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十七次行政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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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德(張漢卿代)、裘性天、黃慶隆、張仲儒、黃玉霖(請假)、劉

增豐(陳春盛代)、張豐志、吳重雨、黃威(請假)、周英雄、黎漢林(請假)、楊維

邦、陳耀宗、許淑芳、陳永順 

列席：楊裕雄、王詩銘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因應 SARS 疫情嚴重，每週行政會議改採視訊會議方式，下星期先至各一級主管館舍

房間安裝視訊電話，亦建議老師之授課盡量改網路教學方式。計網中心規劃此網路

教學系統希與聯大各校系統相容，以提供最大效益，在此決議請教務處及計網中心

研擬所需要提供之相關資源，以進行協助網路教學方案。 

2.SARS 防疫應變小組之層級提高，召集人為張校長，共同召集人為陳副校長，執行秘

書為學務長，以加強其應變與動員能力，目前我們要宣導同學在學期結束之回家方

式與活動，以防止 SARS 疫情擴展為主。 

3.請秘書室對現行公文之流程再作審視，除確定分層負責制度之決行成效，亦避免重要

公文主管漏看之情況。例如新學年度行事曆之確認及重要校級會議之適當舉行時間

決定等。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教務處報告 

教育部回覆本校所陳之九十二學年度行事曆就寒暑假日數及起迄日期，已同意備查。 

四、總務處報告 

1.「環保大樓」構想書審議事宜： 

教育部謹訂於五月十六日下午審議環保大樓構想書，校長將率同相關同仁出席，俾

期審議過程順利。 

2.「第三招待所」規劃事宜： 

為加速第三招待所規劃作業，本處預定於五月十九日召集建築所劉育東所長、營繕

組等單位共同研商後續作業（含製作招標文件、遴選建築師、工程推動等事宜）。 

3.文教會館 BOT 計畫： 

本處已完成德鄰新村南側「文教會館 BOT 計畫」，將於近期內提本校「業務委託民

間辦理推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討論；俟前項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教育部審議。 

五、人事室報告 

九十二年職工暑假上班規定案。 



說明： 

1.依「國立交通大學寒暑假期間職工上班時間及彈性休假處理原則」第一條：「本校每

年寒暑假期程自期期末考後開始至註冊前止。農曆春假較行政機關提前及延後一天

放假。實際日期由人事室依當年度行事曆另行通知。」。 

2.本九十一學年度下學期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學期考試結束，九月八日（星期一）下

學期開始上課、註冊。 

3.本年擬訂定職工自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三日止（星期三）為暑假期間，九月

四日（星期四）起恢復正常上、下班時間。 

4.暑假期間，依慣例曾任職年資未滿三個月者，不予彈性休假；滿三個月以上未滿六個

月者給予彈性休假一日；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九個月者給予二日；滿九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給予三日；滿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給予五天；滿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給予十

天；滿三年以上者給予十五天。（年資計至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約用人員年資

以自到校之日起算。每日下午自十四時起上班。 

附帶報告： 

1.雖然 SARS 肆虐，人事室在星期二、三、四安排 E-learn 線上學習運動，以舒緩大家

對 SARS 恐慌，希望大家擁躍加入。 

2.本校人力資源開發工作，刻正積極籌組發展諮詢委員會。 

校長附議：請計網中心研擬在 SARS 疫情高漲時，學校職員若遭隔離，將如何不使校務

中斷的網路上班方式，但請各單位注意網路資料安全的問題。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成立生物科技學院，請討論。(校長交議) 

說明：1.生科院以獲教育部同意擬於 8/1/2003 年正式成立。 

2.成立之生科院已有三個研究所（生科系所、生工所、生資所）新加入之研究

所已獲教育部同意者有：（陸續每年新成立） 

A.生物醫學研究所（將於 2004 年正式招生） 

B.蛋白質體及蛋白質工程研究所（2005） 

C.生物光電研究所（2006） 

D.生物材料研究所（2007） 

本院組織規則如附件 另簽呈參卓 

決議：通過。第一任院長由校長任命，希望儘速積極統籌相關事宜，並請院教評會或外

界專業諮詢提供更多協助與幫忙，例如教師徵聘之事宜等。 

二、案由：擬請研議 92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教務處提) 

說明：1.依據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20038473 號函(92.3.24)，本校應於 5月 30 日以

前決定下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並依規定報部，相關資料並須登載於招生簡

章中。 

2.日前台灣聯大相關會議中有「4 校調幅一致」，「原則上 5%」，「大學部與

研究所可以分別考量」，「研究生使用資源高，但目前收費相對於大學部

偏低」等共識。 

3.學雜費每年調整上限為 10%，去年本校調整 5%。 

4.91 學年度主要公立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比較如下(以工學院為例)： 

臺灣大學  27,290  中正大學  26,500  



中央大學  27,300  成功大學  27,300  

交通大學  27,620  中山大學  27,310  

清華大學  27,270        

※ a.各校尚有語言實習費、網路使用費差異。 

   b.教育部高教司網頁只登載各校大學部學雜費收費標準(研究所未登)，附收費用未登載。 

5.學雜費調整會影響提撥學生就學獎補助費用，這一部份擬請會計室補充說

明。 

6.本校在職專班學分費因可能均以固定方式出現在各種文宣上，建議不調整在

職專班學分費。 

7.一般研究生部份建議調整學分費 10%。 

8.大學部學分費部份因從成本考量實屬偏低，從 88 年開始就一律調整 10%，

故建議調整 10%。 

9.其他項目(大學部學費、大學部雜費、研究生學雜費基數、音樂所個別指導

費)建議調整 5%。 

10.目前中央附議本校方案，清大原則上全部調 5%，陽明呈 3案(0%，5%，同

交大)請校長批示中。 

國立交通大學 9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草案  

類別  收費項目  91 學年度 92 學年度  適用系所  

大學部學費  16840 17680 電資院系所  

大學部雜費  10780 11310 工學院系所  

研究生學雜費基數  12830 13470 電物,應化系所  
一類  

研究所選讀生學雜費基數  2140 2250 生科學院系所  

大學部學費  16840 17680 應數系所,統計所,物理所 

大學部雜費  10540 11060 管理學院系所  

研究生學雜費基數  12370 12980 人社學院各研究所  
二類  

研究所選讀生學雜費基數  2060 2160    

大學部學費  16680 17510 外文系  
三類  

大學部雜費  6920 7260    

教育學程學分費,大學部學生學分費  1150 1260    

一般(非專班)研究生學分費  1520 1670    

EMBA 研究生學分費  10000 10000    
學分費  

非 EMBA 專班研究生學分費  5000 5000    

 音樂所個別指導費  11120 11670    

備註:  

1.大學部學生收取學費及雜費。  

2.修習教育學程者，收取教育學程學分費。  

3.大學部延修生修習學分(包含教育學程學分)不高於 9學分者，僅收取學分費，高於 9學分

者，收取學費及雜費。  

4.研究所學生依修課收取學分費。  

5.84 學年度起入學研究所學生收取學雜費基數。  

6.音樂所修習音樂個別指導課程者收取音樂個別指導費 。  



7.研究所選讀生每一修課小時應收取一單位學分費及選讀生學雜費基數，惟最多收費六單位。 

決議：1.學雜費之收費標準請比照其他三校，以學雜費不高過為原則。 

2.關於其他收費，例如網路實習費、語言實習費、運動場地使用費用等，亦遵

照四校一致原則之收費精神辦理。 

3.由校長授權召集小組會議對整體方案作成決議。 

三、案由：共聘教授歸屬主聘單位須明確化，請討論。(理學院提) 

說明：部份教授屬兩單位共聘，50/%50%，易造成權責不清，那邊有利就靠向那邊造成

不少行政困擾。提案 討論訂定明確主聘單位如 51%/49%，但此提案不含兼任

行政職務。 

決議：由院長層級單位召集主持，與各相關系所作協調。 

四、案由：本校卓越計劃學校不收取管理費十分不合理。提案討論比照一般計劃收取管理

費，請討論。(理學院提) 

說明：口頭說明。 

決議：1.原則上同意，自下期後卓越計劃收取管理費，比例可再確認。 

2.學校配合款責成主持人與系、所、院列出確認項目。 

五、案由：擬請先行同意分配 2004 年全校各系所期刊經費，以便進行期刊增刪訂及招標作

業。（圖書館提） 

說明：1.由於會計年度已改制為曆年制，而外文期刊的採購亦依循政府採購法辦理，因

此每年均會造成來年的期刊預算尚未分配，各系所就必須於七、八月間來

決定下一年的期刊。有鑑於此，全校 2004 年的期刊預算必須提前於 5 月提

出並確定，方能使圖書館的期刊採購流程合理化，經費掌控更為精確。 

2.圖書館今年的期刊經費共新台幣 4,312 萬元（比去年之 NT$3,956 萬元，成

長 9%），但因實際期刊漲幅達 19%，超出當初 Library Journal 對 2003 年

期刊漲幅預估的 9%甚多。造成各系所必須刪減期刊或由各系所分擔部份經

費，最後實際支出為 4,872 萬元 

3.為維持本校學術期刊品質的穩定，因應匯率、紙價及期刊成本的變動，擬請

給予合理的預算。 

方案一：【以 2003 年的期刊預算為基準】 

再加上期刊預估漲幅 12%（註），計 NT$4,830 萬元。 

方案二：【以 2003 年的期刊實際支出為基準】 

再加上預估漲幅 12%，計 NT$5,457 萬元。 

方案三：【以方案一、二之平均值編列】 

方案一、二之平均值為 5,143 萬元 

註：依據 Library Journal /April 15,2003, p.51-56，以 ISI(SCI、SSCI、

AHCI)所收錄的學術性期刊，分析近五年(1999 年-2003 年)之間的成本變動、

國際間的不確定性、油價的浮動以及來年的匯率變動，來預估 2004 年的期刊

漲幅。 

決議：同意方案三通過。 

六、案由：工研院為執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計畫」，擬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繼續借調機械系曲新生教授擔任該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所長一

案。國科會為應業務需要，擬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九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繼續借調本校機械系蔡忠杓教授擔任該會工程處處長職務一案，請審議。

（人事室提） 



說明：(一)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一條規定，教師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

定，配合公務至國內其他機關任職，且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或配合科

技發展、國家重大建設借調至國內公民營事業機構服務經核准者，得辦

理借調留職停薪。 

(二)教師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 

(三)曲新生教授與蔡忠杓教授初次借調期間為九十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已借調期間為二年，此次繼續借調期間（曲教授二年、蔡

教授一年）尚符前項延長期限之規定。 

(四)本案業經機械系、及工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 

七、案由：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本校兼行政職務教師之強制休假補助費，請討論。（人

事室提） 

說明：(一)本校九十年七月六日行政會議決議：「自九十一年度起，對兼行政職務教師

之強制休假補助費不再發放。」經電話查詢，各校發放情形如附件，提

請討論是否維持原議。若決議發放，亦請討論「兼行政職務教師之適用

對象。」名單中係包含本校組織章程內明訂職稱之主管及依各任務特性

成立後設立之主管（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本校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行

政會議時決議：兼行政主管職務教師之休假旅遊補助費補助對象為二級

以上行政主管（含副長、副主任）及校級委員會執行秘書。當時補助金

額為每學年新台幣八千元。）。 

(二)若決議發放，為配合新任主管之任期，擬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新任主管名

單確定後再通知發卡銀行來校辦理發卡事宜。 

   
休假  休假補助  建議  

新制職員（含技、校工，

駐警）  會計年度  使用國民旅遊卡  依規定  

舊制職員  學年度（93 年起以會計年度

計）  92 年 8 月 1日起使用國民旅遊卡  依規定  

約用人員  學年度  適用國民旅遊卡  補助費用維持每年四仟元，並依國民旅遊

卡規定結報。  

決議：1.決議不發放。 

2.將此補助費移作績效獎金，以別於考績獎金另訂評估辦法，期鼓勵教師與約

聘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