.3~P.4)。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資訊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規定：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
院務最高決策會議，討論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展計畫、教學、研究、 經
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章程，由
各院院務會議定之，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
二、本案修正事項如下：
(一)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與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所
訂定之資訊學院組織現況未符，爰配合修正組織章程第五條內
容及相關用詞。
(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爰於組織章程第七條增
訂院長為學院院務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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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內容，修正本章程第八
條及第九條之文字用詞及票選委員產生方式，以期符合法規之
正當性。
(四)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第十一項(105年1月5日修正生
效)：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 薦
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
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爰於組織章程第十三條增
訂副院長聘任程序之條文。
(五)依據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附件2，P.5)第四條之 規
定，修正組織章程第十四條條文中學系系主任遴選、所長遴
選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新增專班主任之任期限制規定，使聘任 程
序制度更臻完善。
三、本案業經104年6月8日103學年度資訊學院第5次院務會議(附件
3，P.6)、105年5月27日104學年度資訊學院第5次院務會議(附 件4，
P.7)及105年7月11日104學年度資訊學院第7次院務會議
(通訊投票)通過(附件5，P.8)，並於105年7 月14 日簽准提送本
校法規會審議在案。
四、檢附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6，P.9~P.12)。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10票，不同意0票)

18

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組織章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學院組織與運作:
第五條 本學院組織現況與運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
一、本學院組織之教研單位含 作，優先 適用本條文下列各 表所訂定之本院組織現況，刪除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科學 點：
本條文第二款，修正第三款內容
與工程研究所、網路工程 一、本學院組織之教學單位為 及相關用詞並調整款次。
研究所、多媒體工程研究
一系（資訊工程學系）多
所、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
所（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
學位學程、資訊學院碩士
所、網路工程研究所，及
在職專班、資訊學院資訊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各所
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
定位為系之碩博士學程，
專班。
未來亦得隨時代進展調整
二、各系所以發展系所研究與
為多系多所。
教 學 特色及推動 系 所務 二、本學院所有教師皆屬於資
為主，系所務會議之重大
訊工程系，各助理教授以
決 議 須提交院 務會議 議
上(含)之教師須選擇一個
訂之。
主要參與研究所(或其分
組)，並得選擇次要參與之
研究所(或其分組)。
三、各所以發展其研究特色及
推動所務為主，所務會議
之重大決議須提交系務會
議議訂之。
第七條 本學院院務會議為院 第七條 本學院院務會議，為院 本條文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務最高決策會議，院長為召集 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下列院 三章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增訂院
人，議決下列院務重大事項： 務重大事項：
長為本學院院務會議召集人。
一、院務發展計畫及預
一、院務發展計畫及預
算。
算。
二、院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 二、院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
則。
則。
三、學系、研究所（含專班）、 三、學系、研究所（含專班）、
中心及辦公室等之設
中心及辦公室等之設立、
變更與停辦之決議或建
立、變更與停辦之決議或
建議。
議。
四、系所發展、整合教學與研 四、系所發展、整合教學與研
發、招生、智財推廣、以
發、招生、智財推廣、以
及募款等相關重要事項。
及募款等相關重要事項。
五、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 五、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
案小組決議事項。
案小組決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院務之重要事 六、其他有關院務之 重要事
項。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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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學院院務會議由當 第八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學系 配合本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
然委員及票選委員組成。院 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等為當 內容，刪除本條文中之部分文字
長、學系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 然代表，及教師代表共同組成 用詞及修正票選委員產生方式。
長為當然委員。票選委員之人 之。
數為當然委員人數加五，由全 院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由
院編制內教師互選產生之。
各單位分別互選產生之。各單
位教師票選代表總人數為當然
代表人數加三，其分配比例由
院務會議另訂之。
第九條 院務會議下設學術與 第九條 院務會議下設學術與 刪除本條文中部分贅詞。
研究委員會、教學與課程委員 研究委員會、教學與課程委員
會、經費與設備委員會等常設 會、經費與設備委員會等常設
委員會。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 委員會。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
處理及決議事項向院務會議 處理及決議事項向院務會議提
提出報告或提案。
出報告或提案。
院 務 會議必要 時得設 其
院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
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院 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
務會議交議事項。委員會及專 院務會議交議事項。各種委員
案小組之名稱、任務及組織由 會及專案小組之名稱、任務及
院務會議另訂之。
組織由院務會議另訂之。
第十三條 本學院副院長由院 第十三條 本學院副院長，由院 一、 擬增訂副院長聘任程序之
長推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報 長提名，報請校長核定後聘兼
條文。
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之程序 之。
二、 爰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亦同。副院長任期以配合院長
十八條第十一項(105 年 1
之任期為原則。
月 5 日修正生效)：「各學
院、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
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副
教授以上之教師報請校長
聘兼之，其續聘之程序亦
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
之任期為原則。」
第十四條 本學院學系系主任 第十四條 本學院學系系主任由 一、依據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
之遴選依據該系系主任遴選 該系全體專任教師由副教授職
選聘準則」第四條之規定，
暨續任評鑑辦法執行之。各所 級以上之教師票選最高票者兩
修正本條文中學系系 主任
所長之遴選依據該所所長遴 位，報請校長擇一聘任之，採
遴選、所長遴選應依相關規
選暨續任評鑑辦法執行之。各 任期制。各所所長由院長會同
定辦理。
專班主任，由院長提名副教授 系主任提名副教授職級以上之二、已另定本院學系系主任遴選
暨續任評鑑辦法及所長遴選
以上職級之教師，報請校長聘 教師，經全系專任教師投票同
任之。上述專班主任之任期以 意後由系主任推薦，報請校長
暨續任評鑑辦法，刪除本條
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則，至多 聘任之。各專班主任，由院長
文中系主任及 所長 遴 選 方
兩任。
提名副教授以上職級之教師，
式。
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以配三、新增專班主任之任期限制規
定，使聘任制度更臻完善。
合院長之任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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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組織章程
94 年 3 月 17 日 93 學年度第 18 次資訊學院籌備會訂定
94 年 7 月 21 日 93 學年度第 20 次資訊學院籌備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 月 11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5、6、7、8、
9、10、11、12、14、15 條
99 年 1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核備
100 年 5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7 日 101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 條、第 12 條
103 年 2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條、第 12 條
103 年 12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
105 年 10 月 19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依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組織章程」
（以下簡
稱本章程）。
第二條
本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本院業務，以規劃學院發展、精進教學研
究及提昇學術聲譽為主要職責。
第三條
本學院置副院長一至二人，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第四條
本學院分設學系、研究所（含專班），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
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本學院專班得置主任一人，辦理班務。
第五條
本學院組織與運作：
一、本學院組織之教研單位含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網路工程研究所、多媒體工程研究所、網路與資訊系統博
士學位學程、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二、各系所以發展系所研究與教學特色及推動系所務為主，系所務
會議之重大決議須提交院務會議議訂之。
第六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
第七條
本學院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院長為召集人，議決下列院
務重大事項：
一、院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院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系、研究所（含專班）
、中心及辦公室等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之決議或建議。
四、系所發展、整合教學與研發、招生、智財推廣、以及募款等相
關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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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院務之重要事項。
第八條
本學院院務會議由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組成。院長、學系系主任及
各研究所所長為當然委員。票選委員之人數為當然委員人數加五，由全
院編制內教師互選產生之。
第九條
院務會議下設學術與研究委員會、教學與課程委員會、經費與設備
委員會等常設委員會。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及決議事項向院務會議
提出報告或提案。
院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院務會議交議事
項。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名稱、任務及組織由院務會議另訂之。
第十條
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學院諮議委員會，由院長聘請相關人士擔任委員，任期一年。
諮議委員會不定期召開會議，提供院務發展諮詢與建議。
第十二條
院長之任免：
一、本學院院長經院長遴選委員會公開徵求及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
後，報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其選任、續聘
及解聘之程序，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及本校「各學院院
長選聘準則」另訂之。
二、本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由院務會議訂定並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三、院長在任期內不能到校執行職務連續半年以上時，其任期自然
終止。
四、於院長任期中，得由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向院務會議提不適任案，經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院長職務。
五、院長因重大事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時，應即由副院長一人報請
校長指定代理人代理院長執行職務，並即進行院長遴選事宜。
第十三條

本學院副院長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其
續聘之程序亦同。副院長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則。
第十四條
本學院學系系主任之遴選依據該系系主任遴選暨續任評鑑辦法執
行之。各所所長之遴選依據該所所長遴選暨續任辦法執行之。各專班
主任，由院長提名副教授以上職級之教師，報請校長聘任之。上述專
班主任之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則，至多兩任。
第十五條
本章程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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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
募款專案回饋捐贈及致謝實施要點逐點說明
條 號

內

文

說

明

第 1 點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台南校區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法源依據。
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辦理。
第 2 點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 訂定宗旨。
人士、團體、公司及行號，捐贈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
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第 3 點 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接受 涵蓋之捐贈範疇。
之捐贈，包括興建宿舍、會館等館舍及購置設施。
第 4 點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捐贈回饋致謝機制。
一、凡捐贈者皆致贈本校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拾伍萬元以上者，得為本宿舍
或會館單人房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叁拾伍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會館
雙人房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伍拾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會館家
庭房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得為本宿舍或
會館公共空間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供本校台南校區新建研究生宿舍(計有 4
個單元)或學人會館(1 個單元)，其價值金額達各
單元所需建築經費者，得為該館舍單元命名，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
列各款辦理。
有關建物之命名範圍等，如有特殊情況或其他捐款相關
未盡事宜，提由行政會議決議。
第 5 點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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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及修正程序。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
募款專案回饋捐贈及致謝實施要點
105 年 10 月 19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點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台南校區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3條第1項第
13款規定辦理。
第 2 點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人士、團體、
公司及行號，捐贈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
特訂定本要點。
第 3 點 本校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館」籌建計畫接受之捐贈，包括
興建宿舍、會館等館舍及購置設施。
第 4 點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凡捐贈者皆致贈本校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拾伍萬元以上者，得為本宿舍或會館單人房
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叁拾伍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會館雙人房命名，
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伍拾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會館家庭房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得為本宿舍或會館公共空間
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供本校台南校區新建研究生宿舍(計有 4 個單元)或學人
會館(1 個單元)，其價值金額達各單元所需建築經費者，得為該
館舍單元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有關建物之命名範圍等，如有特殊情況或其他捐款相關未盡事宜，提
由行政會議決議。
第 5 點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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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約聘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六條 約聘教師之聘用
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包
括：聘期、授課（工作）
時數、差假、報酬、福利、
離職儲金（勞工退休金）、
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事
項，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二。
前項人員之聘期配合
學期制，以一至二年為原
則，惟提聘單位如因教
學、經費等考量，得以一
學期為聘期。聘期屆滿二
個月前得由原提聘單位參
酌其工作表現及業務需要
情形決定是否續聘，其續
聘應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
約聘教師於聘期屆滿
前，得由原提聘單位依程
序提請續聘，如未於聘期
屆滿前提出續聘申請，即
視為不續聘。
約聘教師如經原提聘
單位決定不予續聘時，原
提聘單位應至遲於聘期屆
滿前一個月通知當事人。
約聘教師申請留職停
薪離校研究或講學，經系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
校教評會備查。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約聘教師之聘用 一、為增加提聘單位用人彈
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包
性，增訂提聘單位如因
括：聘期、授課（工作）
教學、經費等考量，得
時數、差假、報酬、福利、
以一學期為聘期之規
離職儲金（勞工退休金）、
定。
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事
項，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二。 二、為使約聘教師續聘及不
續聘作業更符實務運
前項人員之聘期以一
至二年為原則。聘期屆滿
作，修正原提聘單位辦
前二個月內得由原提聘單
理續聘作業之時間為
位參酌其工作表現及業務
「聘期屆滿二個月
需要情形決定是否續聘，
前」，如決定不予續聘
其續聘應經本校教師評審
時，應於「聘期屆滿前
委員會通過。
一個月通知當事人」。
約聘教師於聘期屆滿
前，得由原提聘單位依程
序提請續聘，如未於聘期
屆滿前提出續聘申請，即
視為不續聘。
約聘教師如經原提聘
單位決定不予續聘時，原
提聘單位應至遲於聘期屆
滿前二個月通知當事人。
約聘教師申請留職停
薪離校研究或講學，經系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
校教評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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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
89.02.18
90.12.21
91.06.07
91.06.19
93.04.09
96.09.27

88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訂定
9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第 3 條、第 5 條、第 7 條及第 11 條
92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 10 條(原名稱：國立交通大學約聘教師研究人
員暨工作人員設置辦法)
97.10.08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5、6、9 條條文
98.06.30 本校 97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修正通過附表二
101.02.29 本校 10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
101.03.09 100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
102.10.25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
102.11.06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
105 年 10 月 19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加強延攬人才，特依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約聘教師，係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編制外教師。

第三條

約聘教師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約聘教師之聘任資格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相關規定。但已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得任
用為專任教育人員之規定不在此限。
約聘教師之進用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聘任程序辦理審查，並須有教學之事實。

第四條

約聘教師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並申請教師證書。其符合升等條
件者，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審查。
約聘教師得使用學校資源、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兼任行政職務、擔任各級會議
及委員會之委員、指導研究生等。
前項情形，各該設置辦法或要點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條

約聘教師之報酬標準依本校約聘教師及助教薪資明細表之規定支給（如附表一）
。但
經費來源另有約定時得從其約定。
前項人員之離職儲金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保費、所得稅等，均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校按月自其報酬中代扣。

第六條

約聘教師之聘用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包括：聘期、授課（工作）時數、差假、報酬、
福利、離職儲金（勞工退休金）
、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二。
前項人員之聘期配合學期制，以一至二年為原則，惟提聘單位如因教學、經費等考
量，得以一學期為聘期。聘期屆滿二個月前得由原提聘單位參酌其工作表現及業務
需要情形決定是否續聘，其續聘應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約聘教師於聘期屆滿前，得由原提聘單位依程序提請續聘，如未於聘期屆滿前提出
續聘申請，即視為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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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聘教師如經原提聘單位決定不予續聘時，原提聘單位應至遲於聘期屆滿前一個月
通知當事人。
約聘教師申請留職停薪離校研究或講學，經系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校教評會備
查。
第七條

約聘教師聘任後，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或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予以解聘。
第八條

約聘教師轉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教師或研究人員之程序重

新審查。
約聘教師轉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時，其約聘之服務年資得採計為敘薪及升等年資；退撫
年資另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聘約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7

國立交通大學約聘教師及助教薪資明細表

附表一
薪額

月支
本薪

學術研究費

每月合計

770

53,075

55,450

108,525

740

52,410

55,450

107,860

710

51,745

55,450

46,250

107,195

97,995

680

49,745

55,450

46,250

105,195

95,995

650

48,415

55,450

46,250

40,555

103,865

94,665

88,970

625

47,080

55,450

46,250

40,555

32,145

102,530

93,330

87,635

79,225

600

45,750

55,450

46,250

40,555

32,145

101,200

92,000

86,305

77,895

575

44,420

46,250

40,555

32,145

99,870

90,670

84,975

76,565

550

43,085

55,450

46,250

40,555

32,145

98,535

89,335

83,640

75,230

525

41,755

55,450

46,250

40,555

32,145

97,205

88,005

82,310

73,900

500

40,420

55,450

46,250

40,555

32,145

95,870

86,670

80,975

72,565

475

39,090

54,450

40,555

32,145

94,540

85,340

79,645

71,235

450

36,425

教授

46,250

40,555

32,145

22,530

教授

82,675

76,980

68,570

58,955

430

35,425

46,250

40,555

32,145

22,530

81,675

75,980

67,570

57,955

410

34,430

46,250

80,680

74,985

66,575

56,960

390

33,430

46,250

40,555

32,145

22,530

79,680

73,985

65,575

55,960

370

32,430

副教授

40,555

32,145

22,530

副教授

72,985

64,575

54,960

350

31,430

40,555

32,145

22,530

71,985

63,575

53,960

330

30,430

40,555

22,530

70,985

62,575

52,960

310

29,435

40,555

32,145

22,530

69,990

61,580

51,965

290

28,435

助理教授

32,145

22,530

助理教授

60,580

50,965

275

27,435

32,145

22,530

59,580

49,965

260

26,435

32,145

58,580

48,965

245

25,435

32,145

22,530

57,580

47,965

230

24,440

講師

22,530

講師

46,970

220

23,770

22,530

46,300

210

23,105

22,530

45,635

200

22,440

22,530

44,970

助教

助教

55,450

46,250

40,555

32,145

32,145

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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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行政單位控留相當約用人員職位要點
逐點說明
規定

說明

一、本校為留住行政單位表現優異之計

為解決行政單位以計畫聘用表現優異之

畫人員，深化歷練提升工作效能，

行政助理人才流失的問題，爰訂定本要

特訂定本要點。

點。

二、行政單位應建立職務說明書辦理工

應辦理行政單位工作分析，依業務需

作分析，盤點計畫人員承辦業務為

求，經行政員額評估小組審議後，得核

該單位公務人員及約用人員無法兼

給控留一定比例之相當約用人員職位。

辦者，提行政員額評估小組審議
後，得核給控留一定比例之相當約
用人員職位。
三、行政單位績效考核表現優異之計畫

行政單位績效考核表現優異之計畫人

人員，於相當約用人員職位數額

員，於相當約用人員職位數額內，建立

內，建立長聘名冊，無計畫經費可

長聘名冊，保障其工作權，並明定其聘

聘用時，轉任為約用人員，先以單

用經費來源。

位自籌經費聘用；無單位自籌經費
者，以學校管理費聘用。嗣後有計
畫經費時，該約用人員應再轉任為
計畫人員。
四、行政員額評估小組由副校長、主任

行政員額評估小組成員。

秘書、研發長共同組成，並請一位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為
執行秘書。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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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審議程序。

國立交通大學行政單位控留相當約用人員職位要點
105 年 10 月 19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留住行政單位表現優異之計畫人員，深化歷練提升工作效能，特訂
定本要點。
二、行政單位應建立職務說明書辦理工作分析，盤點計畫人員承辦業務為該單
位公務人員及約用人員無法兼辦者，提行政員額評估小組審議後，得核給
控留一定比例之相當約用人員職位。
三、行政單位績效考核表現優異之計畫人員，於相當約用人員職位數額內，建
立長聘名冊，無計畫經費可聘用時，轉任為約用人員，先以單位自籌經費
聘用；無單位自籌經費者，以學校管理費聘用。嗣後有計畫經費時，該約
用人員應再轉任為計畫人員。
四、行政員額評估小組由副校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共同組成，並請一位副校
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為執行秘書。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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