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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3月 9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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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翼副校長代理主持) 

出  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台南分部許根玉主任(兼光

電學院院長)、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簡美玲副教務長代

理)、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主任、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理學院陳永

富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

成德院長、生物科技學院鐘育志院長、客家文化學院張維安院長(張玉

佩副院長代理)、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曾文貴副院長代理）、科技法

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

銘館長、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坤主任(姜慶芸組長代理)、

學生代表黃孝宏同學(陳嘉文同學代理)、學生代表呂紹榕同學 

請  假：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俊勳副

校長 

列  席：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人事室任秋玲

組長、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蘇佩君小姐 

列席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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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安中心葉弘德主任 

記  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已於日前公布「107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審查結果，本校獲

得 10億元經費補助。 

二、重新塑造本校整體視覺形象之規劃，請總務長、曾成德院長協助，另

各單位如有相關建議可將意見提供予主任秘書代為轉知。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7年 2月 2日召開之 106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

業以電子郵件傳送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http://secretariat.nctu.edu.tw/meet2-1.php?meetedi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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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處報告 

(一)預計於 3月 20日及 3月 22日，舉辦跨域學程、創創工坊(NCTU-ICT

工坊)、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及創業與創新學分學程全校性聯合說

明會，惠請鼓勵學生參加。 

(二)創創工坊(NCTU-ICT工坊) 

1、為使學生了解 ICT 工坊各領域小組，開設兩門校通識課程「新興科

技導論(一)」及「新興科技導論(二)」 ，由領域小組專業教師及業

師來講授，讓學生初步認識各領域，進而引發學習興趣。經加退選

後，兩門課程選課人數共 226人。 

2、106學年度第 2學期微學分課程收件，第一梯次於 3月 15日截止。 

3、微學分 3月份課程列表： 

課程所屬領

域小組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時間 

授課

時數 

修課人

數上限 

嵌入式系統 
ARM版架構與操作

入門 
鄭雲謙 107/03/07-04/18 (三)IJK 18 15 

機器人 
機器人水上裝置藝

術 

王學誠、許倍

銜、賴雯淑 
107/03/17、03/24、03/28 18 30 

※ 目前有課程正在申請中，暫不列入 

(三)跨域學程：107學年度跨域學程預計於3月1日至4月20日期間受理申

請，已製作全校性宣傳文宣公告周知。 

(四)創業與創新學分學程：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大專校院

創業實戰學習平台，以模擬群眾募資的方式，讓學生學習從創新創

意創業啟發到市場驗證至創業實作過程，深化校園創新創業扎根。

本校由訂餐吧、Crypto‐Box、Lab 22、植物生長箱、仿生奈米科技

等五團隊參與競賽。 

(五)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本校計有15位教師提出申請，教務處已

於教育部規定期限函報及完成計畫徵件系統上傳作業，符合其作業

要點規定。 

(六)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輔系及雙主修業務於106學年度第2

學期進行試辦，四校總計有5名學生提出申請，皆通過審查，其中清

華大學2名學生申請修讀本校雙主修、陽明大學1名學生申請修讀本

校輔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預計於107學年度起正式推行跨校修讀輔

系及雙主修，屆時會再行公告辦理期程。 

(七)截至107年2月28日止，106學年度第1學期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1/2

不及格共132位，其中16位達退學規定。已於2月9日起陸續通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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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學生家長來校訪談。 

(八)二一學生輔導：106學年度第2學期二一學生輔導名單已發送給各系

主任及助理，請為名單中學生安排導師及諮商老師進行個別輔導，

且至少召開2次「二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時程建議如下(可視學系

情況微調)： 
學期週次 時間 工作項目與重點 

第 1~6 週 02/22-03/30 
第 1 次導師個別輔導： 

診斷學生學習成就低落之原因 

第 8~9 週 04/08-04/20 

第 1 次二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檢討前一學期輔導績效，並討論當學期輔導措

施 

第 10~11 週 04/23-05/04 第 2 次導師個別輔導 

第 13~14 週 05/14-05/25 諮商老師個別輔導 

第 16~17 週 06/04-06/15 
第 2 次二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綜合評估當學期輔導成效 

第 18 週 06/19-06/22 校追蹤會議（規劃中） 

107/9/21 前 
繳交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二一學生輔導工作

績效表」紙本一式 2 份至教學發展中心 

(九)百川學士學位學程：本學程107學年度新生共有2位同學因入學成績

優異獲得本校「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金竹獎」。 

(十)數位教學平台：106學年度下學期預計於2月23日、3月7日及3月14

日舉辦「編序學習應用工作坊」及3月21日舉辦行動APP教育訓練，

透過小組合作、實作模擬與學科交流的方式，將New E3操作方法及

應用途徑提供與本校師生，期望能推動更多師生善用數位學習資

源，更落實自主學習。 

(十一)出版社 

1、出版業務：二月份推出新書《管理》、《萌的宣言》。 

2、2018台北國際書展順利完成，於書展展期共舉辦三場新書發表會分

別為：《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

選集》、「喚起你的漫畫研究魂！《讀圖漫記：漫畫文學的工具與臺

灣軌跡》新書發表會」，及「人類與科技可以和平共處嗎？《科技 社

會 人3：跨領域新驛路》新書發表會」。 

(十二)教學機構專業責任保險 

1、依本校107年2月2日106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主席報告，有關本校

教育機構責任保險之規劃，請人事室邀集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

務處、主計室、科技法律學院等，就保險內容及範圍之定義，以及

校務基金自籌經費可支應保險費用之部分，召集會議研可行方案，

再依序提案至行政會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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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事室於107年2月23日，邀集本校各一級單位討論，會議決議初步

規劃投保。 

3、旨揭保險之保險人涵蓋(1)被保險教學機構、(2)被保險教學機構之

校長、合夥人、院長及顧問之自然人、(3)經被保險教學機構聘任之

相關法令所聘任之教師、(4)受僱人。 

4、承保範圍除了老師的教育專業過失、監督管理責任，還提供教育附

屬服務連帶責任(圖書館服務、課後活動、餐飲服務、警衛服務及維

修服務)、特別輔導責任(課後輔導、特殊教育)、危機管理費用、損

失防免費用、出庭費用、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不」涵蓋項目有醫

療照顧、勞檢、個資洩漏、行政倫理、專利權、營業秘密、學術倫

理等除外不保事項，承保後個案申請理賠時，請各單位於事件發生

第一時間逕自聯繫本校承保業務員，以便保險公司及時評估及協助

處理。保險簡介請參閱附件1(P.22~P.24)，詳細條款請參閱附件2#

附件2(P.25~P.27)。 

5、經洽悉本案由凱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評估一年1,000萬保額之

保費約為新台幣63萬元，該公司總經理告知第一年預計將由交大校

友以保單型式捐贈本校，後續如有理賠事件發生時，由凱基保險經

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協助處理。 

主席裁示：有關學生學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者，輔導機制

應整體考量，相關建議可提供予教務處及學生事務處參酌。 

三、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一年一度交清兩校盛事「梅竹賽」於 107 年 3月 2日(五)13 時假清

大田徑場舉行開幕儀式，連續 3 天進行十項正式賽、十一項表演賽

與友誼賽等，本次梅竹賽適逢 50週年，別具意義，停賽七年的足球

項目，及睽違多年的撞球表演賽，也於今年復賽，在梅竹籌備委員

會的努力下，比賽項目更新增飛鏢表演賽及壘球友誼賽（公開組），

交大人齊心為舉辦 50週年梅竹賽展現高昂鬥志與運動家精神，穿者

藍色梅竹紀念 T 恤壯大本校聲勢，為「戊戌梅竹賽」加油打氣! 為

了讓不能到現場的觀眾朋友，也能一同響應精彩的賽事，梅竹賽特

別和「智林體育台」合作，羽球、棒球、籃球、排球等賽事的轉播

服務更升級，官方網站也同步直播，場內場外齊心加油！經過 3 日

激烈比拼，清大以 6：4拿下總錦標，本校拿下羽球、網球、男籃、

男排 4 點、清華大學拿下桌球、棒球、女籃、棋藝、橋藝、女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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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緊接著登場的閉幕表演由啦啦隊、學生社團接力演出，隨後頒

獎典禮，宣告戊戌梅竹圓滿落幕。 

(二)2018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1、新竹市政府整合本市 5 所大學就業博覽會資源與行政資源，透過聯

合廣告行銷與新聞宣傳，提升就業博覽會資訊的效益，於 107 年 2

月 26 日(一) 10 時至 11 時舉行「勇往職前 開創未來」校園就業博

覽會活動聯合記者會，學務長出席與新竹市長共同宣傳及推廣本校

徵才活動與創新創業作為，與 5所大學代表共同點亮「職涯樹」。 

2、公司說明會：107年 3月 13日起至 3月 28日止共計辦理 57家企業

/場次。 

3、就業博覽會：活動訂於 107年 3月 10日(六)辦理，共計 220餘家企

業參與，設置 251個攤位(含文創展區)。 

4、企業參訪：本學期預計辦理 6 場-賈桃樂學習主題館、Dell、友愉

(Tomofun)、盾心科技(Umbo CV)、樂購蝦皮、智易科技。 

(三)為提升竹軒女生宿舍居住品質，住宿組已陸續完成竹軒宿舍公共空

間(含交誼廳、讀書室、廚房、會議室、洗衣房、花園)整建，目前

規劃推動竹軒全部 111間寢室(444床)床組、衣櫃、書桌、網路、電

線等更新，工作排程說明如下: 

1、預定 107 年 3 月 6 日完成竹軒傢俱招標作業，預定工期:107 年 4 月

1日至 5月 31日。 

2、107年 2月 26日晚間 18時對竹軒住宿生召開工期搬遷說明會，充分

告知同學本工程相關資訊，以維同學權益。 

3、107 年 3 月 31 日起(搬遷時間暫訂)竹軒全部同學搬至新建研三舍居

住，若研三舍北棟工期延誤無法配合進住，則竹軒同學搬遷日期順

延至本年 4月 14日。 

4、3月 31日至 4月 1日 10時至 16時住宿組租用巴士，協助竹軒同學

往返竹軒-研三舍搬遷。 

(四)107學年度在校生宿舍申請作業及研三舍申請作業已展開，其中研三

舍第一階段申請於 107年 2月 22日起至 107年 3月 1日止登記住宿

意願。相關作業流程已置放住宿服務組網頁提供查詢。 

(五)九舍頂樓防漏工程，於 107年 1月 15日進行施工，施工進度約 60%，

為維護同學住宿權利與噪音干擾，頂樓層四樓住宿同學依其需要協

調至其他宿舍住宿。 

(六)適逢本校在臺建校 60 週年，體育室於 10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19

時特辦理星光夜跑，歡迎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踴躍參加，在夜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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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下共同展現所有交大人愛校之情。學生組男學生前 600 名、女學

生前 150名跑完全程者發給紀念衫 1件，健康組(限本校教職員工及

畢業校友)前 200名跑完全程者發給紀念衫 1 件。 

四、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 3，P.38） 

1、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統包商已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於 107 年 2 月 9 日始辦理工程

初驗。目前 2、3樓室內裝修許可圖說審查已申請掛件，並進行工程

發包相關圖說確認中；4、5 樓空間另依生科院實驗設備內容檢討相

關配置；8至 10樓牆面油漆粉刷工程辦理招標作業中。 

2、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 

(1)施工廠商已於 107年 1月 17日申報缺失改善完成；1月 26日取得建

物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證，目前辦理初驗缺失改善複驗相關程

序中。另圍籬欄杆工程已進入招標階段，預計 3月 13日開標；增設

門窗、百業、頂棚等工程，目前辦理招標程序中。 

(2)因應進駐需求辦理網路、冷氣、傢俱採購，並於 107 年 3 月 1 日召

開第 7 次施工進度協調會議。配合住宿組搬遷作業，網路、冷氣及

傢俱安裝等工作，預計本年 3月 15日完成北棟宿舍全部樓層及南棟

宿舍第 1樓層，107年 4月底前完成南棟宿舍第 2至 10樓層。 

(二)重要工作進度報告 

1、體育館設置冷氣案：施工廠商於 106年 12月 7日申報開工，目前進

行工程施工作業，預計於 4月 6日完工。 

2、學生宿舍 9、10 舍開放空間及廊道改善案：107 年 3 月 2 日辦理公

開招標公告，訂於 3 月 16 日截止投標，並於 3 月 17 日開標後續辦

相關事宜。 

3、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及工程一館整修統包工程：圖書資訊大樓工

區已於 107年 1月 31日申報竣工，已於 3月 2日完成初驗，初驗缺

失限期廠商於 3月 20日改善完成。工程一館工區之需求變更部分，

統包商依使用單位需求異動，辦理相關設計調整中，俟完成後辦理

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4、工程四館周邊景觀暨人行空間改善工程：為施做工程三館至工程四

館段之行人穿越道，原封閉資訊館小木屋至田家炳光電大樓正門段

道路，因日前下雨，故展延封閉時間至 107年 3月 18日止。造成不

便，惠請全校師生諒解，以順利推動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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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優先採購物品及服務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9條規定，各機關學校應優先採購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庇護工場，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供之服

務。本校 106年度向身心障礙團體實際採購金額為 32萬 3,928元，

已符合法定比率。 

惠請各單位配合採購身心障礙機構提供物品及服務，其品項有西點

麵包、義式餐點、咖啡豆、清潔服務、印刷品等，各單位可至義務

採購單位網路資訊平台

（http://ptp.sfaa.gov.tw/internet/home.aspx）查詢身心障礙機

構提供商品及商店。 

(四)節能工作報告 

1、行政院 105年 11月核定推動新節能措施「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

行動計畫」，即 105至 108年止節電目標 EUI值低於 99。106年本校

(5 校區) EUI 值 110.27(總用電量 57,356,180 度，總樓地板面積

520,153.73㎡)，未達新節電行動管考節電目標。本校 107年至 108

年預估需節約用電 586 萬餘度，每年平均需節電約 293 萬度，年度

節電率為 5.1%，方可達節電目標。再加上 107 年即將啟用之新增館

舍，研三舍、跨領域生醫大樓等用電，屆時用電量勢必大增。為達

新制定之節電目標，呼籲全校師生積極配合節能工作。 

2、經濟部能源局另依「能源管理法」訂定，自 104 年起至 108 年，能

源用戶(契約用電容量超過八百瓩之法人及自然人)需訂定「節約能

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以平均年節電率應達 1%以上為原則，且於

每年元月份申報當年節電目標及執行計畫並同時檢討前 1 年之執行

率。 

3、為配合上述政府兩大節能政策推動，除改善校園耗能硬體設施外，

積極爭取經濟部能源局全額補助 32萬元，導入 ISO/CNS 50001能源

管理系統，協助工程四館、田家炳大樓、基礎大樓等 3 館，實施能

源審查及提供節能技術診斷等，並已於 106 年 11 月通過 ISO/CNS 

50001標準驗證。 

4、另行政院 106 年 12 月修正「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其中節電目標不變(EUI99)，並要求各單位積極配合執行下列節能工

作。 

(1)優先換裝老舊空調為變頻空調。 

(2)依下列期程將螢光燈具換裝為 LED 燈具： 

A.T8/T9/T12燈具：於107年12月31日前換裝為LED燈具。 

http://ptp.sfaa.gov.tw/internet/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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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5/T6燈具: 104年以前設置者，應於108年12月31日前換裝為LED

燈具。105年以後設置者，應於109年12月31日前換裝為LED燈具。 

(3)自106年起新建資訊機房之全部用電(包含電力設施、冷氣空調、照

明、門禁、電腦主機、網絡及環境控制系統)須以獨立電表記錄。 

5、本處營繕組每月於網頁公告更新各館舍用電、用水量，且設有電力

監視系統，使用者可隨時上網查詢各館舍即時用電量。「能源管理」

網頁

http://www.ga.nctu.edu.tw/construction-division/energy ；另

電力監視系統亦可由本校校園系統單一入口登入

http://www.nctu.edu.tw/faculty 查詢。本處定期提供各校區及各

館舍每月用電量及與前一年同期用量比較排序，如附件4(P.39~P.42)，

提醒耗能成長者加強節能管理及改善。 

五、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各項獲獎/補助訊息 

1、恭賀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唐麗英教授，榮獲全球開放教育聯盟（Open 

Education Consortium, OEC）2018 年傑出開放教育獎（The Open 

Education Educator Award for Excellence）之「教學者獎」

（Educator Award）。全球開放教育聯盟設置「傑出開放教育獎」之

「教學者獎」以頒發給對高品質教學有傑出貢獻，且秉持開放式教

育「易取用、平等、富機會」理念之教學者，並表揚以創新及高效

率方式，使用並提倡開放式教育資源之教學者。 

2、恭賀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智教授與電子工程學系郭峻因教授，榮

獲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科技部為表彰積極投入研發成果

技術移轉且績效卓著之研究人員及研究團隊，計畫執行機構就科技

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完成技術移轉，授權金與衍生利益金總

額超過新臺幣 100萬元者，特設置「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3、恭賀土木工程學系袁宇秉助理教授，榮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

金會 106學年度第一期「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傑出人

才發展基金會為協助國內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

輕學者來台服務以提升國際學術競爭力，特設置「積極爭取國外優

秀年輕學者獎助辦法」。 

4、恭賀本校環境工程研究所黃志彬教授，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傑出

特約研究員」。科技部為鼓勵特約研究人員投入長期性、前瞻性之研

究，以帶動我國科技之發展，加速提升我國之科技水準及國際學術

http://www.ga.nctu.edu.tw/construction-division/energy
http://www.nctu.edu.tw/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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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特訂定「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執

行 2 次 3 年期特約研究計畫期滿，或執行特約研究計畫及傑出學者

研究計畫，合計滿 6 年者，由科技部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牌。本

次本校獲核 1人。 

(二)獎項徵求訊息 

1、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高雄市分會 107年度「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傑

出電機工程師獎」、「優秀電機工程師獎」及「傑出電機團體獎」自

即日起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前受理推薦，詳細辦法請至該會網站查

詢。請各院級單位於 107年 3月 14日前回覆推薦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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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經院級

主管審閱後，於 107年 3月 27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07年度「學術著作獎」自

107年 2月 1日至 107年 5月 31日止受理申請，簡章請至該會網站

查詢。請各院級單位於 107年 4月 11日前回覆推薦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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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經院

級主管審閱後，於 107年 5月 24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3、衛生福利部與經濟部 107 年度「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自 107 年 4

月 1日起至 107年 4月 30日止受理申請，本獎項採自行申請制，簡

章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官網查詢。 

4、社團法人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第八屆「台達企業環境倫理研究

獎助」自 107年 1月 2日至 107年 5月 21日止受理申請，本獎項採

自行申請制，申請辦法請至該會網站查詢。 

(三)各項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徵求 107年度「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價創計畫」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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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衍生新創公司或促成廠商併購技術團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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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收件日第 1 梯次至 107 年 3 月 6 日止，第 2 梯次

至 107 年 4 月 20 日止，計畫徵求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動態資訊/

計畫徵求查詢下載。 

2、科技部 107年「國際產學聯盟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為加速學術

研究及國內產業發展與國際接軌，鼓勵大專校院成立國際產學聯

盟，提升研發價值，強化前瞻創新競爭力，最終達到聯盟自主營運

之目的。構想書申請階段校內截止日至 107 年 3 月 27 日止。注意

事項及相關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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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部 107年度「研發台灣鋏蠓（小黑蚊）防治技術」研究計畫受

理申請：本案旨在協助解決台灣鋏蠓（小黑蚊）危害問題。校內收

件日至 107年 4月 13日止，計畫徵求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動態資

訊/計畫徵求查詢下載。 

4、科技部 107年度跨部會「動物保健產業及安全防護科技創新開發」

專案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此計畫係進行具創新性、前瞻性及國際競

爭性之動物用疫苗、經濟動物與伴侶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研發，

並以促進產業發展為最終目的。校內收件日至 107年 4月 2日止，

計畫徵求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動態資訊/計畫徵求查詢下載。 

5、科技部 107 年度「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 ANCHOR 

UNIVERSITY計畫」受理申請：此計畫以美國生技產業發展聚落的搖

籃-史丹福大學為合作對象，接軌 Stanford SPARK Program 培訓模

式與資源，以國內具生醫轉譯能量之區域型培訓大學（anchor 

university）為據點，建置符合台灣在地需求之生醫人才培育環

境。除給予產品開發鏈上轉譯、法規、智財與談判、行銷與商業規

劃等重要訓練課程外，並透過培訓團隊提出的創新前瞻轉譯加值計

畫（以進行概念或價值驗證為主），以實際案例進行我國生醫轉譯

加值之跨領域人才培訓。最終以區域型培訓大學校內外資源整合作

為效益擴散起點，利用其轉譯能量帶動周邊學研生醫群聚效應產

生。校內收件日至 107 年 4 月 16 日止，計畫徵求資訊請至科技部

網頁/動態資訊/計畫徵求查詢下載。 

6、科技部 107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

文」申請案受理申請：本案僅適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目的在

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博士候選人於博士論文寫作階段，專注於博士

論文之撰寫，俾提升其博士論文品質與學術研究水準。校內線上作

業截止收件日至 107 年 3 月 23 日止，注意事項詳參函文及附件說

明，相關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7、逢甲大學函告 107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強化區域合作推

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研發補助計畫」開始受理申

請：該計畫係鼓勵申請機構透過產學合作模式，結合或委託國內學

研機構，進行提升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設備與關鍵零組件產值與價

值，並研發高智能化製程所需之垂直與橫向整合技術及應用服務模

式。計畫受理申請方式採隨到隨審，分「研發型」及「創新型」2

種補助計畫類型，研發型計畫申請機構須為公司，由公司主導並須

結合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學研機構僅得申請研發型計畫委託學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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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分項計畫或創新型計畫（須結合公司共同申請），不得單獨申

請研發型計畫。申請機構同時間執行之計畫，不得超過 3件；學研

機構計畫主持人同時間執行之計畫，不得超過 2件。計畫申請須知

等相關資料請逕至計畫網站查詢下載。 

8、科技部及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轉知經濟部工業局 107年度「協

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第 1梯次個案計畫受理申請：此計畫之

「產學合作研發類別」，係為經濟部工業局與科技部共同推動以達

成「業界出題、學界解題」之政策目的，並依據「經濟部協助產業

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及「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將業者申請時所需之相關資料及作業程序彙整成冊，俾供

遵循辦理。受理申請日期至 107年 3月 9日止，請有意申請教師將

相關文件完成校內行政程序後，送交合作之主導業者，由其依規定

提出申請。申請須知及計畫書格式等相關資料，請逕至計畫網站-

「專案計畫文件下載區」查詢下載。 

9、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補助「『iYouth voice』青年國際發聲計畫」

為鼓勵中華民國 18至 35歲之青年，積極參與全球國際組織及非政

府組織會議、活動或計畫，於各領域代表青年或代表臺灣發聲，提

升國際參與能力，厚植國際視野，提升臺灣國際形象及能見度。全

年度有 3 個申請時間，校內截止日分別於各申請階段截止日期前 3

日止。計畫申請相關資訊及申請表件請至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或

iYouth青年國際圓夢平臺網站查詢下載。 

10、教育部辦理補助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徵件須知：本案為

鼓勵及引導大學校院運用大數據及數位科技工具，導入人文社會科

學相關領域教學創新，培育具備邏輯思考、問題解決與實作能力之

跨領域創新人才。類型分為「A 類：單一課程」及「B 類：群組課

程」。校內截止日至 107 年 3 月 28 日止，計畫相關資訊及申請表

件請逕至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網站查詢下載。 

11、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

集徵件須知：本案為促進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專書之寫作及研究成

果之傳播，充實優質之教學資源。本次受理 B類計畫（第 7梯次）

「編纂主題性論文集」，校內截止日至 107 年 4 月 11 日止。計畫

相關資訊及申請表件請逕至計畫網站查詢下載。 

12、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徵求 108年度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議題案：

為落實新住民及其子女照顧輔導之研究事項，新住民發展基金自 97

年起每年召開專案會議，研議次一年度補助研究計畫，並公告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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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之補助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7 年 3 月 14 日止，請

於限期 107 年 3 月 16 日前函覆內政部，並請同時逕行將電子檔傳

送至該部承辦人彙辦。 

13、僑務委員會辦理「2018年僑務委員會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採

購案公開招標公告訊息：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投標截止日期

前備齊相關文件完成校內程序後，依規定於限期前（107年 3月 13

日 17 時止）送達該會辦理投標。相關招標資料請至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站查詢下載。 

14、僑務委員會辦理「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採購案公開招

標公告訊息：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前備齊

相關文件完成校內程序後，於 107年 3月 19日 17時前送達該會辦

理投標。相關招標資料請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

站查詢下載。 

15、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108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

受理申請：本案以整合性之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解決國人重要健康

問題，並結合國內醫藥衛生研究機構，發展具特色之研究，提昇我

國醫藥衛生研究水準。線上申請截止日至 107 年 3 月 20 日下午 4

時前，並須於 107 年 3 月 27 日下午 4 時前備齊相關文件完成校內

程序後，送達該院學術發展處辦理申請。相關說明及書表請自行上

網查詢下載。 

(四)各項活動訊息： 

本處產學運籌中心與美國法律事務所 Roberts Law Firm, P. A. 將合

作舉辦美國訴訟說明會：本校今年已與該事務所合作，將委託專業律

師協助創作人主張自己的權利。本說明會將於 107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4時至 16時 30分在交映樓 703會議室舉行，會中將邀請該事務所顧

問金義國博士與本校科法學院黃恩旭助理教授，現身說明此合作案以

及美國訴訟相關議題。 

六、國際事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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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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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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半

導體產

業學院 

亞美

尼亞 

亞美尼亞國立工程

大學 (National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Armenia) 

 

新思科技

(Synopsys. Co) 

[新簽] 院級雙聯博士

學位合約書 (另附件

1，p.1-p.15) 

1. 半導體學院與該校之雙聯博

士合約係由 Synopsys. Co 新

思科技媒合。新思科技除推

動多項與大學校院合作研究

等產學互動交流外，於亞美

尼亞擁有全球最大之訓練中

心，希望藉由博士雙聯合約

提供當地學生來台進修機

會。 

2. 本校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

業學院院長張翼教授於 106

年 9 月出訪該校洽談雙聯博

士合約細節，除了增加雙方

的學術合作，也積極促成招

生事宜。 

5 年 

科技法

律研究

所 

美國 

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新簽] 所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 (另附件 2，

p.16-p.19) 

1. 該校在法學院及生醫法律排

名為世界一流之學府。該法

律中心與科法所有過教學合

作，對科法所學生優秀的程

度與素質相當滿意，有利建

立合作關係。 

2. 科法所陳鋕雄所長與其訪問

學者Sarah Roach討論兩所合

作之領域，洽談兩方學術交

流之可能性，提出兩所合作

之建議。 

5 年 

NCTU 
大陸

地區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將於 2018/5/13 到期) 

 

[續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3，p.20-p.22) 

1. 此校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為

中國九校聯盟(C9)工程校之

一，排名頂尖，同時為東亞

研究型大學協會 (AEARU)會

員之一。 

2. 該校每學期選派約 5 名交換

生至本校修讀。為延長兩校

學術合作和學生交流的機

會，擬續約並維持交換名額

(5 名/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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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U 瑞典 

查默斯理工大學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將於 2018/4/11 到

期)、交換學生合約書 

 

[續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 (另附件 4，

p.23-p.24) 

1. 該校為本校重要之長期合作

夥伴。2002 年始與該校建立

學術合作並簽署學術交流協

議書(MOU)，雙方為增加更多

學生交流的機會，於 2010 年

簽署交換學生合約書，每年

皆有約 10 位交換生互訪。 

2. 兩校亦分別於校園內設立學

生辦公室，協助學生交換計

畫、推廣國家節慶文化活動

等義務。 

3. 此次續簽 MOU，除延續夥伴

關係，同時將促進兩校的學

術合作和學生交流活動。 

5 年 

電機學

院/資訊

學院 

德國 

阿亨工業大學

(RWTH Aachen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將於 2018/8/11 到

期)；校級學術交流、交

換學生合約書 

  

[續簽] 院級交換學生

合約書 (另附件 5，

p.25-p.30) 

1. 本校電機學院、資訊學院與

該校於 2013 年簽署院級

MOU 和交換學生合約，合作

期間雙方互有交換學生往

來，近三年共有 12 名學生來

校交換、12 名學生至該校交

換。 

2. 由於合約將於 8 月到期，雙

方同意續簽交換學生合約

(名額 5 名/學年)，以延長交

流合作。 

5 年 

電機學

院 
美國 

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原已簽署] 院級雙聯

碩士合約書(已於

2017/5/31 到期)  

 

[續簽] 院級雙聯碩士

合約書 (另附件 6，

p.31-p.42) 

1. 該校為美國頂尖大學之一，

本校電機學院與該校於 2014

年簽署院級交大學士暨該校

碩士學位雙聯合約。 

2. 過去已有三位同學申請，兩

位順利取得 UW 碩士學位，

一位正在攻讀中。雙方同意

繼續續約，以延續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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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研

究所 
澳洲 

臥龍崗大學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原已簽署] 中心級學

術交流暨研究計畫合

約書 (生醫電子轉譯研

究中心)(將於

2018/3/12 到期) 

 

[加簽] 所級學術交流

暨研究計畫合約書 (另

附件 7，p.43-p.69) 

1. 本校電子所吳重雨教授、電

子系系主任鄭裕庭教授及柯

明道教授於 2016 年 11 月至

該 校 訪 問 Prof. Gordon 

Wallace 研究團隊及參觀所

帶領之實驗室，了解所開發

之 3D 列印技術及其應用發

展。於 2017 年 10 月邀請其

團隊來訪交大，並舉辦雙邊

研討會互相交流。 

2. 透過這兩次交流發現 Prof. 

Gordon Wallace 及其團隊於

神經細胞之列印與再生之研

究與生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

主任吳重雨教授於電刺激晶

片設計上之研究有合作之可

能性。目前雙邊基於互利之

前提下，盼達成學術交流合

作機會。 

3 年 

註：A- 世界排名 200 內 or 交流頻繁。 B- 世界排名 200-400 or 有雙向交流。C- 世界排名 400+ or 曾有
交流或單向交流。D- 無實質交流。(研究機構 - 不列入等級排名。) 

(二)重要外賓(2/5-3/9)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3/7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rete 

克里特理工大學 

Director of the 

CAM Laboratory 

Professor of 

Produc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Prof. Yannis A. Phillis 

Prof. Yannis A. Phillis 此行來訪

將由電機學院安排進行學術

交流行程，並由國際處協助校

園導覽。 

3/9 

1.北海道大學 

2.東北大學 

3.東京工業大學 

4.大阪大學 

5.九州大學 

1.北海道大學「電

子科學研究所」

所長 

2.東北大學「多元

物質科學研究

所」所長 

3.東工大「生命科

1.中垣俊之(Toshiyuki 

NAKAGAKI) 

2.村松淳司(Atsushi 

MURAMATSU) 

3.穐田宗隆(Munetaka 

AKITA) 

4.中谷和彥(Kazuhiko 

日本「物質‧元件聯盟」五校

所長此行來訪，將討論 5 月之

研討會及未來雙方合作事

宜，主要來訪行程由理學院安

排，來訪期間將拜會國際長與

研發長，討論未來校際合作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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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學研究所」所長 

4.大阪大學「產業

科學研究所」所

長 

5.九州大學「先導

物質化學研究

所」所長 

NAKATANI) 

5.林潤一郎(Junichiro 

HAYASHI) 

(三)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秋季班第一梯次國際學生申請入學共計 172 人

申請並送審，經各系所審核並經 107 年 2 月 8 日外國學生招生委員

會審議通過，共錄取 94 人，與去年同期申請入學 140 人，錄取 75

人比較，今年招生狀況略有成長。107秋及 106秋第一梯次各學位錄

取人數如下： 
錄取季班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總計錄取人數 

107 年 秋 第 1 梯次 15 55 24 94 

106 年 秋 第 1 梯次 9 40 26 75 

(四)106學年度第 2學期(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錄取 124人(碩 53、博

71)，報到註冊人數共 56人(碩 25人、博 31人)，與去年人數持平。 

學年度 錄取人數 
報到人數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106 春季班 124 25 31 56 

105 春季班 109 26 28 54 

七、圖書館報告 

(一)國家圖書館 107年 1月 17日檢送新修訂之「學位論文公開閱覽及延

後公開處理原則及方式說明」，圖書館將依此原則辦理(原則如附件

5，P.43~P.44)。新修正的處理方式如下： 

1、公開閱覽：圖書館所典藏之紙本學位論文，除研究生另行申請延後

公開外，依規定提供公開閱覽。 

2、延後公開：研究生如因申請專利或發表論文，有延後公開論文之需

要，請填具申請書送本館辦理。(申請書如附件 6，P.45) 

(1)申請延後公開以一次為限。 

(2)申請專利請塡申請案號。 

(3)依「教育部 100 年 7 月 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377 號函

文」，延後公開合理期限最多不超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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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方式：延後公開申請書應完整填寫，經研究生、指導教授、研

究所所長親筆簽名，並加蓋研究所及學校圖書館章戳。 

八、秘書室報告 

(一)本校將於 107年 6月 28日(四)至 6月 29日(五)召開「校務發展諮

詢委員會」會議， 相關資訊如下： 

1、邀請包括中央研究院黃周汝吉院士、黃秉乾院士、孔祥重院士、曾

志朗院士、林耕華院士、龔行健院士、杜經寧院士、王汎森院士、

林本堅院士、王康隆院士、楊祖佑院士(美國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校

長)、建邦創投公司胡定華董事長(校友)，宣捷幹細胞生技公司宣明

智董事長(校友)、凌陽科技公司黃洲杰董事長(交大校友會理事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張世富教授等校外專家學者、校友擔任校務諮詢

委員提供建言。 

2、校內應參與人員包括：四位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頂尖計

畫辦公室執行長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請各

與會人員預留行程。 

3、援往例將由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各副校長(統整所督導之學院)、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進行簡報。會議流程(稿)

業經校長審閱詳附件 7(P.46~P.47)，請各簡報單位預為規劃準備，

其中流程第 2天研究中心部分請高教深耕計畫之特色領域中心(7大

中心)進行簡報。 

(二)關於第二週期校務評鑑「教育部實地訪評」及「本校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請各一級行政主管及學院主管預留行程(107年 11月 8日、

11月 9日及 107年 5月 24日)，相關說明如下： 

1、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高教評鑑 

中心)辦理「第二週期大學校院評鑑」，高教評鑑中心已電話通知本

校實地訪評受評日期為 107年 11月 8日(四)、11月 9日(五)。 

2、本次實地訪評，高教評鑑中心針對受評之頂尖大學，特別邀請「國

外學者」擔任實地訪評委員。 

3、依據高教評鑑中心評鑑實施計畫，實地訪評當日需安排行政主管座

談、一對一晤談(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及學校設施參訪。爰請各

一級行政主管、學院主管預留行程參與座談會，進行流程將由秘書

室另通知。 

4、為辦理評鑑相關事宜，本校業成立「評鑑指導委員會議」、「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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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工作小組」、「各項目負責單位聯合會議」。 

5、本次校務評鑑之四大評鑑項目及其核心指標如下： 

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1) 1-1學校自我定位下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劃。 

(2) 1-2學校確保校務治理品質之機制與作法。 

(3) 1-3學校自我定位下之產官學合作關係。 

(4) 1-4學校確保教育機會均等與展現社會責任之作法。 

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1) 2-1學校落實校務發展計畫之資源規劃。 

(2) 2-2學校確保教師教學與學術生涯發展之機制與作法。 

(3) 2-3學校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與作法。 

項目三：辦學成效 

(1) 3-1學校依自我定位下之辦學成效。 

(2) 3-2學校之學生學習成效。 

(3) 3-3學校向互動關係人之資訊公開成效。 

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1) 4-1學校內外部評鑑結果（含上一週期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之

使用、檢討及改善作法。 

(2) 4-2學校創新作為與永續發展之規劃與作法。 

(3) 4-3學校維護教職員及學生權益之作法。 

(4) 4-4學校確保財務永續之機制與作法。 

6、依據本校校務評鑑實施計畫，本校截至 2月 15日已完成上述 14個

核心指標資料彙整，將於 3月 15日完成四大評鑑項目彙整，並於 3

月下旬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檢視四大評鑑項目初稿。其後預

定於 4月 15日完成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並視狀況於 4月底召

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檢視修正。最後將於 5月 24日(四)辦理本校校

務自我評鑑實地訪評(5月 29日備案)，爰亦將請各一級行政主管、

學院主管預留本校自辦實地訪評行程，相關事項將再由秘書室另通

知。 

(三)106年第 4季「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系統」反映意見及改善情形

說明如下： 

1、為落實管考本校行政品質改善計畫，秘書室每月定期彙整本校教職

員工生上網填報之「行政品質改善意見」後，請相關單位填報改善

情形，彙整完成「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說明或改善事項執行情形

一覽表」陳送校長核閱，並以「每季」為單位提送本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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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季彙整之「行政品質改善意見」共有 51件，各行政單位已於接

獲反映後立即改善結案，未改善完成的持續按月列管改善進度(詳

附件 8，P.48~P.67)。 

3、有關各單位之說明及改善情形，已公布於「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

系統」，以供反映者及本校教職員工生了解。 

單  位 案件總數 結案 續列管 

人事室 5 2 3 

總務處 19 18 1 

教務處 2 2 0 

研發處 2 2 0 

學務處 5 4 1 

國際處 2 2 0 

圖書館 5 5 0 

秘書室 1 1 0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1 1 0 

總務處、學務處 1 1 0 

秘書室、總務處、研發處 1 1 0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大數據研究中心 

1 1 0 

秘書室、資訊技術服務 

中心、研發處、人事室 

2 2 0 

資工系 1 1 0 

校友會 1 1 0 

各一級行政單位 1 0 1 

其他 1 1 0 

總計 51 45 6 

(四)上述報告事項一、二亦將再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單位相關人員。 

九、人事室報告 

(一)本校 60週年校慶 107年 4月 8日（星期日）訂為工作日，調移原訂

107年 3月 31日（星期六）全國補上班日為本校休息日。本案業經

國立交通大學工會於本校第一屆第三次勞資會議通過。 

(二)重申本校「計畫類專任人員聘用要點」重點宣導說明，各單位（計

畫主持人）應於起聘日或續聘日前完成約用請核及勞健保加保程序。 

1、聘用單位承辦人應提前至約用(計畫)請核系統辦理計畫類專任人員

聘用作業，經一級單位主管審核後，由聘用單位承辦人通知受僱人

於擬聘日上午持約用請核單、最高學歷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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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取得工作許可等資料親至人事室辦理報到： 

(1)聘期開始前完成約用請核單審核作業，受僱人提前至人事室報到

者，以擬聘日為起聘日。 

(2)聘期開始前未完成約用請核單審核作業，以受僱人至人事室報到，

辦理勞健保加保日為起聘日。 

2、聘期屆滿未完成續聘作業者，聘期屆滿翌日辦理勞健保退保及停支

薪資。 

3、受僱人、計畫主持人擬於聘約期滿前離職、終止契約，應於一個月

前簽會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准。受僱人應辦妥離職交代手續。 

(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本校擬聘人員如為國外學

歷者，應持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等證件

辦理報到起聘。 

(四)依本校各類人員契約書、本校約用工作規則及延攬人才聘書規定：

受聘(僱)人聘(僱)用期間應專職於聘任職務，不得在校內、外兼課

或兼職，如有特殊情形者，應經本校同意。 

(五)依教育部 98年 6月 11日台人(一)字第 0980081707號函略以，應聘

教師於應聘本校專任教職時，除留職停薪或不支薪休假(on leave 

without pay) 期間借調者外，於國內外其他機關學校不得擁有支薪

之專任職務。 

(六)本校教授休假期間不得從事其他與休假原因不符之情事，另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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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循規定不得擁有支薪之專任職務。 

十、主計室報告 

107年度預算分配案前經 107年 1月 30日預算分配會議通過並提同年

2月 2日行政會議報告， 107年度可運用資金原預估為 22億 4,060萬

1千元，決議年度支出分配數 22億 9,278萬 2千元（不含無需支付現

金之折舊攤銷費用），預計分配短絀數 5,218萬 1千元；教育部於 107

年 2月 5日通知因立法院提案通案刪減中央政府總預算，致本校 107

年度國庫增撥基金通案刪減 917萬 2千元，爰預算分配案配合修正，

可運用資金修正為 22億 3,142萬 9千元，修正後預計分配短絀數為

6,135萬 3千元，107年度預算分配彙總表詳附件 9(P.68~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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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第二點、第四點、第七點

修正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7年 1月 16臺教技(四)字第 1070007714號函大專校

院獎助生團體保險已由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 

二、依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作業程序修正本校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

作業程序，擬修正第二點、第四點及增訂第七點，檢附本校「獎

助生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第二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10，P.72~P.77)。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七點修正案，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6 月 2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31150 號函，

廢止「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改依「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爰修正本要點之法源依據。 

二、檢附本校「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七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1，P.78~P.79)。 

決  議：本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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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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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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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案附件】 

本校各館舍及各校區每月用電量及與前一年同期用量比較排序 

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行政單位 106年與105年比較百分比(%) 排序

博游泳池 -84.45 1

電資大樓(空調) -81.53 2

活動中心(空調) -76.73 3

籃排球場 -25.80 4

北大門(動力) -18.80 5

博活動中心(P) -15.83 6

博活動中心(總) -15.13 7

博活動中心(L) -12.42 8

資訊館 -8.73 9

綜合球館 -7.86 10

網球場L -5.16 11

奈米中心 -3.53 12

司令台(體) -1.87 13

西校區用電 -1.60 14

思源 -1.33 15

體育館 0.24 16

七、八舍(公) 0.69 17

游泳池 0.89 18

中正堂 1.66 19

圖資中心 1.76 20

南區機車棚 1.81 21

西區停車場 4.28 22

電資大樓 6.81 23

球類場地用電 7.65 24

機車D棚 9.58 25

活動中心 13.44 26

奈米中心440V 18.00 27

圖資中心空調#1 19.65 28

圖資中心空調#2 21.75 29

棒球場(照明） 25.89 30

北大門(燈力) 35.83 31

網球場P 40.35 32

服務大樓(外工房) 61.49 33

行政大樓 70.97 34

污水場 192.38 35

行政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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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教學單位 106年與105年比較百分比(%) 排名

機械系(P) -71.51 1

機械系(L) -59.89 2

人社一館 -14.40 3

竹銘館 -12.98 4

實驗二館 -12.51 5

材料實驗室 -11.13 6

工程一館 -10.07 7

人社二館 -9.39 8

工程四館 -6.08 9

交映樓 -3.70 10

博愛奈米中心 -3.53 11

綜合一館 -2.74 12

管理一館 -2.46 13

工程二館 -1.34 14

基礎大樓 -1.20 15

生科二館 0.28 16

工程六館 0.41 17

管理二館 1.02 18

工程五館 1.31 19

教學大樓 1.57 20

科學二館 2.49 21

科學一館 2.53 22

田家炳大樓 3.52 23

工程三館 5.55 24

環保大樓 5.61 25

防災中心 9.95 26

生科一館 13.51 27

實驗一館 47.64 28

土木結構 73.60 29

教學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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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宿舍單位 106年與105年比較百分比(%) 排名

四舍 -33.56 1

五舍 -23.21 2

二舍 -13.08 3

女二舍 -6.48 4

研一舍 -5.83 5

三舍 -5.55 6

十二舍 -4.74 7

研二舍 -1.98 8

七舍 -0.32 9

十一舍 0.99 10

十三舍 1.61 11

竹軒 4.33 12

十舍 8.29 13

八舍 17.29 14

九舍 19.30 15

六舍 23.62 16

宿舍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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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2

單位： 度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平均

106 1,662,400 1,422,400 1,297,600 1,625,600 1,785,600 2,199,200 2,301,600 2,200,000 2,279,200 2,320,800 2,088,000 1,750,400 22,932,800 1,911,067

105 1,665,600 1,524,000 1,172,000 1,601,600 1,808,800 2,419,200 2,339,200 2,276,000 2,137,600 2,048,000 2,188,800 1,824,800 23,005,600 1,917,133

比較 -3,200 -101,600 125,600 24,000 -23,200 -220,000 -37,600 -76,000 141,600 272,800 -100,800 -74,400 -72,800 -6,067 

106 1,952,000 1,648,800 1,441,600 1,858,400 2,048,000 2,391,200 2,672,000 2,668,000 2,644,800 2,744,800 2,449,600 2,046,400 26,565,600 2,213,800

105 2,012,800 1,800,800 1,414,400 1,919,200 2,203,200 2,639,200 2,936,800 2,803,200 2,619,200 2,544,800 2,660,800 2,146,400 27,700,800 2,308,400

比較 -60,800 -152,000 27,200 -60,800 -155,200 -248,000 -264,800 -135,200 25,600 200,000 -211,200 -100,000 -1,135,200 -94,600 

106 408,540 361,080 317,460 385,740 416,160 507,120 537,300 563,580 576,060 556,680 480,960 405,180 5,515,860 459,655

105 431,700 410,820 335,760 414,300 457,140 555,180 593,520 615,360 588,780 531,600 540,240 438,420 5,912,820 492,735

比較 -23,160 -49,740 -18,300 -28,560 -40,980 -48,060 -56,220 -51,780 -12,720 25,080 -59,280 -33,240 -396,960 -33,080 

106 40,720 31,920 26,640 30,560 36,240 50,400 55,280 56,880 60,320 64,160 52,160 43,360 548,640 45,720

105 43,120 33,840 27,920 40,320 50,960 66,000 66,400 65,440 66,480 55,520 62,720 46,640 625,360 52,113

比較 -2,400 -1,920 -1,280 -9,760 -14,720 -15,600 -11,120 -8,560 -6,160 8,640 -10,560 -3,280 -76,720 -6,393 

106 74,800 58,600 54,000 74,000 84,600 113,200 129,000 139,200 140,000 151,000 151,800 151,000 1,321,200 110,100

105 54,600 49,400 38,400 54,200 69,400 86,400 84,800 93,000 99,200 87,600 93,800 82,400 893,200 74,433

比較 20,200 9,200 15,600 19,800 15,200 26,800 44,200 46,200 40,800 63,400 58,000 68,600 428,000 35,667

106 34,080 27,960 24,120 32,280 33,480 43,080 47,760 49,080 47,520 50,040 45,600 37,080 472,080 39,340

105 36,720 31,080 26,040 34,200 38,520 48,960 51,480 53,160 44,400 45,960 48,240 39,000 497,760 41,480

比較 -2,640 -3,120 -1,920 -1,920 -5,040 -5,880 -3,720 -4,080 3,120 4,080 -2,640 -1,920 -25,680 -2,140 

106年度與105年度本校各校區台電用電量比較表

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電力

光復北區

光復南區

博愛校區

台北校區

台南校區

客家學院

 

 



43 
 

 

附件 5 



44 
 

 



45 
 

 
附件 6 



46 
 

國立交通大學 107 年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流程 

日    期：10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B1 國際會議廳 

時   間 項   目 校內出席人員 

08:50 ~ 09:00 (10 mins) 報  到   

校長 

副校長 

一級主管 

（處室、學院） 

09:00 ~ 09:05 (5 mins) 召集人致詞 

09:05 ~ 09:50 (45 mins) 
校務簡報（一）─張懋中校長 
【題目待定】 

09:50 ~ 10:20 (30 mins) 
校務簡報（二）─教務處‧學務處 
【題目待定】 

10:20 ~ 10:30 (10 mins) 休  息 

10:30 ~ 11:10 (40 mins) 
校務簡報（三）─研發處‧國際處 
【題目待定】 

11:10 ~ 12:10 (60 mins) 綜合討論 

12:10 ~ 13:30 (80 mins) 午 餐/休 息 

13:30 ~ 14:50 (80 mins) 

學院發展簡報（一）─陳信宏副校長 
1. 簡報（30 mins） 
‧ 電機學院 
‧ 資訊學院 
‧ 人文社會學院 
‧ 客家文化學院 
‧ 共同教育委員會 

2. 提問及答詢（50 mins） 

14:50 ~ 16:10 (80 mins) 

學院發展簡報（二）─張翼副校長 
1. 簡報（30 mins） 
‧ 理學院 
‧ 工學院 
‧ 科技法律學院 
‧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2. 提問及答詢（50 mins） 

16:10 ~ 16:30 (20 mins) 休  息 

16:30 ~ 17:50 (80 mins) 

學院發展簡報（三）─陳俊勳副校長 
1. 簡報（30 mins） 
‧ 管理學院 
‧ 生物科技學院 
‧ 光電學院 

2. 提問及答詢（50 mins） 

17:50 ~ 18:30 (40 mins) 晚宴接送及準備 

18:30 ~ 20:00 (90 mins) 晚  宴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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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7 年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流程 

日    期：1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B1 國際會議廳 

 

時   間 項   目 校內出席人員 

08:50~09:00 (10 mins) 報  到 

校長 

副校長 

一級主管 

（處室、學院、 

研究中心） 

09:00~09:45 (45 mins) 
毫米波智慧雷達系統與技術研究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30 mins)  

09:45~10:30 (45 mins) 
智慧半導體奈米系統技術研究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30 mins) 

10:30~10:40 (10 mins) 休  息 

10:40~11:25 (45 mins) 
開源智能聯網研究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30 mins)  

11:25~12:10 (45 mins) 
神經調控醫療電子系統研究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30 mins) 

12:10~13:30 (80 mins) 午  餐 / 休  息 

13:30~14:15 (45 mins) 
智慧型藥物與智能生物裝置研究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30 mins) 

14:15~15:00 (45 mins)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30 mins) 

15:00~15:15(15 mins) 休  息 

15:15~16:00 (45 mins) 
新世代功能性物質研究中心 
簡報(15 mins) 
提問及答詢(40 mins) 

16:00~17:00 (60 mins)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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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 

說明或改善事項執行情形一覽表(106年第 4季 10-12月份)-結案 

單位 
月份-

項次 
意 見 內 容 

改 善 或 說 明 

(研擬可行方案據以執行) 
管考建議 

人事室 9-6 

您好，關於人才媒合資料庫平臺的最新職缺，

其文字顏色雖然清爽，但因文字顏色過淡，在

閱覽上讓眼睛感到頗為吃力。 

已調整文字顏色。 結案 

教務處 9-7 

1.9/4剛開放選課時系統超頓，都要等很久才能

跑出網頁，希望這能夠優化。 

2.希望課程簡介中的課本那欄，除了有書名、

作者等等的文字上的資訊，還能附上書本封面

的圖片，能更方便找書。 

3.有些老師的簡介中書的那欄寫「To Be 

Determined」，希望能不要一直處於未定的狀

態，如果真的不用書的話，打個「無」，我們

也會比較安心。 

第 1 點將教務處與資訊中心持續努力，讓選課系統最優化。 

第 2、3 點課程綱要是由任課教師自主編輯，建請可個別給

老師建議。 

11 月回復： 

關於第 1 點：9 月 4 日系統有問題時，已立即請資訊中心改

善，當日程式修改好且已順利地讓同學完成 106 上學期的

選課，感謝同學的反映，教務處會朝讓系統更優化而努力。 

關於 2、3 點：(1)若同學需要書本封面的圖片，建議可逕請

該任課教師提供。(2)教務處於 11 月 14 日(二)預告全方位課

務管理系統即將取代舊選課系統(教師版與助理版)時，一併

將此訊息與建議轉知任課教師與助理。 

結案 

人事室 10-1 

新進人員報到、沒有職員證的緩衝期時長不

足，建議再增加一日。 (若超出兩天，則需使

用漏未刷卡系統申請。) 另外，根據個人報到

的經驗，在製作出職員證前，按壓身分證字號

來打卡的方式，是無效的。建議人事室相關負

責人員不再使用這個建議。 

新進人員報到後至卡鐘按壓身分證無資料帶出之問題，已

請廠商協助修正。依勞基法規定需記錄出勤時間，新進同

仁於製卡未完成前仍應按壓身份證打卡。 

結案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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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課務組) 
10-2 

學生有問題想尋求幫忙，態度很差，推說頭很

痛不想處理 

已請課務組同仁謹慎處理公務及應對，有則改，無則警惕。

另，如遇有特殊情形，可即時請同仁或主管協助瞭解並解

決。 

結案 

總務處 10-3 

職務宿舍也有約聘人員借用及繳費，職務宿舍

委員會理應增設約聘人員代表，應研議修改相

關辦法，以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綜觀臺大、清大、成大及陽明各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組成

大致包括總務長及相關主管、由各村推派代表、教師代表

及職員代表，尚無特別明列約聘人員為代表之情形。本校

委員會組成與各校相似，借住者意見皆可透過各村代表於

委員會反映；另依本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候借同仁可互推選 5人為委員，則亦可推選約聘

人員。綜上，約聘人員已可擔任委員，意見亦有表達空間，

暫毋須修改設置要點。 

結案 

總務處 10-4 

之前都沒有發現學校職務宿舍有開會，後來才

知道會議紀錄只有用紙本公告，因為大家平時

上課上班都很忙，不見得會隨時注意，希望學

校能將會議紀錄及收支明細改成電子檔用

e-mail寄給所有住戶，畢竟大家都有繳管理

費，應該有權用比較快速簡便的方式來了解管

理情形。 

本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相關會議紀錄，為推廣節能

減碳已不再紙本公告，會議紀錄電子檔公告於保管

組網頁。

(http://www.ga.nctu.edu.tw/president-division/commit

tee/v-UUkv) 

本案所提建議應是指各村自治會議，依據本校職務

宿舍村自治規範，各宿舍區得自治管理並收取村管

理費做為各村自治使用，相關收支明細請洽各村管

理委員會了解。上述自治規範請參閱保管組網頁。

(http://www.ga.nctu.edu.tw/property-division/news/v-

I2vlJ) 

結案 

總務處 10-5 

自從馬上辦改版之後變得很醜很難使用，可以

統一用這個意見反映系統取代嗎?另外為避免

重複問答，建議學校把常見的問題可以整理成

QA放在學校負責單位的網頁內，謝謝。 

本校校區分散且幅員大，館舍亦相當多，維護管理不易，

尤其對於有時效性之事情均需即時處理，因此建置馬上辦

中心借助校內師生來反映問題，歷年來處理成效頗受師生

好評，其與行政品質反應系統功能截然不同。有關改版後

結案 

http://www.ga.nctu.edu.tw/president-division/committee/v-UUkv
http://www.ga.nctu.edu.tw/president-division/committee/v-UUkv
http://www.ga.nctu.edu.tw/property-division/news/v-I2vlJ
http://www.ga.nctu.edu.tw/property-division/news/v-I2v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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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困難乙節，近期未有改版，目前使用狀態順暢尚未有

其他師生反映，如有使用問題可即刻聯繫馬上辦中心(分機

51504)，以及時釐清問題。 

總務處 10-6 

小木屋旁邊的波羅蜜長的很多，請問這是學校

種的嗎?可以開放給教職員採收嗎? 怕太成熟

掉下來會砸到路過的人車。 

小木屋旁邊的波羅蜜已列入校園樹木景觀管理，目前並不

開放採收，亦會注意果實結果情形，定期進行修剪。 
結案 

總務處 

學務處 
10-7 

環境對學習及身心都有影響，建議活動中心裡

面不同層樓多設置一些小休憩區、活化舊有空

間，類似地下室那樣有簡單的桌椅可以讓大家

在社團活動之餘也有地方再坐著休息、團聚交

流、互相討論，成為圖書館之外的交流聯絡空

間，除了讓校內有個能休憩減緩壓力的地方，

也能彌補學校相關免費研討空間的不足。 

活動中心除了 1樓之外，其餘樓層(B1 及 2~5 樓)均有設置

桌椅供人進行討論、交流、休憩之用。惟因學生社團活動

空間不足，為使空間能做多用途使用，課外組於數年前就

曾與學生社團代表開會溝通，並按會中所建議：重新整理

活動中心 4、5樓陽台以及增設桌椅(4樓陽台 6組、5樓陽

台 2組)，另外 2、3樓之桌椅並非設置於中庭，而是於中

庭加裝鏡面，以增加活動使用空間，更能符合學生社團使

用需求。 

至於 1樓的部分，因活動中心館舍近環校道路側為天井結

構，致使 1 樓中庭被兩個對外出入口、三組樓梯通道、器

材室(供本組放置大型器材)及垃圾集中區所環繞，若再增

設桌椅反而造成人員通行及物品器材運送上的不便，故不

增設。 

(活動中心各樓層桌椅設置地點:B1-眼鏡部及美髮部前、2

樓-書局前、3樓-靠近環校道路側、4樓-陽台、5樓-陽台) 

您對活動中心空間規劃有任何想法或建議，歡迎來課外組

當面討論。 

結案 

總務處 10-8 

文書組負責蓋關印那位先生服務態度不佳。工

讀生拿契約書請他蓋章, 他竟然要工讀生跑回

1. 依照「計畫類專任人員薪資統一造冊」暨「工作費請款系

統」工作小組第 261 次會議之案由二決議辦理：為簡化用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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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單位, 將約用請核單印一份讓他留存。他看

到核准的約用請核單就蓋契約書就好, 影印一

份留存幹嘛？要留存自己印就好, 何苦讓工讀

生大老遠跑回原單位印好送給他, 他才要蓋契

約書, 好大的官威。 

印流程，於請核單注意事項內新增「依本校用印申請注意

事項規定，本單奉核可後，請影印一份送文書組於所附契

約書共_式_份上用印(校印及校長職銜簽字章)」並憑以用

印。 

2.依 106年 9月 15日交大總文字第 1061010730號書函說

明第一點：用人請核單於奉准後，須影印一份，連同用

印文件(契約書)送文書組憑以用印，這部分將再加強宣

導用印時應自行提供請核單影本一份，若遇同學臨時疏

忽之情形，將儘量提供影印機以便利師生。 

總務處 10-9 

請問學生第二餐廳三樓燒臘店是否還有營運意

願。如果沒有，請盡快撤出學校，請學校從新

招商。不要占用學生餐廳位置又不提供學生服

務。 

目前已針對「福記燒臘交大店」未依契約履行營業責任處

以 2000 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持續協調處理中，後續亦持續

依本場地租賃契約相關規定積極辦理，以維護師生用餐權

益。 

結案 

總務處 10-10 

光復到博愛的校車，晚上排班的駕駛，開車開

很快，有時遇紅燈會緊急煞車，還會紅燈違規

右轉。 

已於 106.11.08 約談校車司機，要求駕駛依規定速度行駛並

確遵交通規則。 
結案 

總務處 

(駐警隊) 
10-11 

一進門櫃檯右邊那位女生（李 00不太確定名

字，但是專門處理機車證那位）服務態度不佳，

首先我因為機車證的貼紙掉了，要申請補發，

但他說第一次是 10 元之後每次 100 元，我認為

我按照規定貼在機車前方，質疑為何一張貼紙

往後要 100 元，但過程我口氣良好，殊不知他

用冷漠的口氣直指是我自己的問題，貼紙一點

問題也沒有，此時我也沒再多問。但後來我只

本隊無論核與補發或新發證件時，均依行政處理專業態

度，以平和口吻說明車證何時生效，並提醒貼紙背後的相

關黏貼位置規定可仔細研讀避免違規。 

李員平時執勤時態度認真和藹並無所稱其事，當日配戴口

罩若造成同學誤認其態度不佳，我們將再注意與瞭解，謝

謝您的批評指教。同學若有任何問題，本隊電話及櫃台始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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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問那除了機車正前方可以貼貼紙外還有哪

裡可以，他用及輕蔑的口吻說你不會自己認真

讀一下須知嗎？我只覺得身為駐警隊的門面，

卻用極差的態度面對詢問事項的學生，是否有

尊重他這份工作呢？而且我全程態度良好，並

無頂撞，希望能夠教育這位職員，要用好的態

度面對每位學生，學生並沒有欠他什麼，一個

問題告知我有很困難嗎？ 

終盡職服務全校教職員生的提問，敬請同學善加利用，順

頌學安，感謝同學對駐警隊事務的關心。 

秘書室 

總務處 

研發處 

10-12 

最近看到博愛校區附近很多抗議的白布條，

https://imgur.com/a/ieKeB 問了附近的居民

才知道是有人在抗議蓋醫院， 博愛還再蓋生醫

大樓，醫院建設所費不貲，不知道學校是採 BOT

還是 BOO的模式興建的? 因為學校有任何大型

建築規劃都會放在總務處校規組或是策略中

心，蓋醫院這樣大的事，好像學校網頁都查不

到? 應該也要弄個網頁說明一下情形讓大家了

解， 不然就真的被那一些抗議白布條抹黑了。 

交大近年持續推動 BioICT 生醫資電相關的未來前瞻技術，

期望能協助照護民眾長期健康並推動台灣未來醫療技術發

展，故規劃智慧醫院作為下一代的智慧醫療基地。 

本校所規劃的非傳統型醫院，而是具有智慧醫療的新型醫

院，期能落實交大與國內所研發的智慧醫療技術，發展未

來的智慧生醫產業。未來將配合智慧醫院規劃及建置產學

合作平台需求，適時提供本校智慧醫療技術開發或與智慧

生醫產業合作成果訊息。 

目前智慧醫院計畫仍與衛福部討論中，由於醫院規劃細節

還在溝通中，尚不便公開在學校網頁上說明。 

有關里民抗議一事，可能係里民尚不了解細節，學校會持

續與社區居民互動，保持良性的溝通管道，以取得居民的

認同。 

結案 

研發處 10-13 

請計畫業務組增進與其他行政單位的橫向溝

通，別在缺乏事先溝通與共識下就自行決定與

其他單位有關的行政作業，甚至網頁公告的是

其他單位不接受的公文流程，最後又要跑計畫

本案未明確敘明案件文號，無從追查實際辦理情形，計畫

業務組網頁 FAQ 載有產學計畫校內流程，分列不同案件性

質需會辦不同單位，並已行之有年，建議各執行單位承辦

人員可參考辦理。另計畫業務組於簽辦計畫徵求案公文，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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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幫忙溝通當傳聲筒，這樣非常沒有效率又

浪費時間，結果卻只對相關主管的計畫就特別

有效率而不過度要求，對其他老師不公平。請

研發處多建議計畫業務組的行政作業應化繁為

簡，將時間花在重要的刀口上。 

均會說明申請案公文流程並加會相關單位檢視會辦流程，

對於指正該組將虛心檢討，日後將增進與其他單位之橫向

溝通，亦將更審慎處理並致力提昇效率，加速公文處理速

度。 

研發處 10-14 

有先期技術移轉金的計畫，計畫業務組會要求

在計畫處理表以文字自行備註先期技術移轉金

金額，第一次遇到的人大概不知道有這習慣，

既然久了便成例行公事，那麼建議計畫處理表

系統就直接多建置這一欄位，直接可填入先期

技術移轉金金額之欄位，如此不只能提醒填

寫，也方便全校研發統計及查詢，在如今大數

據處理的年代，此一兼二顧的方式又可增加校

園的智慧作業效率，更不用計畫業務組多次提

醒跟來回退件。(只增加一個欄位，在技術上不

會太困難吧？) 

研發處已於 11月 14日於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查詢及線上

作業系統」完成新增本項提醒功能。 
結案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大數據研

究中心 

10-15 

請問學校要不要考慮在校務系統或是大數據中

心建置"校務投票系統"?  

全校要投票或是調查交大議題都是對政策執行

有幫助的。 

資訊中心已有「線上問卷系統」，可提供行政單位進行問

卷調查並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基本意見收集及統計分

析。至於重大議題是否適合採線上投票方式，應由業務相

關單位進行評估。 

結案 

秘書室(對

外事務組)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研發處 

10-16 

交大網頁中, 傑出交大只列出 名譽博士 傑出

校友 獲獎榮譽榜, 學校績效表現 (校務與財

務資訊公開：各類評鑑、畢業生流向、世界大

學排行、研究成果), 但是未列本校院士, 國家

講座, 講座教授, 傑出獎得獎人等....並分成

前次回復：  

1.研發處已著手整合計畫業務組科技部獲獎資訊及研發企

劃組教師歷年獲獎清單至同一頁面，目前網頁建置過渡期

間相關資訊先整合至同一檔案，俟網頁整合完成後將提供

新連結予對外事務組。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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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現職及退休人員, 是否可考慮加入? 可以參考

清大網站. 

2.另講座教授名單部分，將由人事室彙整相關名單後，於

人事室網頁公告。 

本次回復：講座教授名單已放置人事室網頁→訊息公告→

業務訊息

http://personnel.nctu.edu.tw/board.php?id=2706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10-17 

學校網路可不可以品質好一點！動不動就連不

上。一直顯示帳號或密碼錯誤是怎樣，單一入

口也是，常常都進不去。另外，NCTU 跟 

NCTU-Wireless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NCTU的

帳號跟密碼是什麼？？ 之前打單一入口的學

號跟密碼結果也是一直無法連線計中可不可以

做好一點。 

1. NCTU 和 NCTU-wireless 的差別：NCTU 是經過加密的連

線，使用上較安全。建議使用者使用 NCTU 的連線，各系

統的操作請參見資服中心網頁的說明 

http://www.it.nctu.edu.tw/?page_id=48 

2. NCTU和NCTU-wireless的帳號密碼即是單一入口網站的

帳號密碼。 

3.近期因單一入口服務量較大，導致系統有些許不穩定，經

中心調整設定後，目前應皆已恢復穩定狀態。 

結案 

學務處 

(住服組) 
10-18 

宿舍的垃圾桶標示可不可以明確明明有 6、7個

垃圾桶卻只有 3、4張貼條分類指示都不清楚這

樣哪知道哪一個垃圾桶是要丟什麼才來怪說學

生都亂丟請盡速改善！！！謝謝 

首先謝謝同學提供意見讓我們改進。 

有關宿舍資源回收桶理應只有 3～4種資源性回收物，惟因

量太大致使有些回收桶溢滿出來，造成環境的髒亂，故才

增加回收桶因應；為避免同學日後丟棄回收物時造成同學

困擾，住服組將在回收桶蓋貼上回收物品項，提供同學回

收時辨識，方便同學回收，增進回收效率。 

結案 

學務處 

(住服組) 
10-19 

10/17下午於光復校區前往辦理退宿事宜，詢問

辦理人員，此人卻敷衍了事無明確告知處理流

程，還趴在桌上使用電腦，是身障人士嗎?服務

素質在哪? 在二度詢問此辦理人員並確認資訊

時，此人還大聲嗆人「不然要去哪蓋章」希望

交大能夠加強辦理人員的素質，堂堂名校如

學務處將持續加強同仁服務專業，要求提升服務品質，避

免誤會產生。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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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令人遺憾。 

圖書館 10-20 

一直施工到底是怎樣，圖書館跟 24K 都是，我

們都沒地方可以念書了。然後施工又有夠吵，

可不可以在閉館時像是假日 5點後再施工啊 ，

這樣根本完全無法念書啊，然後清掃也是吵得

要死，在時間上可不可以選擇一下…… 

1、圖書館空間改造的施工樓層範圍包含圖書館 3樓及 24

小時自修室等區域。 

2、24小時自修室封閉施作期間，同學可前往設置在學生第

十三舍地下室讀書室的 24K 臨時閱覽室自習。 

3、因為本案為限期完工，工程施作時間無法延宕，如有不

便，敬請見諒。 

結案 

圖書館 10-21 

三樓施工吵得要死，是要我們怎麼讀書啊，都

要期中考了  

是不能閉館後再施工嗎！！！！ 

1、圖書館空間改造的施工樓層範圍包含圖書館 3樓及 24

小時自修室等區域。 

2、24小時自修室封閉施作期間，同學可前往設置在學生第

十三舍地下室讀書室的 24K 臨時閱覽室自習。 

3、因為本案為限期完工，工程施作時間無法延宕，如有不

便，敬請見諒。 

結案 

圖書館 10-22 
圖書館連 NCTU網路根本慢的要死==  

可不可以改善一下啊== 

前次回復：圖書館已與資訊與技術中心研究改善措施 

本次回復：已完成網路改善 
結案 

圖書館 10-23 

圖書館設置哺乳室立意良善，但哺乳室內洗手

台無法使用(沒有水)，雖然旁邊就是洗手間，

但衛生考量，是否可修繕哺乳室內的洗手台? 

謝謝! 

洗手台的水是被人將開關關掉了，並不是沒水，現已開啟。 結案 

校友會 10-25 

台大校友證：終生 300元，免年費  

成大校友證：終生 300元，免年費  

清大校友證：免入會費，年費 500元  

政大校友證：免入會費，每 3年 500 元 

交大高級校友證：500元入會費，年費 1500  

↖☆尊爵不凡，交大人☆↘\"  

意見已轉知校友會，相關事項亦可逕洽校友會〈校內分機

51484，電子信箱：alumni@aa.nctu.edu.tw〉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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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校友證收費比其他學校還高，想當校友卻

這麼難，哭哭，交大幫幫忙好嗎? 

總務處 11-2 

圖書館、工三館、工五館前廣場最近各式汽機

車橫行，包括外送、快遞、廠商貨車、學校長

官訪客等等，請相關單位檢討改善 

駐警隊將加強該處所之違規取締及宣導，除經學校同意放

行之車輛外，其餘均不予行駛。 
結案 

總務處 11-3 

11/29下午在圖書館前面辦的活動大聲喧嘩，嚴

重影響學生上課，請承辦、核定和現場管理單

位檢討 

經查 11/29 為學聯會舉辦之清交草地音樂祭與交大夜市活

動，已連繫借用單位課外活動組與學聯會針對日後類似活

動應避開學生上課時段，另總務處將對公共空間借用單

位，場地借用申請前加強音量控制與環境衛生宣導，並不

定時巡邏各單位場地使用狀況，如有影響學生上課情形將

通報借用單位立即處理。 

結案 

總務處 11-4 
文書組的阿姨，態度很差，脾氣不好，我又沒

有欠你錢，加油好嗎。 

已提醒文書組所有同仁注意服務態度及說話的語氣，以免

造成誤解。 
結案 

總務處 11-5 

拖了大半年的南大門車道終於通了，雖然拖了

很久但還算整理得不錯，車道很寬，但是真不

懂那個什麼遠距感應，  

我還要把長距卡拿到頭頂上才能感應，比短距

卡還要伸得更遠，那幹嘛還叫長距，不知道是

誰想出這個做法的，真是有見地，這是所謂智

慧校園的產物嗎? 難道我還要把卡片黏在頭上

嗎? 建議乾脆改成ETAG方式讓大家黏在安全帽

或是機車龍頭好了，不然請學校要遵守消費者

保護原則，要還卡退費。 

南北門長距讀取器設置完成之後仍在調整測試階段，距最

佳化使用狀況尚有些差距，目前已陸續調整中。很感謝同

學提供寶貴意見，將作為調整依據並予以修正。 

結案 

總務處 11-6 
新竹的風非常的大，偏偏學校一年四季都在插

旗子，常常東倒西歪很難看，還有綁在樹上破

依據本校 「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規定旗幟應懸掛於活動

地點 10 公尺範圍內，其餘公共空間一律以固定形式（羅馬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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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樹容，或是被風吹走造成髒亂，但最恐怖的

還是有些旗子距離人行道很近歪歪斜斜，一不

小心就會被戳到，差到眼睛怎麼辦，因此建議

學校盡量以燈柱旗取代關東旗，或是再一些較

安全淨空的區域設置固定的旗座來取代旗插，

至少風大也不會亂飛或是傷到路人 

旗）掛於路燈上，目前燈桿可懸掛羅馬旗受限於數量有限，

故部份活動區域之旗幟改置於退縮道路 1-2公尺內，以不

影響行人與車輛通行安全為原則，本次反映情形總務處將

責請借用單位注意旗幟施工固定及保持安全距離，另不定

期巡邏各單位插旗狀況，如發現有影響或安全疑慮，將立

即通知申請單位改善。 

研發處 

人事室 

秘書室(對

外事務組) 

11-9 

http://www.nctu.edu.tw/famous-now  

本校教師歷年獲獎--資訊不全, 可再加一下以

上資訊, 又講座教授名單放那?  

http://rd.nctu.edu.tw/pb_research1 

前次回復： 

1.研發處已著手整合計畫業務組科技部獲獎資訊及研發企

劃組教師歷年獲獎清單至同一頁面，目前網頁建置過渡期

間相關資訊先整合至同一檔案，俟網頁整合完成後將提供

新連結予對外事務組。 

2.另講座教授名單部分，將由人事室彙整相關名單後，於

人事室網頁公告。 

結案 

秘書室 11-10 

建議績效獎金的申請通知不要只是貼第三類公

告，也要發給全校信以及單位主管啊。 

1. 依據本校辦理自籌收入工作酬勞支應基準第2點規定：

「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勞包括以下各款事項：(一)擔

任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二)對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予

以表揚獎勵。(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不含招生業務)有

績效者。(四)協助教師或研究人員辦理自籌收入相關事

務者。(五)協助辦理本校各項招生業務有績效者。」第

10點第1項第1款規定：「應由擬支領者之單位主管敘明

其績效事蹟，填具申請表經工作酬勞審議小組會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可始得支領。」 

2. 依上述規定，工作酬勞申請係由單位主管衡酌自籌收入

及同仁工作績效後，由單位主管提出申請，並非由擬支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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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行政人員自行申請。未來除以書函公告外，另考量

輔以電子郵件再次通知各學院轉知所屬單位主管依規

定衡酌申請。 

學務處(聯

合服務中

心) 

11-11 

學校的聯合中心竟然有賣便宜的電影票跟車

票，真的是佛心來了，希望也可以販售大潤發

或是遠百禮券，造福全校，拜託!! 

本校為全國頂尖大學，學生來自各地，本著服務學生理念，

代購團體車票嘉惠遠來學生，降低交通費負擔；代購優惠

團體電影票，使學生努力功課之餘有機會以低廉金額從事

正當休閒活動調劑身心；而大潤發與遠百禮劵囿於中心人

力與龐大金額保管能力，暫無法執行，且學生是否需至該

商圈進行高額消費，尚待進一步評估與研究，如有需求請

提供需求之必要性數據，以利該中心列入未來執行考量依

據。 

結案 

總務處 12-1 

最近職員宿舍突然找了外包的廠商做全面的清

潔整修美化，讓人感到學校難得重視職務宿舍

的環境，後來得知原來是校長的指示要如此做

的，不知道這些經費是由學校經費還是由住戶

管理費出的?因為前一陣子宿舍周邊種了很多

櫻花，聽說是由住戶的管理費出的，還花了數

萬元，想了解目前維護的情形?也不知道是由誰

決定這些事項?新竹已經到處都有櫻花了，希望

學校在做這些決議是能先調查住戶的意見，避

免讓人覺得錢是亂花的或只是因為少數老師的

要求而去做，這些決策過程及收支情形應該要

寄給每個住戶以示負責。 

1. 經校長指示提升住宿品質，在總務長視察後裁示，依各

職務宿舍之現況，分短中長期實施宿舍清潔整修美化，

規劃內容已於106學年度第1次職務宿舍委員會中報告，

會議紀錄可至總務處網站參閱。經費則由宿舍維修費和

學校補助專項共同分攤支應，後續實施進度與經費支用

情形，亦將於職務宿舍委員會中報告。近期，我們已開

始在各社區進行相關施作，未來我們仍將繼續努力改善

宿舍環境，以提供更好的住宿品質給同仁。 

2. 九龍宿舍之櫻花，經了解是依本校職務宿舍自治規範，

由村內自行決策，其經費亦由村管理費自行支付。 

結案 

總務處 12-2 從保管組領取的以下牛皮黃色橫式信封右上角 目前本校部分橫式公文封右上角印上「國內郵資已付」許 結案 



59 
 

已印上「國內郵資已付」字樣，常有老師誤以

為此信封已付郵資而直接丟郵筒，也曾至郵局

寄信被拒絕，請釐清是否已付郵資，如未付也

請取消類似文字避免誤導

https://assetweb.nctu.edu.tw/upload/CSM/

106/1060301145024803230241508228.jpg 

可證字號等字樣，係郵政總局給大宗郵件(1000件以上)的

優惠許可證字號，經洽詢領用數量最多的單位-文書組，評

估此類公文封每次用量不超過 1000件，已無使用該優惠之

需求。因此，待目前庫存量用罄後，爾後印製此類公文封，

將不再列印「國內郵資已付」等字樣。 

總務處 12-3 

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之組織章程：（三）遴選

委員：分別由各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各推薦

教師 1人及由候借宿舍同仁互推選 5人兼任

之，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以上之「由候借

宿舍同仁互推選 5人兼任之」，從未詢問編制

外人員，意即從未詢問教師、工友及公務人員

以外之約聘勞工。請問勞工該如何參加？ 

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的組織架構，除了參照本校其它委員

會之編制，亦參考他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之制度。各住

戶的意見，依各村自治的精神，首先在村會討論後，再由

村長彙整村內的意見，於委員會會議中傳達；另一管道由

候借宿舍同仁(必須於每年委員會選舉期間為候借名單者)

互推選 5人為代表，推選對象涵括教師、工友、公務人員

及編制外人員，保管組網站上亦有提供所有委員名單與聯

絡方式，候借者可將意見請候借代表於會議中傳達。如上

述說明，現住者及候借者皆有管道可表達意見，且目前本

管理委員會已達 28人，為顧及開會品質，故參照他校制度，

暫不考慮針對不同職工類別再新增委員名額。 

結案 

總務處 12-4 

今天(12/21)晚上學校又在舉辦大聲喧嘩的活

動，嚴重影響晚上上課同學及老師權益，而且

這是本學期第二次發生了。請學校以後不要利

用有學生上課的時間在校園正中間舉辦活動。 

本活動乃為本(107)年校慶,交大在台建校 60、梅竹 50做暖

身並經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日後如有類似活動將檢討改善。 
結案 

學務處 

(體育室) 
12-5 

前一陣子晚上我競走完正要去靠近排球場的階

梯休息，差點就踩空掉進坑洞裡，原來操場這

裡有一條超長的水溝都沒有蓋子，加上草皮掩

蓋，很容易就讓人跌倒，學校是開放空間，除

了學校的人也很多竹科工作以及全家人來這裡

運動，如果發生意外輕則擦傷重則骨折腦震

目前操場周邊主要通行路徑皆有鋪設水泥溝蓋，供使用者

通行使用，並針對其他路段強化安全措施與宣導，請清潔

外包廠商定時清除雜草。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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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學校應該要把這條水溝加裝水溝蓋以免除

後顧之憂。 

資工系 12-6 

學校建立了即時空氣品質監測系統與網站，但

網站不容易查詢得到。建議可以放個連結在校

園生活的頁面中，方便大家查詢。謝謝。 

已於校園生活中，增列「即時空氣品質監測」供學生查詢。 

http://www.nctu.edu.tw/information/campus-info 
結案 

國際處 12-7 

Please make the online announcement and 

application form in dual language. Cause 

every semester, I have difficulties to 

register the website cause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website and most of them are in 

chinese. 

Having been disseminated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Meeting on 11th January, all units must survey the 

websites and the announcements. Please make sure to 

bilingualize the application forms and online systems 

frequently used by international faculti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friendly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Should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provide 

explicit information to responsible unit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s. 

已於 107年 1月 11日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暨國際事務會議中

宣導，請各單位檢視網頁、公告，尤其是外籍師生固定使

用之申請表單及系統，務請完成中英雙語化，以提供外籍

師生友善之校園環境。 

請反映意見者協助提供明確資訊，以便請承辦單位協助改

善。 

結案 

國際處 12-8 

Please simplify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use English. Thanks a lot! 

Having been disseminated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Meeting on 11th January, all units must survey the 

websites and the announcements. Please make sure to 

bilingualize the application forms and online systems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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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ly used by international faculti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friendly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Should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provide 

explicit information to responsible unit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s. 

已於 107年 1月 11日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暨國際事務會議中

宣導，請各單位檢視網頁、公告，尤其是外籍師生固定使

用之申請表單及系統，務請完成中英雙語化，以提供外籍

師生友善之校園環境。 

請反映意見者協助提供明確資訊，以便請承辦單位協助改

善。 

圖書館 12-9 

1.研究小間沒清理 

2. 網路不能使用 

3. 偷放人帶飲料入館 

1、研究小間內禁止飲食，且禁止與他人交換使用或轉讓，

若有同學發現上述規違事宜請立即通知館員，本館將派員

處理。研究小間有派員定時清掃，若發現前一位使用者沒

有清除垃圾請立即通知館員，本館將派員處理，將前一位

使用者記點 1 次，累計記點 3 次，則停止其空間預約權 30

日。本館也會不定時派員至研究小間查看情形，以維護良

好的閱讀環境。 

2、網路問題已解決。 

3、本館將加強取締攜帶飲料入館。 

結案 

總務處 12-10 

您好，我是運管系大三的葉 00，12/12 禮拜二

早上五點收到一張駐警隊交通違規事件通知單

－停車逾時，違規地點在中正堂，但我是符合

按照正規申請校內停車證的學生，與駐警隊的

有關於中正堂過夜停車之意見，說明如下： 

1. 駐警隊於處理相關政策以採循序漸近式作為，案內管

制措施經 106 年 6月 1日 105學年度第 2次交通管理委員

會決議通過。於 106年 10月 6日完成現場公告牌之設置後，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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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申訴之後，該人員說學校十月開會決

議中正堂停車場凌晨 12-6點不能停車，有寄到

D2信給全校通知，我反應我並沒有在使用 D2

信箱，該行政人員回覆我：公告你就會看嗎？

態度極為惡劣！  

雖然有寄信通知學生，但並未確保每位有在校

內停車的學生都一定清楚有這個新規定，學校

都有我的資料，手機電話號碼、個人信箱等等，

但卻只用 D2信箱，學生並不常使用的信箱來通

知，行政作業流程上有如此重大的疏忽，發生

在交通大學這個頂尖大學，實在有些難堪！  

行政人員說在11月有貼勸導單給車輛停在中正

堂的人，但這樣也只有“停在中正堂的車輛駕

駛人”得知這項新規定，如同前面所說的，無

法確保讓停在學校其他地方的每位學生，都一

定清楚有這個新規定。  

在中正堂前停車場的公告牌，那個區域天黑沒

有路燈，我於當天晚上七點停在中正堂停車

場，加上告示牌字不清楚，無法清楚得知有凌

晨12-6點無法停於中正堂前的停車場有此項新

規定。  

學校為全臺灣優秀的排行前幾名大學，但卻在

行政作業流程上有如此重大的疏忽，為此感到

遺憾！ 

即委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轉發全校性 EMAIL公告並自

106年 10月 11日起至 11月 30日止為違規車輛勸導期。106

年 12月 1日起才正式執行開立違規單。（105學年度第 2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決議會議記錄：詳見下列會議記錄 p4 

http://www.ga.nctu.edu.tw/web/page/attfile.php?u=U

Crh&t=pdf&n=105 學年度第 2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2. 有關隊員回覆問題之態度問題，已提醒本隊所有同仁

注意服務態度及說話的語氣，以免造成誤解。 

3. 同學對於學校的交通違規單有意見時，建議請依交通

管理委員會申訴程序處理。 

其他 12-11 讓人不解之前工四館莫名出現很多狗駐留，最 有關台端的意見，將轉知該辦公室知悉。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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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又出現在工五館了，而且在最近剛整修有台

積電看板附近，讓人驚為天人的台積電不只在

積體電路上有傲人的成就，現在竟然也專注在

高智能動物科技上，那間辦公室的門設計了 2

個按鈕，其中一個離地 30公分給狗專用，原來

這是間專門研發動物智能的實驗室!!! 張忠謀

眼光獨到知道少子化的台灣社會毛小孩將是很

大的數千億市場，這真的是交大智慧校園的一

大突破，相信未來這間辦公室一定能有更多動

物技術發展，如貓狗 GPS追蹤系統，讓交大所

有的貓狗行蹤能隨時掌握避免亂咬人，掃貓狗

大便機器人，各個館舍常出現的狗狗便便可以

自動清掃，自動清洗貓狗裝置，每隻狗都可以

香噴噴，不用再找志工洗狗，學校如果把經費

用在這些研究和設備上一定會有很大的研究成

果及新聞價值，驗證了交大人地位的一句話，

學姊>學妹>校狗>學長>學弟。偉哉交大，讚嘆

交大  



64 
 

說明或改善事項執行情形一覽表(106年第 4季 10-12月份)-未結案 

 

單位 
月份-

項次 
意 見 內 容 

改 善 或 說 明 

(研擬可行方案據以執行) 
管考建議 

人事室 5-2 

依國立交通大學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

條規定：第 4 條 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

人，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委員每滿四人

應有二人由本校人員票選產生之，餘由校長就

本校公務人員或具有監督管理公務人員之一、

二級單位主管中指定。委員之任期一年，期滿

得連任。 委員之任一性別比例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 但從校方通知位中：（四）職員評審委員：

職員 10名（編制內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各

一級單位至多 2人當選擔任。約用人員無資格

被票選，這作法是否不合理呢？謝謝！ 

前次回復： 

有關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勞工代表情事，業於 106年 9月

14 日勞資會議討論，並決議下次會議續研議；擬於勞資會

議蒐集意見後，依校內程序及規定研議辦理。 

本次回復： 

續執行 

人事室 9-2 

請問職員評審委員會的成員改組，目前進度為

何？好像過了很久還是沒有更合理的改變。 

前次回復： 

1. 本校職員評審委員會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考績法及本校

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 

2. 有關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勞工代表情事，業於106年9月

14日勞資會議討論，並決議下次會議續研議；擬於勞資

會議蒐集意見後，依校內程序及規定研議辦理。 

本次回復：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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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級行

政單位 
10-24 

學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法規以及會議，為能讓

大家更能了解交大的政策及發展，建議各一級

單位能比照總務處建置會議記錄專區，彙整並

敘明所有母子法規、權責單位及會議代表名單。 

已設置專區： 

1.秘書室：網頁已設置會議資訊及章程彙編等專區，舉凡

校級會議章程、相關法規、會議行程、會議紀錄、會議代

表或委員名單等資訊，均彙整於此專區內，便利全校師生

及同仁查詢使用。 

2.學務處：已於網站成立各類會議專區，彙整各會議法規、

成員、業務窗口 

3.人事室：除教師評審委員會及職員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多屬密件或涉及個資，原則不對外公開。勞資會議紀錄業

已放至本室網頁→適用勞基法專區。 

4.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相關法規已放置於資訊中心網頁；

而資訊中心例行業務會議資料，因屬技術性規劃討論會

議，僅放置中心內部網頁供內部人員查詢。 

5.教務處：法規已綜整在：http://aadm.nctu.edu.tw/rule/，

會議紀錄已設有專區

http://academic.nctu.edu.tw/conference_record.aspx，其它

尚未綜整入會議紀錄專區之會議，擬彙整後更新 

6.研發處：目前可於研發處網站

(http://rd.nctu.edu.tw/about1)各組、中心之「法令規章」

專區查詢及下載所屬業務相關法規並區別權責單位，研發

常務委員成員已公開於研發處網頁

(http://rd.nctu.edu.tw/rd_meeting2)。有關研發處目前研發

常務委員會議及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議紀錄，因會議案由

內容常涉師生研究成果審議，基於智權及個人資料保護，

不便於網頁逕行公開。 

續執行 

(圖書館、環

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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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計室：關本校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相關會議資訊部

分，除已於主計室網頁「公告事項」專區公開外，亦置於

秘書室網頁會議記錄專區公告中；而主計室正委請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協助製作新網頁，為利校內各單位查詢，屆時

新網頁亦將參照總務處模式建置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

錄專區。 

8.國際處：已於網頁設置會議專區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1-1000-387.php)

，並已公告本處國際化推動委員會及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

之設置辦法。本處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議討論事項為本校推

動國際化之策略、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涉及學生個資，原

則上不對外公開會議紀錄。 

尚未設置： 

1.圖書館：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紀錄將配合辦理 

2.環安中心：已委託廠商協助於中心網頁設置會議與法規

專區。  

人事室 11-1 

建議人事室應該把一些重要函示、判例及相關

法規整理分類放在網頁上，容易混淆的內容應

製成表格比照表，如本校不同身分職員的福

利、休假等等。 

前次回復：目前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刻正研製新版人事室

網頁：重新規劃、整理人員類別導覽、法規及表格分類。 
續執行 

總務處 11-7 

近日在校園騎乘自行車通過減速板時不慎摔

車，車籃物品彈飛，幸無受傷。學校於環校道

路多處設置減速板，對汽車而言，他們只會在

通過減速板時減速，效益不大，甚至園區巡迴

巴士都不會減速，眾所皆知。然而此設置對自

0B前次回復： 

1B1.目前校園內所設置之減速腫為合於法規之型式，其設置

地點多為下坡及轉彎需減速路段、行人穿越較多路段

等，其主要考量為讓行經該處各種車輛均需減速，以確

保行車及行人之安全性。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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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卻是莫大的危險，只要以時速不到 15公里

通過就會彈跳，尤其下坡時為了安全通過減速

板煞車容易鎖死打滑，更是危險。我建議校方

重新評估校園道路安全，拆除減速板，或採用

清華大學校園裡較緩和的柏油路突起。在行人

較多的地方另設告示提醒車輛注意行人，這樣

才能真正治標治本，兼顧行人及自行車的安全。 

2B2.由於自行車車體較輕，行經減速腫時其彈跳程度較其他

車種明顯，敬請務必減速行駛，避免發生危險。  

3B3.校園各項交通規劃及增設均提送交通管理委員會審議後

執行。目前校園速限限制為30公里及各項交通設施設置

是否適宜或需增設之處，將提委員會重新審議。 

4B本次回復：有關減速墊之相關減速設施，擬提106學年度下

學期交通管理委員會重新審議。 

學務處 

(體育室) 
11-12 

我覺得校運會跟體育周的系統弄得很爛，有時

登不進去  

有些項目一開始還忘記放出來，校運會跟體育

周的獎金很差很多，很難吸引大家參加 

前次回復： 

1.原報名系統為學校學生協助架設，功能性較不足，目前

已和資工系教授洽談合作，將重新依據各賽事重新建

構，預計明年可上線使用。 

2.校運會的優勝獎金以團體項目為主，包含運動員創意繞

場及學生團體趣味競賽，總獎金近6萬元，已高出其他體

育活動許多，另外為了鼓勵個人參賽，同時設立 iSPORT

集點活動，集滿3點即可兌換活動紀念品，實施以來成效

良好，校運會參賽人次逐年提升。 

本次回復：已於 1/29 完成第一次討論會，擬依規畫時程依

序進行。 

續執行 



68 
 

附件 9 



69 
 



70 
 



71 
 

 



72 
 

國立交通大學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 

第二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請核作業 

1.用人單位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

月25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

（完成請核審核係指送達人事

室並完成審核通過者）。遇經費

未核定等原因未能事先請核

者，請使用預支經費請核，待實

際經費核撥後辦理轉正經費作

業。 

2.當年度已加入獎助生團體保險

者，請核作業不受上述程序限

制。 

3.獎助生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25

日中午前未能如期完成請核審

核，且尚未參加兼任團體保險

者，倘用人單位確有緊急僱用之

需時，應由用人單位自行e-mail

或傳真至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

司為渠辦理加保作業後，再行請

核。 

4.外籍生、僑生新生請核前需先上

傳學生居留證，陸生需先上傳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至請核系統才能請核。 

二、請核作業 

1.用人單位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

月25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

（完成請核審核係指送達人事

室並完成審核通過者）。遇經費

未核定等原因未能事先請核

者，請使用預支經費請核，待

實際經費核撥後辦理轉正經費

作業。 

2.當年度已加入獎助生團體保險

者，請核作業不受上述程序限

制。 

3.獎助生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25

日中午前未能如期完成請核審

核，且尚未參加兼任團體保險

者，倘用人單位確有緊急僱用

之需時，應由用人單位自行至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團保申請平

台為渠辦理加保作業後，再行

請核。 

4.外籍生、僑生新生請核前需先

上傳學生居留證至請核系統才

能請核。 

5.陸生請核前需先上傳中華民國

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至請核

系統才能請核。 

一、依教育部 107年 1

月 16臺教技(四)

字第 1070007714

號函大專校院獎

助生團體保險已

由旺旺友聯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二、酌作文字修正。 

四、加保作業 

1.人事室依資訊中心擷取資料，於

每月投保日 1日之前一個月 25

日至月底於保險公司完成投

保，保險期限均至當年 12 月 31

日止。 

(1)填寫完要保書或批改申請

書及被保險人名冊後需蓋

印，傳真或 e-mail 至保險

四、加保作業 

1.人事室依資訊中心擷取資料，

於每月投保日 1日之前一個月

25日至月底於保險公司完成線

上投保，保險期限均至當年 12

月 31日止。 

(1)投保完成後平台系統寄送

要保書及明細表需蓋印，傳

真至保險公司正本寄回。 

依旺旺友聯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作

業修改 107年投保流

程。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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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聯絡窗口確認資料

後，即完成投保。 

(2) 若該名學生當月有不同聘

期，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

先投保，若當年度已投保

過，則不再重覆投保。 

2.用人單位緊急加保 

(1)至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

網頁

(https://www.wwunion.co

m/project16/m04.aspx)，

下載表格。 

(2)填寫要保書資料:請詳實填

寫要保書及投保名冊，要保

文件請由用人單位加蓋印

章。  

(3) 傳 真 至 保 險 公 司 : 

(02)2741-5403或e-mail至

聯 絡 窗 口 何 小 姐 信 箱

nicole.ho@wwunion.com ，

可於傳真或 e-mail 後自行

去電(02)27765567#814 確

認文件，如確認後即完成投

保。 

(4)每次投保需 5人(含)以上，

收費標準以月計。 

(5)後續作業請參閱『旺旺友聯

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流程及

注意事項』。(附件一)。 

(2) 若該名學生當月有不同聘

期，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

先投保，若當年度已投保

過，則不再重覆投保。 

2.用人單位緊急加保 

(1)進入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網頁

https://www.firstins.co

m.tw/kyc/ 

(2)選擇『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

生團體保險投保平台』 

(3) 每次投保需 5 人(含)以

上，要保輸入：學校統編、

系所資料、學生姓名、身份

證字號。 

(4)開始投保：選擇『學習型兼

任助理專案(保期僅限 1、

6、12 個月)』 

(5)出生年月日格式必須以斜

線做區隔：(yy/mm/dd)共 6

碼，輸入民國年。例：88

年 1月 31日，系統輸入為：

88/01/31，中間使用斜線隔

開。 

(6)完成資料建置後，確認送

出。後續作業請參閱『第一

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流程及

注意事項』。(附件一) 

七、保險期間/保費計算 

期

間

(未

滿) 

12

個

月 

11

個

月 

10

個

月 

9個

月 

8個

月 

7個

月 

6個

月 

5個

月 

4個

月 

3個

月 

2個

月 

1個

月 

比

例 

100

% 
95% 90% 85% 80% 75% 65% 55% 45% 35% 25% 15% 

保

費 
198 188 178 168 158 149 129 109 89 69 50 30 

 

 新增旺旺友聯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費

期間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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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修正草案 

106年 5月 26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7月 7 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法令依據 

依教育部民國106年1月17日臺教技（四）字第1050177801B號令「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辦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要點」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請核作業 

1. 用人單位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 25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完成請核審核係指送

達人事室並完成審核通過者）。遇經費未核定等原因未能事先請核者，請使用預支經

費請核，待實際經費核撥後辦理轉正經費作業。 

2. 當年度已加入獎助生團體保險者，請核作業不受上述程序限制。 

3. 獎助生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 25日中午前未能如期完成請核審核，且尚未參加兼任團

體保險者，倘用人單位確有緊急僱用之需時，應由用人單位自行 e-mail 或傳真至旺

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為渠辦理加保作業後，再行請核。 

4. 外籍生、僑生新生請核前需先上傳學生居留證，陸生需先上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

出境許可證至請核系統才能請核。 

三、加保資料擷取作業 

資訊中心每月 25日起至月底(遇假日提前至最後一個工作日)擷取次月加保名單，產出

學生團體保險資料 excel 檔。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投保，當年度已投保過者，投保至

當年 12月 31日止，不再重覆投保，擷取資料時系統應自動剔除。 

承保資料區分為下列四種： 

1. 本校大學生：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 25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者，為次月加保團

體保險名單。 

2. 本校碩博生：每年 7月 25日及 12月 25日擷取正式生資料(不含在職專班生、外籍

生、僑生、陸生)為 8月及次年 1月加保團體保險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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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加保資料的學籍狀況應為在校、應畢、未畢及畢業未離校。  

4. 在職專班生、外籍生、僑生、陸生亦同本校大學生承保規則。 

5. 由於外校選修生不在承保範圍，故以上資料均排除。(外校選修生包含選讀學分、交

換學生、外校生及提早選讀生－高中生) 

四、加保作業 

1. 人事室依資訊中心擷取資料，於每月投保日 1日之前一個月 25日至月底於保險公司

完成投保，保險期限均至當年 12月 31日止。 

(1) 填寫完要保書或批改申請書及被保險人名冊後需蓋印，傳真或 e-mail 至保險公司，

與聯絡窗口確認資料後，即完成投保。 

(2) 若該名學生當月有不同聘期，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先投保，若當年度已投保       

過，則不再重覆投保。 

2. 用人單位緊急加保 

(1) 至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網頁(https://www.wwunion.com/project16/m04.aspx)，下

載表格。 

(2) 填寫要保書資料:請詳實填寫要保書及投保名冊，要保文件請由用人單位加蓋印章。 

(3) 傳真至保險公司: (02)2741-5403或 e-mail 至聯絡窗口何小姐信箱

nicole.ho@wwunion.com，可於傳真或 e-mail 後自行去電(02)27765567#814 確認文

件，如確認後即完成投保。 

(4) 每次投保需 5人(含)以上，收費標準以月計。 

(5) 後續作業請參閱『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流程及注意事項』。(附件一)。 

五、經費來源 

保費由學生公費支應，但在職專班學生、陸生保費由學校管理費支應。由用人單位緊急

自行加保者，由用人單位自行負擔經費。 

六、理賠申請 

    由生輔組統一協助學生申請。 

七、保險期間/保費計算 

https://www.wwunion.com/project16/m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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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未滿) 
12 個月 11 個月 10 個月 9 個月 8 個月 7 個月 6 個月 5 個月 4 個月 3 個月 2 個月 1 個月 

比例 100% 95% 90% 85% 80% 75% 65% 55% 45% 35% 25% 15% 

保費 198 188 178 168 158 149 129 109 89 69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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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注意事項： 原則上每月 1日前完成投保，但若遇到 1日為例假日則需提前至上個月底前作業。 



78 
 

 

國立交通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七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辦理本校學生休學、

退學、畢業等離校退費

事宜，特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訂定本作業要

點。 

一、為處理本校學生休學、

退學、畢業等離校狀況

退費問題，特依據教育

部「大專校院學生休退

學退費作業要點」訂定

本作業要點。 

依據102年 6 月 25 日教育部

函廢止「大專校院學生休退

學退費作業要點」，改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

法」辦理退費事宜，爰修正

之。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辦理之。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

「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

退費作業要點」辦理

之。 

依據102年 6 月 25 日教育部

函廢止「大專校院學生休退

學退費作業要點」，改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

法」辦理退費事宜，爰修正

之。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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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97學年度第 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5.06.02） 

97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7.11.07） 
 

一、為辦理本校學生休學、退學、畢業等離校退費事宜，特依據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學期開始上課前休退學離校者免繳費，畢業離校者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及

急難濟助金。 

當學期入學新生要完成註冊取得學籍後方得辦理休學。學期開始上課前完

成離校者，全額退費。 

三、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依本校行事曆及學生辦妥離校手續日期

計算，以下均同)離校者，退費三分之二。 

四、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離校者，退費三分之一。 

五、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離校者，不退費。 

六、退費項目含學費、雜費、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個別指導費、宿舍費、體

育場使用費、語言實習費、網路與授權軟體使用費。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之。 

八、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