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 

出席：陳龍英、蔡文祥(請假)、林振德、裘性天、黃慶隆、張仲儒、黃玉霖(黃椿惠代)、劉

增豐(陳大潘代)、張豐志、吳重雨、周英雄(請假)、黎漢林、楊維邦、陳耀宗、黃

威、許淑芳(顧淑貞代)、陳永順 

列席：葉弘德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三、圖書館報告 

圖書館五年圖書增購計畫。 

校長裁示： 

1.圖書館四年來館藏增加一倍，圖書館全體同仁努力值得嘉許。 

2.圖書館藏為各校評比之重要指標，應予重視。 

3.研究計畫購置之圖書，依法應列入圖書館藏，請圖書館、會計室及研發處共同研擬相

關辦法。 

4.應積極爭取「政府出版品」及「空中大學出版品」之寄存本校。 

5.圖書館購書經費要增加預算額度，分配預算時請考慮先行劃分出來。 

四、教務處報告 

(一)為提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強化現行外語課程，並訂定本校語言教學明確目標。語

言教學與研究中心蒐集國內各大學外語課程及英文檢測相關規定，並考量本校外

語課程規劃特色及理念，研擬「國立交通大學外語課程修習辦法」，經 92.03.12

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通過。 

主要內容如下： 

1.外語必修總學分為六至八學分，其中「基礎英語」四學分，「進階英語」或

「第二外語」二至四學分；各學院學生另應符合所屬院系之相關規定。 

2.大一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抵免外語課程，並授予學分數： 

(1)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及複試 

(2)托福 550 分（含）以上 

(3)電腦托福 213 分（含）以上 

(4)國際英語測試（IELTS）6 級（含）以上 

3.學生應於大一時修畢「基礎英語」四學分，並於大一第二學期結束時統一參加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以下簡稱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未通過全民英檢中



高級初試之學生，必須於二年級時修習「進修英語」（一）及（二）。「進修

英語」（一）及（二）為一年之連續性自修課程，零學分。學生必須逐級進

修，未通過者，必須重修。「進修英語」課程另訂修習辦法。 

4.未通過全民英檢之學生若自行參加托福考試，成績達 500 分（含）以上（即電

腦托福 173 分（含）以上），可免修「進修英語」（一）及（二）。 

(二)92 學年度招生工作概況： 

1.大學部申請入學招生：已完成第一階段報名，3/28-3/30 各系進行第二階段指

定項目甄試，預定 4/9 上午召開放榜會議。 

2.碩士(專)班入學招生：共有 16440 位考生報考， 4/19 及 4/20 舉行筆試，因今

年較去年報名人數增加 2577 位，本校光復校區試場第二天(4/20)試場容納不

下，經考量各項因素後決定報考電信系及資工系兩系之試場設在新竹高中，為

提醒考生勿跑錯試場，除了注意簡章內筆試地點外，另在准考證、信封及網頁

公告特別強調。 

五、總務處報告 

(一)四月十二日校慶活動配合辦理事項： 

為配合校慶活動，總務處預計於三月底前完成下列事項： 

1.北大門邊坡種植杜鵑花。 

2.博愛校區校園路設施與校門口噴水池重建。 

3.雙語環境指標（含中正堂、行政大樓、館舍路標等）。 

(二)「數位創意與管理研究中心暨田家炳光電中心」辦理進度： 

1.本案基地位置經提報 92.03.03 校規會決議略以：以工四館西側現有停車場進

行規劃。 

2.本案目前正由建築所劉所長率同規劃團隊彙編「構想書」中，預計總工程經費

五億元，其中爭取教育部補助 50％經費，另由各使用單位（含光電中心、

SOC、管理學院、建築學院籌備處）自籌各使用面積之 50％所需經費。 

3.總務處已分別於 91.12.18 與 92.03.13 召開二次籌建會議，並將於 92.04.01

召開第三次籌建會議，以確認構想書內容；全案預計於 92.04.10 前函報構想

書送教育部審議。 

4.本案之預定辦理進度。 

(三)「第三招待所」辦理進度： 

1.本案基地位置經提報 92.03.03 校規會決議略以：以機車 A棚進行規劃。 

2.目前正由建築所規劃中；全案所需經費約 4920 萬元，由本校營運資金支應。 

(四)北大門崗哨新建案： 

1.總務處於 92.03.11 辦理北大門崗哨第一次開標，因廠商資格不符致廢標，已

另於 92.03.20 上午辦理第二次開標，由惠新營造得標。 

2.預定於四月十二日前可望完成崗哨之主體工程（外殼）；全案預計於四月十七

日前竣工。 

(五)配合北大門道路高程調整，將自 92.03.29 上午 8：00 至 92.04.06 下午 17：00

止，全面（雙向）封閉北大門至竹湖東側網球場路段： 

為配合北大門道路高程調整、修改電力、電信、污水人孔暨 AC 鋪設等工程，將

於 92.03.29 上午 8：00 至 92.04.06 下午 17：00 止，全面（雙向）封閉北大門

至竹湖東側之網球場路段（詳附圖：道路封閉範圍圖）；封閉期間，敬請車輛改

道通行，不便之處，祈請見諒。 



(六)請校內各單位配合以提升電子公文交換率： 

1.為提昇本校電子公文交換比率，請各單位承辦人於公文製作時，務必將函稿及

其附件之電子檔以 E-mail 方式傳送至文書組繕打人員。 

2.依教育部針對教育部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共 388 個單位）之公文電子收發文量

統計結果，本校電子收文量為 4,768 件，名列第六名。但電子發文量為 161

件，名列第九十四名。之所以電子發文件數較低，係因本校發文之附件很多，

且都未能以電子檔方式傳送給文書組。故請各單位承辦人皆能儘量將可電子傳

送之公文，其附件之電子檔也能一併傳送給文書組繕打人員。 

(七)出納組已研議縮短校內各單位入帳時程： 

1.為配合校內各單位業務需要，出納組已將入帳時間由原來的每月 1、15、25 日

入帳三次，增加為 1、5、10、15、20、25 日入帳六次，並訂於四月開始實

施。 

2.遇有特殊狀況者，請各單位在造印領清冊時加註說明，俾便會計室、出納組可

機動性隨時辦理入帳。 

(八)「九十一學年度行政研討會總務處列管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1.特二號道路： 

本處已於 91.11.07 完成效益評估報告，且函請營建署暫緩或不開闢該道路，

並已向新竹市政府表明本校立場；建議解除列管。 

2.加速推動國際化、英文路牌與標示牌： 

本處已洽請專業錄音廠商報價，將於近期內進行電話總機雙語化作業；另為配

合研考會推動「營造英語環境計畫」，將於三月底前完成中英文雙語標示牌。 

3.建立預算與計畫評估制度： 

總務處已著手「預算與計畫評估制度」之草擬，預定 92 年 5 月底完成。 

4.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應全數撥交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本處正檢討本校各種場地管理收費辦法並溝通各單位意見，惟意見分歧，正積

極協調處理中，預計 92 年 9 月底修正本校所有之各種場地管理收費辦法，期

將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全數撥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5.訂定空間管理辦法、舊館舍增建空間、新館建成遷入後舊館空間應善用： 

為期校內空間合理分配暨有效利用，本處保管組已完成校園空間管理辦法草

案，且於 92.3.14 行政會議通過修訂「國立交通大學教學研究空間使用分配準

則」及「國立交通大學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通過後試行一年；後續將陸續

整合各單位意見，預計於 92 年 9 月底前完成空間管理辦法。 

6.學校尚有一些閒置的空間，但收回不易，仍須努力： 

本處已積極辦理校內閒置空間之有效利用，目前以委請建築師完成工五館、工

三館、電資大樓、管一館等建築物增建工程之設計作業，並申請建照中；全案

預計於 9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增建工程後，本校將就該等增建空間統籌分配，俾

期校內空間有效利用。 

六、秘書室報告 

(一)校慶籌備進度報告： 

1.目前已召開三次籌備會，預訂 4/8（二）召開最後一次籌備會，確認校慶典

禮、各項節目、活動之籌備工作。 

2.本次校慶除慶祝大會外尚有多項重要活動如：「田家炳基金會協建本校光電大

樓捐款簽約儀式」、「丁肇中名譽博士授證」、「竹之饗宴」、「丁肇中博士

演講」等，請參閱附件節目表，屆時請踴躍參與，共襄盛舉。 



3.本次慶祝大會有多項頒獎獎項及表演活動，請參閱附件校慶典禮流程。 

(二)行政研討會建議推動事項列管表追蹤報告：  

1.第三次追蹤提供最新資料之單位如附件 P2。 

(1)總務處有兩案建議解除列管： 

a.P7/主題一/2.5)特二號道路效益及具體建設。 

b.P39/主題六 5.建立委外辦理業務之作業準則，並成立整合統一之行政

窗口。 

(2)教務處有一案建議主辦單位由出版組改為各院系所：P13/主題二/1.1)資訊

國際化…，建議改由各院系所辦理。 

2.請各主辦單位報告列管案辦理情形。 

七、人事室報告 

主旨：自強康樂委員會於五月舉行二梯次國內短程旅遊，請大家踴躍參加。 

說明：本次國內旅遊預定行程如下： 

(一)預定行程（一）：士林、故宮（參觀福爾摩沙展）、淡水、宜蘭、太平山

休閒之旅 

出發日期：九十二年五月十日、十一日（星期六、日） 

五月十日：新竹→國道→士林官邸→故宮（參觀福爾摩沙展）→漁人碼

頭→濱海公路風景線→鼻頭角風景區→大里天公廟→北關→夜宿羅東、

逛夜市 

五月十一日：晨喚→早餐→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搭乘懷古蹦蹦車→太平

山莊午餐→北宜公路→坪林小憩→芎林晚餐→返回新竹 

預定行程（二）：七股、烏山 休閒之旅 

出發日期：九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星期六、日） 

五月十七日：新竹→國道→泰安小憩→七股海鮮大餐→七股瀉湖、鹽山

→夜宿龍之嶺渡假村、SPA 泳池、卡拉ＯＫ 

五月十八日：晨喚→早餐→烏山獼猴保護區→南化天后宮→午餐→烏樹

林五分車懷舊之旅→經國道、麻豆小憩→月眉糖廠→晚餐→返回新竹 

(二)費用： 

教職員工每人收費 1300 元 (康委會補助 1200 元)，眷屬每人收費 1700

元 (康委會補助 800 元)。於八十九年五月 (含)之後出生之小孩，若不

需佔車位、床位、桌位者免費。 (註：所有費用以四人房為原則，不足

四人而欲住四人房者，須加收住宿差價，若欲住兩人套房者，每人須加

收 250 元。所繳費用包括住宿、伙食、門票，另餐點、飲料、保險等雜

項部份，則由康委會支付。)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勞委會檢查缺失罰款分配比例原則。（環安中心提） 

說明：1.依第 14 次環安委員會決議辦理，通過並提行政會議討論。 

2.有關罰款分攤比例。 

3.請討論，並請會計室就內容條款執行提供意見。 

決議：通過。 

二、案由：有關有列管實驗場所單位研究生入學體檢規定事宜，請討論。（環安中心提） 



說明：1.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規定辦理。 

2.列管實驗場所系所單位(列管包括電腦實驗場所) 之研究所新生，如須進列

管實驗場所做實驗，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實施體格檢查。 

3.請討論。 

(1)研究生新生統一參加一般般健康檢查，如需要進入列管實驗場所從事特

別危害健康實驗作業，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規定，依實驗性質

增加特殊體格檢查指定項目。 

(2)以上體格檢查資料由衛保組統一保管。 

(3)通過並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1)通過(2)有關電腦設備是否視同列管實驗廠所等細節部分，請洽詢教育部確

認。 

三、案由：擬訂定「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監視器裝置及管理規則(草案)」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明：(一)依本校 91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91 年 12 月 11 日）會中，劉復華教授建

議及校長交辦事項。 

(二)為兼顧本校校區安全及保障個人隱私權，特訂定本管理規則。 

決議：經修正後通過。 

四、案由：擬請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院系在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選過程中，若考

生因成績優異直接錄取或成績未達標準，免參加口試者酌減收報名費，提請 

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一)本校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費經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次常務委員

小組會議中決議均為 1200 元，惟因部份院系在書面資料審查項目中，

若考生成績優異直接錄取或成績未達標準者免參加口試；若從考生角度

思維郵寄書面資料之後，就因所謂未達招生院系之標準而沒有機會參加

口試，感到不公之鳴；故教育部重新呼籲各大學報名費收費宜於合理原

則下收費，以杜絕社會爭議，爰此，故擬請本會同意招收院系係屬前揭

情形者，請准予減收報名費。 

(二)屬於前開院系條件者計有：外文系、電資院學士班、電子系、資科系、材

料系等五院系。 

決議：1.招生簡章並未載明退費規定，故一律不予退費。 

2.如有爭議之院系，由教務處協助前開院系各自辦理補救事宜。 

五、案由：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修正，請 討論 (研發處提) 

說明：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已於九十二年一月三日第十七次行政會

議通過，但實際執行過程中，發覺方法仍有各項細節未臻完善，乃提出修正

案。 

決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