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出

列

記

間：105 年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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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宏副校長代理）
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請假）
、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台南分
部許根玉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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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黎熙副總務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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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富副院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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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珊如所長代理）
、
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簡美玲副院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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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王敏
銓老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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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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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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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黃育綸副教
務長、綜合組張漢卿組長
錄：施珮瑜

頒 獎
一、頒發 105 年度「服務績優獎」
，獲獎人員：校長室丁雅君秘書、副校長室佘蘭妮行政專員、
秘書室邱美玲助理管理師、教務處黃怡真行政專員、學生事務處利瑞蓮行政專員、曾能
昌行政專員、總務處李仲文技術專員、劉麗芳行政專員、許麗珍行政專員、研究發展處
李珮玲秘書、國際事務處李秀玲秘書、圖書館劉瑜梅行政專員、人事室廖春貴秘書、主
計室郭文欣組長、理學院許楦敏行政專員、電機學院呂沼燕助理管理師、資訊學院陳雪
君行政專員、工學院張麗娟行政專員、管理學院鍾婷芳行政專員、何玉鳳行政專員、人
文社會學院陳慧珍助理管理師、客家文化學院鍾心瑜行政專員、科法學院鄭玉佩行政專
員、通識教育委員會戴碧慧行政專員、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呂怡芬行政專員等 25 位。
二、頒發 105 年度「工作勤奮獎」
，獲獎人員：總務處孫繼策技工、蔡黃錦雲工友、通識教育
委員會曾增鐘工友、駐衛警察隊李彥頫隊員等 4 位。
壹、主席報告：歡迎新任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5 年 11 月 4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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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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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處報告：
（一）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第二次英語聽力測驗訂於105年12月17日(六)舉行，新竹考區規劃設
置於建功高中與新竹女中共約65間試場，僅上午一節，將動員大約160位本校試務人
員，將協調各單位同仁協助。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106年1月20日(五)、21日兩天舉行，也將動員大約
160位同仁協助(另有清華大學與清大竹師學院協助竹中與竹女分區監試)，由於同仁協
助前述英聽誘因較低，規劃協助英聽同仁將優先安排協助學測試務，籲請各單位諒察
此一安排並同意所屬人員協助學測試務。
（二）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告2013年版國際學科標準分類(ISCED-F 2013)，教育部統計
處將現行國內科系所分類重新進行分類(原分類為：9領域－23學門－158學類－科系所
學程，新版分類為：10領域－26學門－97學類－172細學類－科系所學程，各細學類簡
介可參 https://goo.gl/EnCNhP)，已轉請各院系所協助教育部統計處核校相關作業。
（三）教育部日前邀集各大學校院協進會研商招生總量規定修法事宜，預定以10年為期程逐
步調整生師比計算原則：
1.取消學生加權，參照國際平均值16擬我國日間部生師比上限15。
2.師資不計兼任老師。
3.延畢生與各種外加名額(含境外生)全數列計，不再扣除。
本案估計是教育部大學瘦身的策略之一，教育部將努力學雜費調整機制、獎補助款調
整、128學分鬆綁等配套措施，可能107學年度招生總量就會開始漸近式的運作。如果
依照上述原則日間生師比要降至15，本校大約要減少在學學生1807人(如果是學士班，
年減招452人；如果是碩士班，年減招900人，皆包含境生，不計在職專班)。
次長並重申博士班名額持續調控政策。
（四）碩聯博試辦計畫：為鼓勵學生修讀博士學位，本校102學年度實施碩聯博試辦計畫，以
免收前四學期學分費的方式鼓勵學生逕修讀博士班，因目前本校已有教育部學術菁
英、產業博以及卓越博獎學金來鼓勵學生就讀博士班，碩聯博試辦計畫於105學年度到
期之後不再繼續辦理，原已申請獲准之學生仍依原規定辦理。
（五）105學年度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將於105年12月8日(四)
11：10~12：30 於工五館132教室辦理「起飛計畫經費申請說明會」，本次補助對象以
符合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家庭、原住民、身心障礙之學生，並於本學期已辦理學
雜費減免，或已辦理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學生為主，開放申請校內工讀或擔任課程助
教機會，並冀希透過起飛計畫之扶弱精神推廣至各項經費之運用。請各系所責派1名承
辦 人 員 參 與 本 次 說 明 會 ， 詳 情 請 至 大 數 據 研 究 中 心 網 站
(http://bigdatacenter.nctu.edu.tw)、起飛助學網(http://gofly.nctu.edu.tw)或
bigdata@g2.nctu.edu.tw來信索取相關資料。
（六）跨域學程：教學發展中心於11月17日（四）12:00-13:00於科學一館115A會議室，舉行
跨域生期中座談會，瞭解本屆跨域生第二專長的學習情況，關心學生有無遇到任何學
習障礙，並提供協助輔導。
（七）創業與創新學分學程：本學期「創業與創新實作專案」課程共組成「紙喇叭」
、
「POTALK」
、
「i-Wearable」、「Hot Snow」、「筷遞」等5組專題團隊，邀請7位業師協助分組帶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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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同學，持續進行專案實作。
（八）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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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上旬預定邀請講者及講座主題如列：12
月6日：生死議題與臨終醫療（台大醫院蔡宏斌醫師）
、12月13日：Of the Brain, By
the Brain, For the Brain.究腦學，用腦學，為腦學（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
所所長吳嫻教授）。
2.於105年11月19日辦理學程農村參訪活動，規劃帶領學程同學前往臺南大崎村進行香
檳菇參觀及農村再造工程參訪，參與者計41位學生。
（九）區域計畫：桃竹苗區域計畫成果展『深耕‧生根』預計於12月4日(日)10:00~17:00在
中壢藝術館舉行，並於同日上午10：00～10：30舉辦開幕典禮暨記者會，歡迎各位長
官蒞臨參觀指導。
四、學務處報告：
（一）105 學年度「校長有約-同行致遠」訂 105 年 12 月 14 日（三）15 時 50 分至 17 時 20
分假本校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敬請各位主管出席指導。軍訓室會前收整學生書
面意見 22 條，彙整相關單位回覆，轉知與會學生，避免重覆提問，以利議程流暢。
（二）完成竹軒交誼廳活化工程，地下一樓讀書室、交誼廳、會議室、簡易廚房 11 月中旬完
成驗收，11 月 17 日竹軒助教於新交誼廳辦理「期中關懷同學之~~早餐同樂會!」活動，
透過早餐聯誼以及小卡交換活動，關懷同學考試準備狀況、為其加油打氣，同時介紹
宿舍新設施，讓住宿生對宿舍更有認同感。
（三）軍訓室於 105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賃居校外同學賃居訪視工作，訪視重點為消防安全設
施檢視與冬令期間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等宣導；住服組亦於 11 月 16 日舉辦校外賃居座
談會，研習如何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強化學生校外住宿安全自覺與獨立生活智能。
（四）應用化學系與服務學習中心合作開設之科普推廣服務學習課程榮獲「教育部青年署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之「績優課程教案」獎，教育部於 11 月 19 日舉行頒獎典禮。
（五）課外組輔導學聯會為慶祝交大 120 周年，發起「交通大學 120 週年雙甲子時光寶盒活
動」，邀請應藝所校友設計雙甲子時光寶盒，預計於年底於交大發展館展出，11 月 14
日至 12 月 9 日首波宣傳活動｢交大共聲‧時光便籤｣於矩陣林及小木屋前展開，邀請本
校教職員生及校友以聲音及文字傳承未來。
（六）106 年寒假營隊共計 14 個社團及系學會提出申請，課外組於 10 月 27 日(四)召開企劃
書審查會，針對夜教活動、營火及音量管制提出規範管制措施。
（七）
「國立交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第三條修正案報告：依 104 學年度學生傑出
貢獻獎審查小組委員建議「在學期間有特殊貢獻或卓越表現畢業生，能於畢業典禮公
開予以表揚。」
，爰研擬增加綜合類一項，表揚非體育、學藝及服務三類但具優良事蹟
足為交大之光者，由各院審核推薦，至多一名。本案業經 105 年 11 月 15 日 105 學年
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附件二，P20-21)，檢附修正後全文(附件三，P22)。
（八）
「2016 海外祭活動」
：11 月 1 日起正式展開，正於浩然圖書館大廳進行留遊學相關文宣
靜態展示，並規畫辦理 13 場講座(場次如下)，邀請教育部、英國劍橋遊學機構&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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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美國在台協會&南加大、英&德&法駐台文教中心、澳洲工
會、多益/托福語言中心，與雅思官方在臺機構聯合舉辦相關講座。
日期

演講主題

10 月 25 日(二)

臺灣-劍橋大學獎學金宣導說明會

11 月 15 日(二)

Cambridge Summer Institute 說明會

11 月 16 日(三)

臺灣-牛津大學研究生獎學金說明會

11 月 22 日(二)

如何選擇適合你的美國研究所
出國留學不是夢-公費留學與留學貸款

11 月 23 日(三)

托福 IBT 及經驗分享

11 月 24 日(四)

留法-如何選擇適合的課程
雅思口說高分攻略

11 月 28 日(一)

華威大學 WMG 學系介紹
澳洲 NUK 打工&度假方程式

11 月 30 日(三)

Inspiration UK 留學大不列顛

12 月 1 日(四)

備戰托福閱讀&字彙

12 月 5 日(一)

Amazing!多益秒殺技巧

12 月 6 日(二)

"德"意洋洋留學去

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四，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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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開工，12 月 2 日完成。系所裝修部分 11 月 17 日上網招標，11 月
30 日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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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棟 9 樓樑筋綁紮及 10 樓底版
水電配管，國際會議廳臨逸軒步道外牆基礎澆置，目前施工進度 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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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結構體已完成。
現在施作室內門窗框組立、外牆水泥粉刷打底、天花板油漆批土、自來水管線壓力
測試，工程施工進度 77.90%。
4.其他：光復校區 D 機車棚整修工程於 105 年 5 月 18 日開工，分 3 階段施工，已完成
兩階段施工，現正進行第 3 階段，鋼構屋頂隔熱棉防水膜鋪設，工程現場進度為 71%。
（二）本校消耗物品扣款：
1.全校每年領用垃圾袋、潔瓷、公文封及部分燈管、燈泡等無須由使用單位付費項目
之總金額約為30萬元，約占全年領物總金額4成，造成支出無法全數收回，學校須另
逐年編列專項經費填補。自104年起，學校經費緊縮已無編列領用物品專項經費，長
此以往將累積大量虧損。
2.為維持領物機制正常運作，並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自明（106）年1月1日起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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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用消耗物品除公文封外皆須付費。請各單位響應節流環保精神，酌量領用。
3.其中公文封每年領用約10萬元，占無須付費項目的1/3。現階段雖無須付費，惟未來
將視經費短絀狀況，決定是否亦須由領用單位付費。
主席裁示：各單位提供相關表件應儘量無紙化，請人事研擬校內任務編組之委員會聘書以電
子檔頒送之可行性，另學院系所亦請配合將校內口試委員聘書儘量以電子檔傳送。
（三）學校餐廳評鑑活動：為提升用餐品質及提供多元化選擇，本處事務組辦理 105 學年度
第 1 學期餐廳委外經營廠商績效評鑑工作。時間訂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9 日（為
期 4 週），舉辦填問卷送好禮活動。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踴躍參與，共同為用餐品質提
供寶貴意見。線上問卷活動網址：
http://appraiserestaurant.ga.nctu.edu.tw/login。
（四）荷花池整理工作：
1.本校電資大樓前荷花池為校園重要景點，歷來年因為外來種水芙蓉生長速度極快，
再加上侵略性強，易覆蓋整個池面，影響荷花花況及其他水生植物的生長；且因多
量的水芙蓉，亦讓荷花池養分快速消耗。
2.爰此，總務處事務組於105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遇雨順延)期間進行水芙蓉移除作
業，期移除外來種後，有利荷花生長，並健全池內營養鹽循環及生態環境。
六、研發處報告：
（一）本校產學運籌中心將於 105 年 12 月 7 日(三)於交映樓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交大創業
日高峰論壇」
，匯集交大歷年來優秀創業家於一堂，共同探討台灣創業之大未來。活動
邀請交大傑出創業家、創投及校園青創代表分享其成功秘訣與創業艱辛，並有新創公
司產品展及交大創業實驗基地 OPEN HOUSE。活動說明網址：
http://rd.nctu.edu.tw/ic_news&dbid=3Q37。
（二） 恭賀本校資工系王昱舜副教授、教育所王嘉瑜副教授、應化系陳俊太副教授及材料系
黄爾文助理教授榮獲科技部 105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三） 因近期各部會針對國立大學研究人員以個人名義申請專利之不符規定情形進行查核，
故再次宣導本校創作人於職務上的發明須以｢國立交通大學｣申請，不可以個人名義申
請。因本校為國立大學，創作人於職務上或運用學校資源等所產生研發成果皆屬國有
財產，無論學校是否提供補助或發明人自費之專利，其專利權人仍為國立交通大學。
若為非職務發明，請依照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相關規
定以書面通知產學運籌中心簽請確認。
（四）本校與長榮大學已於 105 年 11 月 7 日完成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簽訂，活動當天由校
長率領多位主管赴台南長榮大學出席簽約典禮，開啟雙邊合作之路，期許未來結合兩
校人才、設備及學術交流等，進行實質合作及研究，共同培育人才。
（五） 研究獎項申請：
1.財團法人潘文淵教基金會 2017 年「研究傑出獎」及「年輕研究創新獎」自即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8 日止受理申請，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相關表格請至該基金會網頁參閱下
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6 年 1 月 6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至研發企劃組；俟名單核定後，
請各院級單位彙整申請資料經院級主管審閱，於 106 年 2 月 10 日前送至研發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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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
2.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 15 屆有庠科技獎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受理申請，獎項包括「第 15 屆有庠科技講座」及「第 15 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分「奈
米科技」、「資通訊科技」、「光電科技」、「生技醫藥」及「綠色科技」等五類，總獎
金高達 700 萬元，本獎項採自行線上申請制，詳細辦法請連結至該基金會網站查詢。
（六）研究計畫申請：
1.科技部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
「探索研究計畫」
、
「永
續發展整合研究」、「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校內收件時間至 105 年 12
月 28 日中午 12 時前止，相關事項請詳參函文及計畫徵求公告說明，或可至科技部
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2.科技部徵求 2017－2019 年臺以雙邊協議合作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計畫預定補助案
件數至多 6 件，且每件計畫每年各方補助以 4 萬美元為上限。本計畫須由臺以雙方
各 1 位主持人組成研究群共同提案，並分別向所屬方之機構提出申請(雙方計畫名稱
須相同)。校內收件時間至 105 年 12 月 19 日止，相關事項請詳參函文及計畫徵求公
告說明，或可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3.科技部與美國 NSF 共同徵求「NSF/GEO/EAR-Taiwa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limate, Erosion and Tectonics (FACET)」計畫：依科技部與美國 NSF 完成之「地
球科學領域合作研究」合作意向書，雙方共同辦理 2017 年臺美 FACET 雙邊合作研究
計畫徵求。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1 月 11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文及附件，或請
至科技部/學術人士頁面下之「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4.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奈米醫學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構想書：奈米醫學計畫乃透
過歐盟研究總署整合歐洲各國補助機構之研發經費，共同投入之跨國奈米醫學研究
計畫，由 19 國 23 個補助機構所組成。第一階段為 Pre-Proposal，需於 106 年 1 月
16 日 17:00 CET（Central European Time）前上傳至計畫線上申請系統。相關注意
事項請詳參函文，或可至科技部網頁/學術人士「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5.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7－2018 年臺灣與蘇格蘭地區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本案
係依科技部與英國愛丁堡皇家科學院簽署之合作備忘錄辦理，雙方議定每年擇定領
域/主題以「合作計畫」型式提供雙方團隊交流訪問費用補助。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1 月 18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科技部函文及計畫徵求說明等文件，或可至科技
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網頁查詢下載。
6.科技部與愛沙尼亞研究委員會共同徵求雙邊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本計畫須由我
方及愛方計畫主持人共同研議完成，並提出英文計畫申請書，分別提送科技部及愛
沙尼亞研究委員會審查，申請案始獲成立。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2 月 2 日止，其他
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或可至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網頁「國合業務公告」
查詢下載。
7.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科技部為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研究，
特規劃本案，藉此增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相關議題研究，提升國內科技研究人員之性
別敏感度。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2 月 9 日止，其他計畫申請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
相關附件，或至科技部/學術人士網頁下之「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8.科技部公開徵求第三期「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
：科技部為推動原住民科學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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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原住民學生數理能力與素養，特別規劃本案。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2 月 9 日止，
其他計畫申請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計畫徵求書，相關資訊可至科技部科教發展及
國際合作司網頁「科教業務公告」查詢下載。
9.科技部公開徵求「科教新南向跨國研究計畫」
：本項計畫屬研究型計畫，合作對象為
東南亞地區（新加坡、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一國或多國。校內收件日
至 106 年 2 月 15 日止，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或至科技部科教發展與國際合作司
網頁「科教業務公告」查詢下載。
10.科技部公開徵求 106 年度「科學教育培龍計畫－帶好每個國民中小學生的數學與科
學教學研究計畫」
（第二期）
：為普及國民中小學科學教育、提昇未來國民科學素養，
特別規劃本案。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2 月 15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附件，
或至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網頁項下之「科教業務公告」查詢下載。
11.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共同辦理補助「2017 青年暑期營」受理申請：
申請人需具中華民國國民身份，並就讀於科技部認可之國內大學院校非人文社會領
域科系在學之碩士生及博士生，及須在赴德研習期間擁有國內學籍。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1 月 11 日止，計畫相關申請文件等資訊請至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網
頁查詢下載。
1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辦理之科技計畫研究重點一覽表」
：包含共 19 項
施政項目，請有意申請計畫之教師於限期（105 年 12 月 9 日）前至「農業計畫管理
系統」研提計畫說明書，並請將書面資料以掛號郵件逕送各計畫主辦專家收辦。計
畫研究重點請逕至該會網站（本會首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13.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公開徵求 106 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
學合作計畫」
：為激勵科學工業園區之科學工業從事創新技術之研究發展，引進學術
界力量，強化產學合作資源整合，協助園區廠商創新技術，以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
申請計畫教師請結合廠商，由其依規定於 106 年 1 月 2 日下午 6 時前辦理申請。計
畫申請相關文件請逕至計畫網站查詢下載。
七、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新/續簽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阿格德爾大學
NCTU

挪威

(University of
Agder)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本校尚無挪威合作姊妹校，該
校於挪威排名第 5，並提供英語
授課。
[新簽] 校級學術交流、交 資訊學院曾院長曾拜訪該校，
換學生合約書(另附件
與工程科學學院負責國際事務
1，p.1-p.5)
的長官 Tor Erik Christensen
洽談，盼能建立 MOU 與交換學
生計畫，以開展兩校學術合作
交流。
7

效期

5年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理學
薩班哲大學

院、管理
學院、人

土耳其

(Sabanci
University)

文社會
學院

資訊學
院

國立土魯斯應
法國

用科學學院
(INSA Toulouse)

國立史特拉斯
工學院

法國

堡應用科學學
院 (INSA
Strasbourg)

合約名稱

5年

INSA Toulouse 為一著重理工
的研究型大學，該校電機與資
訊工程系副教授 Prof.
Thierry Monteil 與本校資訊
學院林甫俊教授已有兩年的合
[新簽] 院級學術交流、交 作關係。
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該校國際處之教授 Prof.
3，p.12-p.16)
Daniele Fournier-Prunaret
於 10 月 12 日至交大資訊學院
訪問，由交大資訊院資工所所
長彭文志教授及林甫俊教授接
待，會中決定雙方可建立院級
MOU 和交換生合約。

5年

工學院土木系史天元教授的學
生，預計於 2017 年 1 月前往法
國 INSA Strasbourg 進行短期
研究，該校教授提議簽署合約
以保障學生交流，故雙方同意
簽署院級交換學生合約。

5年

該校近期因獲得歐盟經費支
助，與工學院土木系張良正教
授的研究團隊有高度互補交流
之處。
目前張良正教授團隊在科技部
補助下，已與該校進行兩年之
互訪交流，對方 Dr. Krzysztof
Lamorski 並曾於 104 年及今年

5年

[新簽] 院級交換學生合
約書 (另附件 4，
p.17-p.19)

蘭農業物理研

工學院

波蘭

Bohdan
Dobrzański
Institute of

效期

該校代表與本處出訪同仁於
2016 年美國教育者年會
(NAFSA)見面，表達盼兩校建立
學術合作和學生交流之意願。
[新簽] 院級學術交流、交
本校目前只有一所土耳其姊妹
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校(KOC University)。薩班哲
2，p.6-p.11)
大學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世
界排名 441-450，科系涵蓋理
科、商管和人文社會等領域，
並提供英語授課。

波蘭科學院-波
究院 (The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新簽] 院級交換學生合
約書 (另附件 5，
p.20-p.22)

Agrophysics
Polish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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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of Sciences)

客家文
化學院

韓國

客家文化學院副院長簡美玲教
授與該校的文學院朴晟槦院
長，積極洽談兩院學術與教學
合作交流的可能性與方向。
該合約之目的及預期效益說
明：加強兩院友好關係、深入
開展教育研究和文化交流活
動，並謀求包括美術在內的藝
術和文化領域的振興與發展。

5年

里茲大學為英國頂尖大學之
一，本處代表於 9 月出訪拜會，
與該校同仁洽談兩校擴大合作
之可行性。
本校目前僅與一所英國的大學
簽有交換學生合約(南安普敦
大學)，為提供學生更多前往英
國的機會，擬與該校建立自費
交換生合約。
該校同意提供每年 10 個自費交
換的名額(此為單向交換)，如
申請學生超過 5 位，學費 9 折
優惠。

5年

2010 曾與該校簽署 MOU，目前
效期已過，該校來信盼兩校可
續約。
經調查意願，本校管院、理學
院、光電院和半導體學院接表
達有興趣學術合作，因此擬續
約 MOU 以促成雙邊交流。

3年

本校管院與該校於 2005 年簽署
流合約書、交換學生與雙 MOU，於 2011 年加簽交換學生
聯碩士附約
合約、 2012 年簽訂雙聯碩士合
(已於 2016/8/31 到期)
約附約。兩校學生交流頻繁，
本處評估為 B 級學校。
[續簽] 院級學術交流合 簽約至今管院 9 位參與雙聯碩

5年

[新簽] 院級學術交流合

(Yeungnam

約書 (另附件 6，

University)

p.23-p.25)

[原已簽署] 系級雙聯碩
士學位合約書(運輸管理
NCTU

英國

所)

(University of
Leeds)

[加簽] 校級自費交換學
生合約書(單向) (另附件
7，p.26-p.29)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

NCTU

越南

效期

11 月來臺參訪，有意進一步加
強合作。

嶺南大學

里茲大學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胡志明市國家

流合約書

大學(Vietnam

(已於 2015/1/26 到期)

National
University, Ho

[續簽] 校級學術交流合

Chi Minh City)

約書(另附件 8，
p.30-p.32)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交

堤亞斯商學院
管理學
院

荷蘭

(TIAS School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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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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交換學生與雙聯碩 士學程；該校亦有 10 位學生曾
士附約 (另附件 9，
到管院交換。擬續簽合約以延
p.33-p.38)

東京工業大學
工學院

日本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續雙方交流合作。

工學院材料系徐雍鎣教授與該
校精密工程研究所曾根正人教
授已有長期合作關係，另材料
系通過 104 年教育部國際共同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
人才培育計畫，預計 5 年內選
流、雙聯碩士學位合約書
送 7 名學生至該校精密工程研
究所進行 2 年的研究。
[加簽] 院級學術交流合
該校在相關的研究領域中一直
約書(另附件 10，
扮演著重要角色，藉由與日本
p.39-p.41)
頂尖大學合作，必定能相互交
流學習。因此提出簽屬此 MOU
合約，以保障學生至該校研修
之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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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外國學生春季班申請人數共190人，經系所審查及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
通過錄取101人(碩士班50人、博士班51人)。相較去年同期申請人數大幅成長121％，
錄取人數成長84%，錄取率下降。101-105學年度春季班申請及錄取人數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錄取率

105 春季班

190

50

51

101

53.1%

104 春季班

86

32

23

55

63.9%

103 春季班

110

37

30

67

60.9%

102 春季班

56

22

18

40

71.4%

101 春季班

49

23

11

34

69.38%

（三）105 學年度本校「研究實習菁英補助計畫 (2017 NCTU Taiwan Elite Internship
Program)」即日起開放申請，提供國外大學碩、博士生 (不含陸籍學生）至本校進行
2 個月以上之短期研究，錄取生將獲得經濟艙來回機票補助及第一個月 NTD 5,000 元
（含稅）獎學金，相關訊息已公告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3-1000-781.php?Lang=en) ，歡迎老師們將此
補助計畫轉知國外合作對象，邀請其優秀碩、博生來校進行短期研究。本年度分三梯
次申請，表列如下。
第一梯次

收件截止日期

建議來校日期

105 年 12 月 5 日

106 年 2 月 13 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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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

106 年 3 月 6 日

106 年 5 月 8 日以後

第三梯次

106 年 6 月 5 日

106 年 8 月 7 日以後

主席裁示：未來頂尖大學補助之經費將日漸減少，請國際處與教務處通盤考量及檢討本校現
有獎學金制度，除客家學院及人社學院因其性質特殊外，餘皆可經由國際合作或
產學結盟調整因應，使獎學金分配更有效運用。
（四）106 學年度學生申請出國交換計畫(第一梯次)申請日期 1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06 年 1
月 6 日，相關事項已公告於本處網頁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4-1000-1706,r11-1.php)，並於 105 年 11 月
23、24 日晚間 6:10 於 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交換申請說明會，請鼓勵學生踴躍
申請。
（五）重要外賓(11/21-12/2)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Prof. Dr. Dede, Rector,
Rosyada, Universitas Islam
Negeri



Drs. H. Fauzan, Rector,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Malang


11/22

印尼伊斯蘭大學

Dr. Ir Gunawan Budiyanto,
Rector, Universitas

校長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Prof. Syaiful Bakhri, Rector,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鑒於本校擁有國內伊斯蘭友
善環境最佳的校園，以及政府
力推「新南向政策」，故外交
部引薦此團來訪，討論招生、
學生交流、師資交流等相關合
作。

Jakarta


Dr. H. Suhendra Yusuf,
Rector, Universitas Islam
Nusantara

亞洲區
11/23

加拿大英屬哥倫

辦公室

比亞大學

執行主

來訪宣傳該校 summer


Ms. Winty Cheung

program，並與本校討論各領域
教授交流合作的相關事項。

任

由環工所引薦該教授來訪，針
11/24

法國特魯瓦科技
大學

對交換學生、雙聯合約進行討
教授



Prof. Gilles Lerondel

論，本校將由工學院先與該校
進行合作，落實兩校實質合作
關係。

11/28

美國加州大學洛

名譽博

杉磯分校

士



Prof. Asad A. Mad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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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頒授名譽博士，來訪期
間與工學院及電機學院洽談合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作。
訪賓團來校訪視本校教授與美

美國國
11/29

105 年「華美軍備
交流合作會議」

防部眾

美國國防部代表: Mr. Marlan

軍方合作計畫成果，藉此機會

多單位

Macklin

本校將介紹美方其他領域之合

與我國

國防部代表: 張承德上校副處長

作機會。此會議由校長主持，
研發處主辦、國際處協助。

防部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校內6個網頁於105年11月9日遭駭客置換，經資訊中心協助調查後發現這些網站(頁)
疑似應用程式(Wordpress/Joomla)未即時更新，使得以透過SQL injection 等方式入
侵。資訊中心已於第一時間協助復原，並提高加強全校資安管控，提升防火牆
anti-spyware及Vulnerability Protection severity偵測嚴謹度，設定由防火牆主動
進行阻擋動作，減少非必要之連線。並請各單位加強網頁安全管理，所屬網管人員請
務必落實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即時更新。
（二）網路與授權軟體使用費依105年10月7日105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決議，將於106年1月1
日開始收取，原則上計畫完成校內程序後即予預扣款項，但若計畫未核定管理費或業
務費不足的狀況，皆不收取該項費用。
（三）今年度本校程式競賽校隊參加教育部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榮獲應用軟體組第
一名及程式設計組第二名一隊、第三名三隊、佳作兩隊；另參加ACM-ICPC國際大學生
程式設計競賽亞洲區台灣站，校排名第六、台灣區第二，僅次於台大。
九、人事室報告：
（一）有關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兼職宣導事項：
1.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
課或兼職。」
2.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應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
時，並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3.經報學校核准教師得於下列公司兼職：
(1)未兼行政職務教師：
①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營利事業之獨立董事。
②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監察人。
③新創公司董事。
④生技新藥公司之研發諮詢委員、顧問。
⑤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創辦人、董事、科技諮詢委員。
(2)兼行政職務教師：
①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監察人。
②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創辦人、董事、科技諮詢委員。
4.教育部101年7月13日臺人（一）字第1010088736B號函略以：「依教育部9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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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陸字第0980203497號函規定：『現行與大陸地區公立學校交流政策，關於『研究、
教學人員交流』部分僅限於一般交流常態之短期客座講學，請勿涉及聘任我方人員擔
任教職或研究職務事宜。』，現行並未同意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得赴大陸地區學校兼
職…。」
(二) 有關本校教研人員聘任起聘日宣導事項：
1.重申本校為落實各類教研人員聘任作業，提聘單位應依程序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以校教評會通過之日始得起聘；起聘日如為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日之後，則以提聘
單位指定之日起聘。為確保是類人員權益，請用人單位務必於起聘日前完成教評會審
議作業。
2.本校教評會重要決議摘要：
(1)99 年 4 月 14 日 98 學年度第 8 次校教評會決議：
「提聘講座教授單位指定之起聘日，
如為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日之前，則以校教評會通過之日起聘；如為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日之後，則以提聘單位指定之日起聘。」
(2)101 年 5 月 2 日 100 學年度第 9 次校教評會決議：「日後如有開學後始簽請聘任兼
任教師情事，請先以代課方式處理，嗣依程序提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再聘為兼任教師。」
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為加強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本校 105 年 11 月 1 日 105 學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鑒於本校性別平等相關性騷擾申訴案日益增多，
顯現本校友善性別平等校園環境仍有待加強，將規劃相關線上課程，未來將要求本校教
職員工生及主管，於新進或新上任時皆應完成相關之性別平等線上課程，並持續每 2 年
自行線上學習。本案後續請人事室、學務處、教務處協助辦理相關課程規劃及法規擬定
事宜。
十一、策略發展辦公室報告：
（一）有關本校與竹科管理局合作之產學訓協會，12 月活動如下，歡迎大家踴躍參加與支持：
1.10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09：00-12：00 於新竹縣竹北生物醫學園區舉辦 FinTech 技
術論壇。
2.105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3：30-17：00 於本校電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產官學研交
流媒合平台啟動大會。
（二）發起人資料如附，內政部要求有部分親簽資料，請協助完成。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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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及
附表修正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 明：
一、為提升延攬國內外人才及留住教學、研究、產學合作人才等效益，改進彈性薪資核
給機制，修正管理學院彈性薪資審議細則第五條及附表，經 105 年 10 月 27 日管理
學院 105 學年第 1 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相關紀錄請參閱附件五（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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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二、本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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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及
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六（P25-32）。
議：通過。

案由二：本校「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第六點修正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茲因考量食品路招待所申請續住人數過多，造成傑出人才及新進教師申請不易之現
象，故於103年4月11日行政會議修訂旨揭要點，增訂借住期滿不得申請延長續住之
限制。惟前次修法後，造成延攬來臺傑出外國籍之有家眷教師、已獲配職務宿舍尚
待搬遷、任教期限不足1年但住期將屆依規須遷出、或有其他特殊因素，須暫時繼續
借住食品路招待所之教師，受限於不得申請續住之規定，面臨強制遷出之窘境，實
有違食品路招待所優先提供予傑出學人及新進教師為之美意。
二、食品路招待所共19間，目前保留供本校延攬傑出人才戶數為2戶、騰空整修4戶、106
年將屆借住期限7戶，合計13戶，占總戶數19戶之68％。若不得申請續住，恐造成大
量空置。且住戶遷出後之騰空檢修費每戶約需10萬元，加上檢修及清潔期間收益減
少之狀況（家庭房1萬5,000元/月/戶），對整體營運將產生極大影響。
三、綜上考量，食品路招待所規劃作為傑出人才及新進教師優先借用有其必要性，為滿
足教師安居之需求，並兼顧提升招待所收益考量，擬刪除本要點第6點對於食品路招
待所不得申請延長續住之限制，回歸適用特殊需求得簽請校長核准後續借之規定。
四、本校「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七
（P33-35）。
五、本要點修正通過後，食品路招待所除優先保留供本校延攬傑出人才之戶數外，餘依
新進教師優先之原則，採簽案核准後入住之方式，以利配合教師之住宿需求。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新增本校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外國籍），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依本校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第八條規定略以，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定，
自請退休時，或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均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前項所依據之法條係以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主，然該法
條適用對象並不包含外國籍人士，為保障外國籍同仁權益，爰以現行約用人員勞動
契約書為範本，參酌「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修改是類人員於本
校在職時提繳儲金之方式，使其能於本校離職並辦妥離職手續時可提領。
二、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契約書請參閱附件八（P36-39）。
決 議：通過。
案由四：臺中市政府擬於 105 年 12 月 25 日至 107 年 12 月 24 日止續借調本校土木工程學系
黃玉霖教授擔任建設局局長職務，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 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
「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為四年，必要時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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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借調單位之限制。前項借調如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借調期間
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借調四年期滿或累計滿四年歸建二年後，始得再
行借調，如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營營利事業機構因業務需要借
調者，不在此限；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年。」
二、 依同準則第 5 點規定：
「教師申請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借調申請
須經本校系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俟會議通過並經校長同
意後借調。」
三、黃師於 89 年 8 月 1 日起至 91 年 7 月 29 日止借調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擔任主任
秘書、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至 105 年 12 月 24 日止借調台中市政府擔任建設局局長職
務，總計已借調 5 年又 363 天，本借調案如獲核准，則共計借調 7 年又 363 天。
四、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土木工程系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及工學院 105 學年度院教
評會第 2 次會議審議同意黃師續借調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24
日止。
決 議：通過。
案由五：訂定本校「稽核人員稽核加給規定」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略以，學校約用人員分行政、技術及諮商三
類，…，所需職責程度暨知能條件等依本校約用人員約用標準表、約用諮商人員約
用標準表規定…。前項約用人員約用標準表、約用諮商人員約用標準表得視本校業
務需要與發展情形隨時修訂之。
二、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以提升校務基金之治理
效能，鼓勵學習與運用稽核專業能力，提升稽核品質，爰訂定稽核人員之稽核加給
支給規定，本案業經本校 105 學年度職員評審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
三、本校「稽核人員稽核加給規定」草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參閱附件九（P40-44）。
決 議：第三點｢考核方式第 1-4 級之稽核加給，申請人應提供書面資料提職員評審委員會審
議。｣修正為｢考核方式第 1-4 級之稽核加給申請案或調降稽核加給案應提職員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通過。
案由六：擬 106 學年度學士班陸生招生規劃，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103 學年度起國立大學可以招收學士班陸生，每校 5 名，當年院長們商談後請管理
學院統一運用，由資財系(兩組) 與運管系招生。
二、學士班陸生雖然名額少，但集中於同一學院不利於其他學院拓展大陸交流。經協調，
104 學年度起移撥給電子系與電機系各 1 名學士班陸生。
三、考量各學院拓展大陸交流之必要，106 學年度 5 名學士班陸生名額分配擬調整為分
配電機、工、資訊、理、管理等 5 學院(學士班人數較多學院)各 1 名，招生學系由
各院自行協調，考量招生持續性建議避免每年更換招生學系，若有學院放棄，依序
徵詢生科、客家、人社等學院。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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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本校「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修正計畫書」及新訂「教學單位之增
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為使博士班培育能適度且彈性反映國家社會人才需求，及維持我國高等教育博士班
之品質，教育部推動「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授權頂尖大學透過自
我課責機制，得自主審查博士班之增設及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
二、學校自審條件包含:完整的博士生培育計畫、博士生分流輔導計畫及博士生畢業追踪
等 3 大重點，並分為博士班培育自我課責機制，及博士班增設/調整案校內審查機制
等 2 個面向。
三、本校於 105 年 8 月教務處在行政會議報告後申請該試辦計畫，經教育部召開審議會
後以 105 年 11 月 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50153112D 號函同意本校試辦增設調整博士
班案(附件十，P45-50)，依函示應於文到後 1 個月內報送修正計畫書。
四、本校「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修正計畫書」包含自訂本校博士班增
設、調整自我審查機制及自我課責機制，並訂定博士班審查自我課責之共同規範及
要求，詳如另附件。
五、依前述試辦增設調整博士班案，訂定本校「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
核標準及作業辦法」全文及逐條說明如附件十一（P51-56）
，參照其他大學類似規範，
本辦法適用於全校各學制，非僅限博士班。
決 議：
一、本校「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修正計畫書」通過。
二、本校「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授權教務處以適
用博士班為限並依與會主管意見修正。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 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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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506
1051104

2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主席報告四：頂尖大學計畫將結束，後
續係以轉銜未來的深耕計畫為主，各項
研究補助將逐步減少，未來政策將朝向
引導跨領域學習之教育平台設計且避免
學生過早受限於學系之專業分流，故本
校未來應以學院為核心作為研究教學招
生之規劃主軸，整合各系所資源進行跨
領域、跨學院之研究教學。目前除電機
學院及生科學院已經教育部核定試辦｢
以學院為核心教學｣計畫外，理學院及工
學院亦應積極申辦。此外，｢設計｣是一
個很好的主題，因｢設計｣必然是多面向
跨領域學習的成果，故各院可朝｢設計｣
方向規劃相關研究教學方案。

理學院
工學院

主席報告五：各大樓館舍，尤其是中正
堂或資訊館等經常辦理大型活動或典禮
等場所之洗手間應備有擦手紙或烘手機
供使用，並應請相關人員隨時注意是否
常態性供應。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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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情
形
理學院：目前已設立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主修 理學院
內容橫跨物理、數學、化學及生物等。未來將視教育 工學院
續執行
部的政策，理學院可擴大規劃。
工學院：本院曾於 105 年 8 月 11 日工學院第 2 次院
主管會議提出討論本案，決議暫不提申請。本院擬再
提下次院主管會議研議本案。
執行狀況

1.有關主席指示外賓常訪場所盥洗室之乾手設備應
已結案
隨時注意維持乙案，已通知各負責之館舍（圖書
館、事務組、資訊中心及藝文中心等），加強巡
查及維護相關設施。
2.本案彙整辦理情形如下：中正堂貴賓室、資訊館國
際會議廳之擦手紙架已裝設完成；圖書館 B1 會議

廳及 8 樓盥洗室乾手設備已修復及完成備置；活
動中心演藝廳演員休息室盥洗室加強補充擦手
紙。
3.外賓常訪場所盥洗室之乾手設備備置調查及改善
表詳如附表，本件建請解除列管。
3

主席報告七：有關捐款者於館舍或開放
空間命名等細節，請策略發展辦公室參
考與會主管意見後研擬。

策略發展辦 本校訂有「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已結案
提供各主管參考，各單位如有特殊募款情況，可提行
公室
政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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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外賓常訪場所盥洗室之乾手設備備置調查及改善表

編號

館舍

管理單位

場所名稱

1

圖書館

圖書館

8F 盥洗室

2

圖書館

圖書館

3

中正堂

事務組

4

中正堂

事務組

國際會議廳
B1 盥洗室
大禮堂貴賓
室
1 樓盥洗室

5

資訊館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國際會議廳
2F 盥洗室

藝文中心

演藝廳
演員休息室
B1 盥洗室

6

活動中
心
演藝廳

現況
擦手紙
烘手機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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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說明

改善情形

女廁烘手機故障

管理單位業於 105 年 11 月
8 日修復完畢。
有擦手紙架，於活動時補 加強於活動前補充擦手
充
紙。
擦手紙架較小，規劃裝設 已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完
新紙盒
成裝設擦手紙架。
已有烘手機
擦手紙架老舊，規劃裝設 管理單位已聯繫廠商於
新紙盒
105 年 11 月 16 日完成裝設
新擦手紙架。
有擦手紙架，未及時補充 管理單位已於 105 年 11 月
擦手紙
8 日完成補充擦手紙，日後
將加強巡視於活動前補
充。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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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交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修正草案）
八十八年六月十日八十七學年度第十五次行政會議通過
九十五年六月二日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十三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七年六月六日九十六學年度第十八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0 四年五月七日一 0 三學年度第一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0 四年五月十五日一 0 三學年度第二十七次行政會議報告
一 0 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一 0 五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 主旨：本校為獎勵學生在學期間，表現傑出為校爭光者，特設立「國立交
通大學學生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頒授對象：本校應屆畢業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
三、 甄選資格：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於下列各類別中表現傑出， 經相關業務
單位推薦者。
(一) 體育類：在校期間參加校代表隊，並代表本校參加校際性比賽，榮獲
佳績為校爭光，經體育室推薦者。
(二) 才藝類：在校期間代表本校參加校際性競賽，成績優異為校爭光，
經課外組或其所屬單位推薦者。
(三) 服務類：在校期間積極參與全校性事務工作，或舉辦、領導重要活
動等，任勞任怨，著有績效，或參與公共事務、社會服務等，為校
爭光，事蹟卓著，經相關單位推薦者。
(四) 綜合類：未能歸入以上三類，但其優良事蹟足為交大之光者。由各
院審核推薦，至多一名。
學術類傑出表現者校內另有推薦表揚管道，不列入本辦法推薦甄選對象。
四、 審查程序：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推派一位教師代表組成審查
小組，並就推薦個案從嚴審查，獲獎人數上限以每屆畢業生總人數之 1%
為原則。
五、 獎勵辦法：獲選為表現傑出獎得主，於該年畢業典禮公開頒獎，以示獎勵。
六、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送行政會議報告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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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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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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日 期：10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胡均立院長
出 席：
【管
院】王耀德副院長、邱裕鈞副院長、巫木誠副院長、戴天時副院長
【系所主管】王耀德主任、邱裕鈞主任、彭文理主任、戴天時主任、
唐瓔璋所長、黃仕斌所長
【系所代表】張家齊老師、黃瓊誼老師(王耀德代)、李榮貴老師(唐麗英代)、
劉復華老師、黃寬丞老師、陳穆臻老師、吳宗修老師、黃興進老師、
李永銘老師、葉銀華老師、梁婉麗老師、林介鵬老師、林士平老師
記錄：徐若嵐、陳杏雯、楊珍珍
甲 、 報 告 事 項 (略 )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二、四、五、六 (略 )
提案三：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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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104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有關「『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延攬及 留住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細則』附表之內容將於下 次院務會議再行審
議」一事，已於105年8月17日由戴副院長主持召開 討論會，會中建議增訂鼓勵教
師校內外服務、創意教學、將學術理論應用至實務等表現，申請專利技轉等以及
相關計點方式納入本細則。
二、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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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條文如附件四。
決 議：
一、「國立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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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案，經在場17位代表舉手表決結果，同意通過(15票 同意、0票不同意)，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乙。
二、唐麗英代表提及附表壹：教學得分與得點計算表中「教學評鑑平均分數3.0(含)以
上」，建議得再討論上限及權重計算。本案建請戴副院長另召開討論會議。
丁、臨時動議：無
戊、散
會：P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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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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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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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比重由學院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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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產學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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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表現及其他校內外服務表
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優秀人才量化
評分及審議方式由學院另訂之。

現行規定
第五條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評估標 1.
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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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比重由學院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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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表現及其他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優秀人才量化
評分及審議方式由學院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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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校建議加入產學計畫
鼓勵教師校外服務表現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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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教師評量附表」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1. 壹：教學得分與得點計算表
修正計點註明內容
現行計點註明內容
註七：推動其他校內外創意教學事項

說明
1. 本註為新增

由系、所教評會推薦，經院教評會議

2.

通過者，每年可加 5~10 點。

增加教學得分之彈性空
間

註八：教師的教學得分計算＝

註七：教師的教學得分計算＝

教師受評量期間內的教學得點總數
受評量期間的約當年數
x5

教師受評量期間內的教學得點總數
受評量期間的約當年數
x5

3.

鼓勵教師創意教學表現

1.

配合註七增訂，註次調
整

2.

修正「受評量期間」為
「受評期間」

2. 貳：研究得分與得點計算表
修正計點註明內容
現行計點註明內容
說明
註九：接受非科技部(國科會)計畫(有 註九：接受非科技部(國科會)計畫(有 增設每年上限點數
本校計畫經費代號)每 10 萬加 1 點(主 本校計畫經費代號)每 10 萬加 1 點(主
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自

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自

行決定得點比率)，每年最高 30 點為 行決定得點比率)。
上限。
註十：註二至註八著作若非單一作者 註十：註二至註八共同作者依本院升 補充計點方式
時，其點數採計標準如下：

等評審辦法之權重計算。

1.與申請升等教師共同發表之學生
作者不列入作者數。
2.若有 N 個作者，排序第 K 位作者得
點佔該論文得點數之
(N-K+1)/(1+2+3…+N)]*100%。
註十一：已領證專利，每一件 2 點，

1.

本註為新增

若有多位專利權人則均分點數，每年

2.

鼓勵申請專利，將學術

最高 30 點為上限。

理論應用到實務

註十二：技轉之合約金額每 5 萬加 1

1.

本註為新增

點，每年最高 30 點為上限(年度依合

2.

鼓勵申請技轉，將學術

約生效日為依準)。

理論應用到實務

註十三：教師的研究得分計算＝

註十一：教師的研究得分計算＝

教師受評量期間內的研究得點總數
受評量期間的約當年數
x5

教師受評量期間內的研究得點總數
受評量期間的約當年數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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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註十一、十二增
訂，註次調整

2.

修正「受評量期間」為
「受評期間」

3. 參：服務得分與得點計算表
修正計點註明內容
現行計點註明內容
說明
註九：推動 AACSB 業務或國際化相關 註九：推動國際化相關活動經院長同 1. 鼓勵教師推動 AACSB 業
活動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最高每年 意者，每年 10 點。
10 點為上限。

務
2.

修改計點方式

3.

增設每年上限點數

註十一：推動其他校內外服務事項由 註十一：推動其他重大服務事項會經 1.

鼓勵教師校外服務表現

系、所教評會推薦，經院教評會議通 院教評會議通過者可加 5~10 點。

補充計點方式

2.

過者，最高每年 10 點為上限。
註十二：其他服務事項經系、所教評 刪訂註十二
會通過後，可推薦 10 點以內點數，
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可加其點數。
註十二：教師的服務得分計算＝

註十三：教師的服務得分計算＝

教師受評量期間內的服務得點總數
受評量期間的約當年數
x5

教師受評量期間內的服務得點總數
受評量期間的約當年數
x5

27

1.

配合註十二刪訂，註次
調整

2.

修正「受評量期間」為
「受評期間」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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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11 九十九學年度第八次院務會議 訂定
100.5.13 九十九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 通過
(修訂第四、五、九條條文)100.5.18 九十九學年度第九次院務會議 修訂
100.5.20 九十九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 通過
103.3.5 一Ｏ二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 修訂
105.4.28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 修訂
105.6.21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5.8.12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通過
105.10.27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5 年 12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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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大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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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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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本校提供格式，評分比重由學院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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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金額或產學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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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表現及其他校內外
服務表現等。
教學、研究、服務三類優秀人才量化評分及審議方式由學院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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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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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九、本學院現職及新聘專任教研人員均得依本學院規定提供績效成果表現資料，申請「教學類」及「服
務類」績優教研人員由系所彙整後，向本學院提出申請，申請「研究類」績優教研人員需依本細
則附表之評點規則，依計點點數提出系所前 30%（四捨五入）之人數，向本學院提出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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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之排序清單推薦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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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給彈性薪資或獎勵金。
十二、申請者如不服審議結果，得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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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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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
細則教師評量附表
姓名：
壹：教學得分與得點計算表

系所：

職稱：
推動其他校內外

項

目

授課時數(A)

教學評鑑平均分數 教學評鑑權重(B)

教學年度得點(A)*(B)

創意教學事項
(院評會認定)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教學獎
合 計

註一：授課時數(係指實際授課且經加權後之時數，不含指導學生及計畫數等)之計算依照學
校相關規定。
註二：教學評鑑平均分數 = (（課程 1 授課學分數*課程 1 評鑑分數）＋
       

（課程 2 授課學分數*課程 2 評鑑分數）+ … +
（課程 n 授課學分數*課程 n 評鑑分數）) / 評鑑課程總學分數

註三：教學評鑑平均分數在 3.0（含）以上，教學評鑑權重為 1.0；
教學評鑑平均分數在 2.5（含）與 3.0（不含）之間，教學評鑑權重為 0.9；
教學評鑑平均分數在 2.0（含）與 2.5（不含）之間，權重為 0.7；
教學評鑑平均分數在 2.0（不含）以下，教學評鑑權重為 0.5。
未作教學評鑑之課程(修課人數過少時)，教學評鑑權重為 1.0。
註四：在職進修老師，經校同意進修期間減授課程時數，計算年度得點時可依減授時數比例
放大。
註五：講師計算授課時數以實際授課時數計算；助理教授與副教授，計算授課時數以實際授
課時數計算除以 0.9；教授與依據本校新進教師輔導辦法規定得減免鐘點時數之新進助
理教授，計算授課時數以實際授課時數計算除以 0.8。(以講師每週 10 小時為基準放大
鐘點數)。
註六：曾獲本校傑出教學獎每一次得 30 點，優良教學獎每一次得 10 點。
註七：推動其他校內外創意教學事項由系、所教評會推薦，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可加 5~10
點。
x5

註八：教師的教學得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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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得分與得點計算表（請檢附著作目錄）
項目

科技部(國

SCI/SSCI 論文數

TSSCI

國際期刊與 其他中文 國際研討 國內研討 國內外

科會)計畫 1.0 以下 1.0 以上 論文數 專書論文

非科技 專利 技轉

期刊論文 會論文數 會論文數 書籍冊數 部計畫

研究年
度得點

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計

註一：主持一本校科技部(國科會)計畫 15 點(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自行決定得點
比率)。
註二：SCI/SSCI 論文，影響指標 1.0 以上者每一篇 30 點，未達 1.0 者每一篇 20 點。影響指標取
五年內最高者。
註三：TSSCI 每一篇 20 點。
註四：其他國際期刊和專書論文每篇 10 點。
註五：其他中文期刊論文，每一篇 5 點。
註六：國際研討會論文，每一篇 5 點。
註七：國內研討會論文，每一篇 2 點。
註八：出版國內外書籍每本 20 點。
註九：接受非科技部(國科會)計畫(有本校計畫經費代號)每 10 萬加 1 點(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或
協同主持人自行決定得點比率) ，每年最高 30 點為上限。
註十：註二至註八著作若非單一作者時，其點數採計標準如下：
1.與申請升等教師共同發表之學生作者不列入作者數。
2.若有 N 個作者，排序第 K 位作者得點佔該論文得點數之(N-K+1)/(1+2+3…+N)]*100%。
註十一：已領證專利，每一件 2 點，若有多位專利權人則均分點數，每年最高 30 點為上限。
註十二：技轉之合約金額每 5 萬加 1 點，每年最高 30 點為上限(年度依合約生效日為依準)。
x5

註十三：教師的研究得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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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得分與得點計算表（請檢附參加委員會名稱與起迄時間）
項目

擔任導師 獲選績 兼任系 兼任副院 參加院 參加校 院共同 院管理 推動AACSB 協助辦
優導師 所行政 長、國際 級或系 級委員 必修課 基礎課 業務或國際化 理國際
主管 事務辦公 所級委 會數 程數 程數 活動 (院評會 研討會
(院評會
室主任、 員會數
認定)
認定)
AACSB
執行秘書
、專班組長

其他校內外
重大服務
事項
(院評會
認定)

其他服
務事項
(系所教
評會認
定)

服務年
度得點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計
註一：擔任導師，該學年得 5 點。
註二：獲選績優導師，該學年另加 20 點。
註三：兼任校內系所行政主管(或經院教評會審核認可之領域召集人) ，每一學年得 30 點。
註四：副院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辦公室主任、AACSB 執行秘書、專班各組組長，每一學年得 20
點。
註五：參加院級或系所各級委員會，每一委員會每一學年得 5 點。每一學年以 10 點為上限。
註六：參加校級委員會，每一委員每一學年得 5 點。
註七：共同必修課程每一門課 10 點，每年最高 20 點為上限。
註八：院管理基礎課程，每一門課 5 點，每年最高 10 點為上限。
註九：推動 AACSB 業務或國際化相關活動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最高每年 10 點為上限。
註十：協助辦理國際研討會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可加 5~10 點。
註十一：推動其他校內外服務事項由系、所教評會推薦，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最高每年 10 點
為上限。
x5

註十二：教師的服務得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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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
第六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說

明

六、
長期借住期限
食品路招待所規劃作為傑出人
六、
長期借住期限
（一）具備「國立交通大學講 （一）具備「國立交通大學講 才及新進教師優先借用有其必
座設置辦法」第二條資
座設置辦法」第二條資 要性，為滿足教師安居之需求
格之講座教授、客座教
格之講座教授、客座教 並兼顧提升招待所收益考量，
師，其住宿期限得配合
師，其住宿期限得配合 爰刪除對於食品路招待所不得
敦聘期限續住，惟最長
敦聘期限續住，惟最長 申請延長續住之規定。
以六年為限。如講座教
以六年為限。如講座教
授、客座教師獲聘為專
授、客座教師獲聘為專
任教師後，其住宿期限
任教師後，其住宿期限
依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依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並追溯自其入住招待所
並追溯自其入住招待所
之日起算，如已超過住
之日起算，如已超過住
宿期限者，應於半年內
宿期限者，應於半年內
遷出。
遷出。
（二）專任教師、專簽簽請核 （二）專任教師、專簽簽請核
准者，住宿期限以核准
准者，住宿期限以核准
簽案為原則，惟最長以
簽案為原則，惟最長以
三年為限。
三年為限。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以一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以一
年為原則，最長以二年
年為原則，最長以二年
為限。
為限。
前項人員，借住期限屆滿，如 前項人員，借住期限屆滿，如
有特殊需求申請延長者，應敘 有特殊需求申請延長者，應敘
明特殊理由簽請校長核准後 明特殊理由簽請校長核准後借
借住。
住。借住食品路招待所者，期
限屆滿不得申請延長，惟第一
項第一款人員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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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
87 年 5 月 1 日第 341 次行政主管會報訂定
88 年 6 月 25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6 月 22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6 月 29 日第 3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4 月 11 日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12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便於招待所之借住管理完善，依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之收支管理辦法第五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管理單位為總務處保管組。
三、本招待所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一）依「國立交通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延攬來校之講座教授、依國科會相關要點
延攬來校之學者，或本校聘任之客座教師、傑出學人。
（二）來本校從事學術交流之學者及其眷屬。
（三）本校所舉辦活動之參與者及其眷屬。
（四）本校教職員工及其眷屬。
（五）本校學生、校友及其眷屬。
（六）其他（須經總務長核准者）。
四、使用者付費原則
（一）各招待所不得申請免費借住，借住費用由借住者或相關單位負擔。
（二）為禮遇具國際學術地位崇高之知名學者，經簽奉校長核准，不受前項限制，得申請
免費借住招待所，惟免費範圍以每月或每日管理費為限。
（三）如有重大傷亡之事件，且有就近照顧之必要者，得簽陳校長專案考量。
五、借住原則
（一）借住者不得有轉借情事發生。
（二）第二招待所，以短期借住為限。本校校友、學生及其眷屬以借住第二招待所為原則。
（三）第三招待所，以供第三點第一項第一、二款資格者借住為原則
（四）食品路招待所，以供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資格者及新進教師為優先。
六、長期借住期限
（一）具備「國立交通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資格之講座教授、客座教師，其住宿期
限得配合敦聘期限續住，惟最長以六年為限。如講座教授、客座教師獲聘為專任教
師後，其住宿期限依專任教師規定辦理，並追溯自其入住招待所之日起算，如已超
過住宿期限者，應於半年內遷出。
（二）專任教師、專簽簽請核准者，住宿期限以核准簽案為原則，惟最長以三年為限。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以一年為原則，最長以二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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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借住期限屆滿，如有特殊需求申請延長者，應敘明特殊理由簽請校長核准後借
住。
七、借住申請
（一）短期借住：
採電話預約方式受理。預約後，個人應於住宿前三天、團體應於七天前向管理單位
確認；確認後，再辦理書面借住手續。若未確認者，管理單位有權取消預約借住。
（二）長期借住：
1.以供符合第三點第一、二款資格者借住使用為原則，非屬前揭資格者，須專簽簽請
校長核准後方可申請借用。
2.申請單位應檢附申請者聘書影本、個人資料等證件，以簽呈提出。若招待所空位不
足，依第三點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安排入住，若排序相同者，則以申請先後為準。
八、長期借住須知
（一）為確保所借用之配備與用具之正常使用與保護，借住者需簽立切結書。
（二）借住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如水、電、瓦斯、電話費及寢具清洗費等，均由借住者自行
負擔，並由出納組自每月薪俸內扣除或自行繳納。
（三）借住者須負責室內一切清潔工作以及各項傢俱必要維護。設備如因正常使用而致損
壞，可提報本校檢修。
（四）借住者逾期不遷出者，由本校催遷；必要時可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收回，日後並
不得再行借用本招待所。
九、短期借住須知
（一）短期借住不必另付水電瓦斯費。
（二）短期住宿連續累計達十四間次，其住宿費用按收費標準打九折核計。
（三）短期住宿連續累計達二十八間次，其住宿費用按收費標準打八折核計。
十、退宿及其他須知
（一）退宿或遷出時，請於住宿期滿當天上午十一點以前，將鑰匙置於鑰匙箱、房間或交
回管理員，否則視為續住。
（二）招待所借住者負有保管鑰匙之責任，如該鑰匙遺失則須繳交換鎖匙之工本費一千元。
（三）借住者如持有貴重物品，請自行妥為保管，本招待所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四）如經發現借住者確有違反借住相關規定之行為時，管理單位可立即取消其借住權利
並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五）借用期滿，招待所管理員點收所有配備時，若有不正常之損毀，照價賠償。
十一、本招待所收費標準如附表。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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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外國籍)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離職儲金：

八、

乙方於進用後依規定需辦理離

八、

現行規定
退休金提繳及退休：

（一）

甲方依勞工退休金條

職儲金，每月按月支報酬提撥

例第 14 條規定，依乙方

離職儲金，其中乙方報酬的百

每月工資(勞工退休金月

分之六於乙方每月報酬中扣繳

提繳工資分級表)6%提繳

作為自提儲金，另乙方報酬的

至退休金專戶，乙方得在

百分之六由相關經費中扣繳作

其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

為公提儲金，於離職且辦妥離

願提繳至退休金專戶。乙

職手續後發給。約用人員離職

方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

儲金之提存、提領，依規定辦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

理。

中全數扣除。
（二）

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
第 53 條規定，自請退休
時，或甲方依勞動基準法
第 54 條規定，強制乙方
退休時，均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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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外國籍人士
於本校投保之方
式。原契約訂定為
勞工退休提繳，於
退休時領取，惟外
國籍人士不適用
勞工退休金條
例，故修正為離職
儲金。

國立交通大學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外國籍）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
行：
（以下簡稱乙方）

一、

契約期間：
甲方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進時，應先經試用，試用期以 3 個月（自

日止，僱用乙方為
年

月

日至

。乙方於新

年

月

日）為原則。

試用期滿經成績考核合格者，依規定正式聘僱；不合格者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動基準
法第十六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二、

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從事
等有關工作及其他交

辦事項。
三、
工作地點：
乙方提供勞務之工作地點為：□光復校區 □博愛校區 □台北校區 □台南校區 □竹北
校區。
四、

工作時間：

（一）

乙方正常工作時間依甲方規定辦理，正常工作時間每日為 8 小時，每週工作時
數 40 小時（均不含中午累積為寒暑休之延長工作時間）
，但甲方得視業務需要採輪
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例假、休假(紀念日)、特
別休假而照常工作者，工資加倍發給；事後並給予適當之補假休息。

（三）

甲方如因經費受限或業務需要，須乙方延長工作時間時，乙方同意以補休假方
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五、

請假、例假、休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如給假一覽表)
乙方同意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勞工請假規則及甲方相關規定辦理。
乙方同意特別休假在不影響業務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後實施，並於學年度內休畢，甲方不
另支給未休日數之工資。
勞動節依甲方視業務情形，調移於 6 個月內至其他工作日放假。

六、

工資：
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

薪點）
，於每月 5 日前（遇例假日順延）一次發

放當月之工資，且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七、

契約終止與資遣：
乙方於聘僱期間連續曠職達 3 日或 1 個月內累積曠職達 6 日者，或扣全日工資之日數逾
僱用期間 1/12 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甲方依法資遣乙方或終止本契約時，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本校工作規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又違反本契約第十四點迴避進用規定而進用者，甲方得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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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離職儲金：
乙方於進用後依規定需辦理離職儲金，每月按月支報酬提撥離職儲金，其中乙方報酬的
百分之六於乙方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乙方報酬的百分之六由相關經費中扣
繳作為公提儲金，於離職且辦妥離職手續後發給。約用人員離職儲金之提存、提領，依
規定辦理。

九、

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十、

福利：
甲、
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規，將乙方納入勞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對象。
乙、
乙方在本契約有效期間之各項福利，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考核及獎懲：
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理。
十二、 服務與紀律：
甲、
乙方應遵守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
極從事工作。
乙、
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上、技術上之秘密及個人資料，不得洩漏，退休或離
職後亦同。
丙、
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丁、
乙方於工作時間內，對於甲方所交付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事項，不得拒絕。
戊、
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不得擅離工作崗位。
己、
乙方應參加甲方舉辦之各種研習、訓練及集會。
十三、 安全衛生：甲乙雙方應遵守勞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十四、 迴避進用：
甲、乙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
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
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
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附具結書)
十五、 乙方約用年齡最高至 65 歲止，生日之前 1 日為服務最終日，翌日屆齡應退休。
十六、 乙方於執行職務時，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專業倫理，確實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7 條及第 8 條之規定，並不得觸犯刑法第 227 條之規定。
十七、 乙方辦理事務時應維持中立，並依據法令忠實執行職務。
十八、 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僱用受雇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
依甲方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九、 法令及團體協約之補充效力：
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團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相違背時，依團體協約或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二十、本契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修訂之。
二十一、本契約書 1 式 3 份，雙方各執 1 份，餘由甲方分別轉存。
立契約書人：
甲 方：國立交通大學
代表人：
地 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蓋章）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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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單位主管：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簽名蓋章）
（簽名蓋章）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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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稽核人員稽核加給規定」
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以提升校
務基金之治理效能，鼓勵學習與運用稽核專業能力，提升稽核品質，
訂定稽核人員之稽核加給支給規定。

立法目的。

一、稽核加給共分4級，各級數相對應之職責程度及申請要件如下表： 一、訂定支領
稽核加給人
級
稽核加
員應有之職
職責程度
申請要件
數
給分級
責程度及申
在重點或一般
1、具優良之專業稽核知識，可全面性規 稽核加
請條件。
監督下，運用專 劃並統籌執行全校性專案業務，並有優秀 給分
二、為延攬留
7000 一
業之學識經驗
之貢獻證明。
住特殊傑出
級
獨立判斷、處理 2、具有優良之溝通協調能力。
稽核專業人
4 各項專業事務。 3、曾擔任上市上櫃公司稽核主管 1 年以
才，另規定具
級 規劃及統籌執
上工作經歷，且於本校擔任稽核人員滿 3
特殊貢獻績
行全校性專案
年以上，考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
效者，不受服
業務。
已達最高薪者) ，具與業務相關專業證照
務年資限
運用專業稽核
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2 年內無
制，以專案辦
知識辦理人
懲處紀錄（不得功過相抵）。
理核給稽核
事、財務、營運 1、具優良之專業稽核知識，可全面性規 稽核加
加給之審議。
及關係人交易

3
級

劃並統籌執行全校性專案業務。

事項，涉及校務 2、具有優良之溝通協調能力。
基金交易循環
3、曾擔任上市上櫃公司稽核主管 1 年以
之事後查核，現 上工作經歷，或於本校擔任稽核人員滿 6
金出納及壞帳
年以上，考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
處理之事後查

已達最高薪者) ，具與業務相關專業證照

核，現金等各項 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2 年內無
資產之稽核及
懲處紀錄（不得功過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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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分

6000 一
級

稽核加

盤點。

1、具有基本的稽核專業稽核知識、可獨

校務基金各項
業務績效目標

立工作之能力者，並需有具體專業稽核成 給分
5000 一
效可資證明。

達成度之定期

2、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級

2

評估、稽催及彙 3、曾任稽核相關工作 2 年以上，或於本
級 整報告。
校擔任稽核人員滿 3 年以上，考核為繼續

1
級

校務基金運用

僱用且晉薪 1 級(含已達最高薪者) ，具

效率與各項支

與業務相關專業證照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出效益之查核

1 年，且近 2 年內無懲處紀錄（不得功過

及評估。

相抵）。

其他專案稽核

1、具有基本的稽核專業稽核知識、可獨

事項。

立工作之能力者，並需有具體專業稽核成 給分
4000 一
效可資證明。
2、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稽核加

級

3、曾任稽核相關工作 1 年以上。

如具特殊貢獻績效者，得不受服務年資限制，以專案辦理核給稽核加
給之審議。
二、申請稽核加給相關說明
1.稽核加給之經費來源需由本校自籌經費支應。
2.申請流程：申請人填妥「國立交通大學稽核人員稽核加給申請
表」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專業證照影本或參與業務相關課程證
明、考核通知書影本）及考核資料等相關申請要件，由申請單位
確認符合申請資格後，經單位主管核可，送人事室提職員評審委
員會審議；符合要件者經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支給加給；
審議未通過則不支給。
3.稽核人員不持續提升相關稽核能力，得調整職務內容，並調降加
給級數或取消稽核加給。

訂定申請稽
核加給經費
來源、申請流
程及調整職
務加給程序。

訂定考核方
三、考核方式
第1-4級之稽核加給，申請人應提供書面資料提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 式及審查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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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稽核人員稽核加給規定(草案)
105 年 月 日 105 學年度第 次行政會議通過
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以提升校務基金之治理效
能，鼓勵學習與運用稽核專業能力，提升稽核品質，訂定稽核人員之稽核加給支給規定。
一、稽核加給共分 4 級，各級數相對應之職責程度及申請要件如下表：
級數

職責程度

申請要件

稽核加給分級

1、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專業 1、 具優良之專業稽核知識，可全面 ＊稽核加給分
之學識經驗獨立判斷、處理各項
性規劃並統籌執行全校性專案業 7000 一級
專業事務。
務，並有優秀之貢獻證明。
2、 規劃及統籌執行全校性專案業 2、 具有優良之溝通協調能力。
務。
3、 曾擔任上市上櫃公司稽核主管 1
3、 運用專業稽核知識辦理人事、財
年以上工作經歷，且於本校擔任
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
稽核人員滿 3 年以上，考核為繼
4級
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
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已達最高
核，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
薪者) ，具與業務相關專業證照
查核，現金等各項資產之稽核及
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盤點。
2 年內無懲處紀錄（不得功過相
4、 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
抵）。
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
告。
1、 具優良之專業稽核知識，可全 ＊稽核加給分
5、 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
面性規劃並統籌執行全校性專 6000 一級
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案業務。
6、 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2、 具有優良之溝通協調能力。
3、 曾擔任上市上櫃公司稽核主管
1 年以上工作經歷，或於本校
3級
擔任稽核人員滿 6 年以上，考
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
已達最高薪者) ，具與業務相
關專業證照者，得縮減考核年
資 1 年，且近 2 年內無懲處紀
錄（不得功過相抵）。

2級

1、 具有基本的稽核專業稽核知識、 ＊稽核加給分
可獨立工作之能力者，並需有具 5000 一級
體專業稽核成效可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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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職責程度

申請要件

稽核加給分級

2、 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3、 曾任稽核相關工作 2 年以上，或
於本校擔任稽核人員滿 3 年以
上，考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
(含已達最高薪者) ，具與業務相
關專業證照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2 年內無懲處紀錄（不
得功過相抵）。
1、 具有基本的稽核專業稽核知識、 ＊稽核加給分
可獨立工作之能力者，並需有具 4000 一級
1級
體專業稽核成效可資證明。
2、 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3、 曾任稽核相關工作 1 年以上。
如具特殊貢獻績效者，得不受服務年資限制，以專案辦理核給稽核加給之審議。
二、申請稽核加給相關說明
1.稽核加給之經費來源需由本校自籌經費支應。
2.申請流程：申請人填妥「國立交通大學稽核人員稽核加給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專業證照影本或參與業務相關課程證明、考核通知書影本）及考核資料等相關申請
要件，由申請單位確認符合申請資格後，經單位主管核可，送人事室提職員評審委員會
審議；符合要件者經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支給加給；審議未通過則不支給。
3.稽核人員不持續提升相關稽核能力，得調整職務內容，並調降加給級數或取消稽核加給。
三、考核方式：
第 1-4 級之稽核加給，申請人應提供書面資料提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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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稽核人員稽核加給申請表
105 年 月 日 105 學年度第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基本資料
單位

姓名

人員代號

到職日期

職稱

擬申請級數 第

現支
薪額

1. 俸 點 ： _____ 點
______________元
2. 加 給 ： _______ 元
（ ___ 年 __ 月 __ 日
起支）
3. 經 費 來 源 ：
_______________

稽核加給經費來源
二、申請要件

元

工作
項目

經費編號及名稱：

1、 具優良之專業稽核知識，可全面性規劃並統籌執行全校性專案業
務，並有優秀之貢獻證明。

第
4
級

級

人事室填寫：

2、 具有優良之溝通協調能力。

3、曾擔任上市上櫃公司稽核主管 1 年以上工作經歷，且於本校擔任稽
核人員滿 3 年以上，考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已達最高薪
者) ，具與業務相關專業證照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2 年

□符合
□不符合
理由：____________

內無懲處紀錄（不得功過相抵）
。
1、 具優良之專業稽核知識，可全面性規劃並統籌執行全校性專案業務。

第
3
級

2、 具有優良之溝通協調能力。

3、曾擔任上市上櫃公司稽核主管 1 年以上工作經歷，或於本校擔任稽
核人員滿 6 年以上，考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已達最高薪
者) ，具與業務相關專業證照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2 年

□符合
□不符合
理由：____________

內無懲處紀錄（不得功過相抵）
。
1、 具有基本的稽核專業稽核知識、可獨立工作之能力者，並需有具體

第
2
級

專業稽核成效可資證明。

□符合
□不符合
3、 曾任稽核相關工作 2 年以上，或於本校擔任稽核人員滿 3 年以上，考
理由：____________

2、 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核為繼續僱用且晉薪 1 級(含已達最高薪者) ，具與業務相關專業證

照者，得縮減考核年資 1 年，且近 2 年內無懲處紀錄（不得功過相抵）
。

第
1
級

1、 具有基本的稽核專業稽核知識、可獨立工作之能力者，並需有具體
專業稽核成效可資證明。
2、 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3、 曾任稽核相關工作 1 年以上。

單位主管

經費來源單位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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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不符合
理由：____________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附件十

45

46

47

48

49

50

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
草案逐條說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條文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彈性應用
教學資源，回應高等教育人才培育需求，確保本校
教學單位自我課責機制之品質，特訂定「國立交通
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
及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之單位，包括院、系（學士班）
、所（專
班）
、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
室之教學及研究單位。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應考慮
下列原則：
一、國際觀及前瞻性。
二、國家社會發展之需要。
三、本校中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之需要。
四、提昇本校教學品質或研究水準之需要。
五、提昇本校校務運作效率之需要。
六、本校可用之空間、人力、財力等資源之合理分
配。
七、合於校內外單位評鑑之標準，並能反應評鑑之
結果。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學院之增設：
(一)應至少有三個教學單位，包括學系、獨立
研究所、學位學程。但因學術領域特殊，
必須成立學院以利協調發展者不在此限。
(二)應充分考慮協調相關系所之同時整合，並
以學院為核心，就學院整體教師員額、課
程規劃及開設、招生名額調整、教學資源
及經費合理分配等，建立資源統整、彈性
配置及調整機制，俾使師生及學院獲得跨
領域之學習與發展。
(三)擬增設學院之各教學單位近五年之教學
績效與研究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1.師資質量標準：生師比與教師數量等應
符合教育部定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
2.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所屬教學研究單位
皆通過評鑑且無重大缺失。
3.教師評量：以全體教師評量未通過比例
不得高於近五年全校未通過百分比為
原則。
51

說明
本條明定本辦法訂定依據。

本條明定本辦法適用單位。

本條明定本校增設、變更、
合併、停辦教學單位應考慮
原則。

本條明定本校各級教學研究
單位增設及增班條件。

條文

說明

4.學術表現：各相關學門之表現應以本校
標竿學校為評估。
5.研究成果：所屬教學研究單位研究計畫
及著作成果應以本校標竿學校為評估。
二、學系、科、所、組及學位學程之增設及增班：
(一)應確實因應該領域人才培育之需求。
(二)應與本校已有教學單位之學術領域有明
顯差異，並具備學術領域之專精特色。
(三)獨立系且學士班招生為一班者，至少應有
十二位編制教師員額；系所合一且學士班
招生為一班者，至少應有十八位編制教師
員額；學士班招生每增一班，至少應增加
十二位編制教師員額；獨立所或本校組織
規程明列之組至少應有七位編制教師員
額。學位學程之增設，應於增設計畫書中
列明申請單位或共同辦理該學程各單位
之支援學程專任教師名單，其總人數及相
關生師比應符合教育部規定；所需空間、
經費、行政管理人力及招生名額等，以設
置學位學程之學院、系、所自行調配為原
則。
(四)增設碩士班或博士班除應符合本款前三
目之條件外，並應有足夠水準之師資、圖
書、儀器及設備等，且應依前款第三目之
規定提具教學績效及研究成果等佐證資
料。
三、教學單位之變更，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五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及增班，應提具計畫書，並
於計畫書中載明下列事項：
一、師資現況及延攬規劃：需要新聘或由現有教學
研究單位轉任師資者，應詳盡規劃師資人才來
源及人事隸屬等具體作法。
二、課程規劃。
三、圖書及儀器設備相關規劃。
四、空間規劃：空間之大小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及
本校一般標準。需調整或增加空間、建築及重
大設備者，應經總務處及校園規劃委員會充分
審查認定可行，並不得損害現有單位之營運。
五、應參酌最近五年內該單位或相關單位之評鑑報
告具體建議。
六、足以證明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相關規定之佐證資
料及說明。
第六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結果顯示有合併或停辦之必
要者，應由校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予以合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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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明定本校教學研究單位
增設及增辦計畫書應載明事
項規定。

本條明定本校教學研究單位
合併或停辦提出原則。

條文

說明

停辦。
教學研究單位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得敘明
具體理由，簽經所屬一級單位送校依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
第七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計畫之
提出及審議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由校長指定之單位或由相關學院依第三條之原
則及第四條之條件或第六條會商之決議，依第
五條規定提具計畫書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二、各申請案應經相關系(所)務以及院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始得送校審查。
三、教務處、總務處及研究發展處應由教務長擔任
召集人，召集副教務長、總務長、副總務長、
研發長、副研發長組成教學研究單位增設及調
整工作小組，就各管業務範圍詳加審查第七條
第一項之計畫書內容，並提出具體意見。
四、由教務處提至行政會議討論。行政會議得請提
送單位補充資料或說明，或建議提送單位修改
計畫內容。
五、行政會議審查通過者交由專案審查委員會審
查，但對教學單位之不涉及領域變更之合併及
停辦計畫，得經行政會議決定免送專案審查委
員會審查。
六、專案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推薦之校內外專家學者
（得視需要聘請業界代表）四至六人及副校長
一人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專案審查
委員會之組成，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
三以上。
七、專案審查委員會應依本審核標準審查。並得聘
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其結論並向校長提出報
告。審查時應請教務長、總務長及研發長列
席，並得請提出計畫單位主管及其推薦之教授
列席說明，或提送補充資料。必要時專案審查
委員會得赴相關單位實地訪視。
八、校長應參酌前列各款資料提出意見。
九、由教務處將計畫書、審查委員會審查報告及校
長意見提交議案送秘書室，經校務規劃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再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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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明定本校教學研究單位
增設、變更、合併、停辦申
請及審議作業程序。

本條明定本辦法實施及修正
程序。

國立交通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彈性應用教學資源，回應高等教
育人才培育需求，確保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課責機制之品質，特訂定「國
立交通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單位，包括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
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之教學及研究單位。
第三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應考慮下列原則：
一、國際觀及前瞻性。
二、國家社會發展之需要。
三、本校中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之需要。
四、提昇本校教學品質或研究水準之需要。
五、提昇本校校務運作效率之需要。
六、本校可用之空間、人力、財力等資源之合理分配。
七、合於校內外單位評鑑之標準，並能反應評鑑之結果。
第四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學院之增設：
(一)應至少有三個教學單位，包括學系、獨立研究所、學位學程。但因
學術領域特殊，必須成立學院以利協調發展者不在此限。
(二)應充分考慮協調相關系所之同時整合，並以學院為核心，就學院整
體教師員額、課程規劃及開設、招生名額調整、教學資源及經費合
理分配等，建立資源統整、彈性配置及調整機制，俾使師生及學院
獲得跨領域之學習與發展。
(三)擬增設學院之各教學單位近五年之教學績效與研究成果應符合下列
規定：
1.師資質量標準：生師比與教師數量等應符合教育部定之「專科以
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
2.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所屬教學研究單位皆通過評鑑且無重大缺
失。
3.教師評量：以全體教師評量未通過比例不得高於近五年全校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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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分比為原則。
4.學術表現：各相關學門之表現應以本校標竿學校為評估。
5.研究成果：所屬教學研究單位研究計畫及著作成果應以本校標竿
學校為評估。
二、學系、科、所、組及學位學程之增設及增班：
(一)應確實因應該領域人才培育之需求。
(二)應與本校已有教學單位之學術領域有明顯差異，並具備學術領域之專
精特色。
(三)獨立系且學士班招生為一班者，至少應有十二位編制教師員額；系所
合一且學士班招生為一班者，至少應有十八位編制教師員額；學士班
招生每增一班，至少應增加十二位編制教師員額；獨立所或本校組織
規程明列之組至少應有七位編制教師員額。學位學程之增設，應於增
設計畫書中列明申請單位或共同辦理該學程各單位之支援學程專任
教師名單，其總人數及相關生師比應符合教育部規定；所需空間、經
費、行政管理人力及招生名額等，以設置學位學程之學院、系、所自
行調配為原則。
(四)增設碩士班或博士班除應符合本款前三目之條件外，並應有足夠水準
之師資、圖書、儀器及設備等，且應依前款第三目之規定提具教學績
效及研究成果等佐證資料。
三、教學單位之變更，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五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及增班，應提具計畫書，並於計畫書中載明下列事
項：
一、師資現況及延攬規劃：需要新聘或由現有教學研究單位轉任師資者，
應詳盡規劃師資人才來源及人事隸屬等具體作法。
二、課程規劃。
三、圖書及儀器設備相關規劃。
四、空間規劃：空間之大小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及本校一般標準。需調
整或增加空間、建築及重大設備者，應經總務處及校園規劃委員會充
分審查認定可行，並不得損害現有單位之營運。
五、應參酌最近五年內該單位或相關單位之評鑑報告具體建議。
六、足以證明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相關規定之佐證資料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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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結果顯示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校長指定相
關單位會商考慮予以合併或停辦。
教學研究單位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得敘明具體理由，簽經所屬
一級單位送校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七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計畫之提出及審議作業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由校長指定之單位或由相關學院依第三條之原則及第四條之條件或
第六條會商之決議，依第五條規定提具計畫書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二、各申請案應經相關系(所)務以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送校審
查。
三、教務處、總務處及研究發展處應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召集副教務
長、總務長、副總務長、研發長、副研發長組成教學研究單位增設
及調整工作小組，就各管業務範圍詳加審查第七條第一項之計畫書
內容，並提出具體意見。
四、由教務處提至行政會議討論。行政會議得請提送單位補充資料或說
明，或建議提送單位修改計畫內容。
五、行政會議審查通過者交由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但對教學單位之不
涉及領域變更之合併及停辦計畫，得經行政會議決定免送專案審查
委員會審查。
六、專案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推薦之校內外專家學者（得視需要聘請業界
代表）四至六人及副校長一人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專案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七、專案審查委員會應依本審核標準審查。並得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
其結論並向校長提出報告。審查時應請教務長、總務長及研發長列
席，並得請提出計畫單位主管及其推薦之教授列席說明，或提送補
充資料。必要時專案審查委員會得赴相關單位實地訪視。
八、校長應參酌前列各款資料提出意見。
九、由教務處將計畫書、審查委員會審查報告及校長意見提交議案送秘
書室，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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