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十九次行

政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各主管辦公室(本次採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e) 

主席：張校長 

出席：陳龍英、蔡文祥、林振德(馮品佳代)、裘性天、黃慶隆、張仲儒、黃玉霖、劉增豐(郭

正次代)、張豐志、吳重雨、黃威(請假)、周英雄(請假)、黎漢林、楊維邦、陳耀

宗、許淑芳、陳永順 

列席：詹玉如、徐保羅、任建葳、王詩銘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上週視訊會議順利進行得出結論，希望今天及往後的會議，能提供大家充分表達、集思

廣義亦具效率的新會議形態。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教務處報告 

因 SARS 疫情衝擊國內經濟影響，日前台灣聯大系統協調決議 9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比照去年不調整，因此本校 9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不調整。 

四、學務處報告 

(一)防治 SARS 之相關措施。 

(二)國立交通大學 91 學年度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協調會議決事項： 

一、91 學年度畢業典禮，為避免畢業同學及家長，同一時間聚集於同一地點，而

停止舉行原訂之畢業典禮，改由以系（所）或院為單位舉行畢業式（活動

或典禮）。 

二、達到分散人數之目的，畢業活動期程預定自 6 月 16 日（星期一）至 6月 21

日（星期六）之間舉行（畢業週），各系（所）或院可於該週內自行選擇

舉辦畢業式（活動或典禮）。為避免日期、時間、地點及方式衝突建請各

院能先行協調。 

三、各單位舉行畢業式之地點，建議以室外空氣流通之地點為優先考量，時間則

可選擇白天或夜晚。 

四、各單位舉行畢業式（活動或典禮）可不拘泥於傳統形式，以新的思維，創

新、另類或不同的畢業式。 

五、學務處將節省原畢業典禮之經費，以每一畢業生 100 元之金額，補助各單位

辦理畢業活動。 

六、本年畢業活動學校不發函邀請家長參加，但仍可請畢業同學自行考量家庭狀

況；決定是否請家人來校。 



七、畢聯會與學聯會亦積極規劃許多活動於畢業週舉行，詳細活動內容將另行協

調。 

八、畢業式（活動或典禮）概要表，請各系所或院於六月九日（星期一）下午四

時前簽章後，擲回學務處以便彙整。 

校長附議：請學務處構思，以獎勵落實量體溫活動及畢業典禮結合，所提供獎勵金方案 

五、總務處報告 

(一)防範 SARS 緊急應變措施： 

1.為有效防範 SARS，本處已通知校內各餐廳自 92 年 5月 27 日起於餐廳門口實施

量體溫，各餐廳均能配合實施，另請各餐廳於本星期六前完成在自助餐菜餚區

改裝較低之玻璃罩，以確保衛生。本處並已責由勤務組（經營管理組）加強各

餐廳之督導與管理。 

2.駐警隊已於 92 年 5月 27 日起指派專人於北大門、南大門及機車 H棚入口處設

置量溫站，針對擬入校區之校外人士量體溫。 

3.總務處各組同仁已於 92 年 5月 27 日起每日量體溫二次，並做成紀錄；以上量

體溫措施將實施至 92 年 6月 10 日，必要時視實際狀況延長。 

(二)本處已以任務編組方式將勤務組轉型為經營管理組： 

為配合本校業務發展需要，並強化本處服務機能，爰將博愛校區勤務組以任務編

組方式轉型為「經營管理組」；主要任務包括餐廳經營管理、招待所經營管理、

BOT 計畫推動等，未來將再視實際需要，賦予任務。 

(三)本校九十二年三月份公文稽催數量統計表詳附件一。 

六、人事室報告 

報告人事行政局配發口罩案。 

說明：1.人事行政局調查各校人數（不含學生）統一採購口罩配發各單位，本校獲配發

7235 個。  

2.依其配發原則為員工於公聚集場所或其他密閉場所，如參加集會、講習、

出席會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電梯……等請儘量戴口罩，以減低病毒擴

散機會。 

3.口罩已領回，其配發方式，依單位現有數每人先配發 2 個（不含學生），其

餘將統一控管，以備急切之需。 

校長附議：為建立統一窗口以有效執行防治 SARS，請人事室隨時將口罩庫存量知會環

安中心。 

七、會計室報告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案由一：校務基金之投資規劃案。 

決議：1.校務基金之投資規劃應依相關法令及行政程序辦理，以保本為原則追求合理的

報酬，不宜為追求極大化之報酬而承擔過度的風險。 

2.本案委託額度訂為 2.6 億元。 

3.為鼓勵受託業者，展現投資績效，爰建議於本校「辦理委託經營投資業務公

開徵求受託機構申請須知」及委託合約中增訂績效管理費之規定。 

4.評選委員會之委員人選，校內委員六名由資金運用小組成員陳副校長、李昭

勝教授、王克陸教授、陳安斌教授、王淑芬教授及洪志洋教授擔任，外聘

專家學者三名則請管理學院黎院長、陳安斌教授及各位委員協助推薦，名

單擬具後由會計室簽奉 校長核定，後續評選事宜交付評選委員會辦理。 



案由二：購買思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一張。 

決議：本案通過，爾後如有類似情形，授權校長及會計主任決定，事後再向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報告。 

案由三：「卓越研究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籌措乙案。 

決議：1.本案爭取教育部補助 50%經費之提案，據瞭解可能遭到退回，請重新規劃後報

部爭取 94 年度預算補助。 

2.重新規劃之重點以全校宏觀立場規劃所需空間（建築物名稱據教育部意見以

「實驗室」為名為佳），縮減工程經費分年編列，並於確認爭取補助之理

由後，預先向教育部溝通協調。 

3.各使用單位仍請積極推動募款。 

附帶決議：由於學校空間有限，今後新增空間及謄出之舊有空間，均須經學校嚴格審查

管制。 

案由四：「西區校地開發工程」經費 93 年概算編列 2,500 萬元整，擬由校務基金節餘

經費支應。 

決議：依總務處最新規劃資訊，本年度即將執行之西區聯絡橋及引道工程，其節餘款大

約可支應本案所需經費，故本案原則不納入 93 年度概算，爾後視實際進度申

請補辦預算，最高經費額度仍以 2,500 萬元為限。 

案由五：「游泳池改善工程」經費 6,000 萬元整，擬由校務基金節餘經費支應。 

決議：1.本案 92 年度所需規劃設計費，由宿舍統籌款以經常門支應。 

2.請建築所協助規劃設計再交景觀小組選圖，以節省經費且提供學生實習機

會。 

3.本案總經費原則上以五千萬元為目標，並請區別新建及維修部份於合約中分

述.，俾日後財產得以合理金額入帳；93 年度請依編列預算執行。 

案由六：「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經費 4,925 萬元整，擬由校務基金節餘經費支應。 

決議：1.九二一地震之後結構受損部分所需補強相關費用，請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如未

獲補助，同意自校務基金結餘經費予以支應。 

2.使用單位配合款一千萬元，半數請管理學院自籌，半數校長允諾協助募款。 

3.本案未經校規會審議，基於需求急迫性，財源上除配合款外原則同意自校務

基金結餘經費予以支應，惟仍請經校規會審議通過。 

校長附議﹕以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備查。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各系所班組招生名額配置與調整準則，提請 討論。(教務

處提) 

說明：(一)92 年 4 月 7 日台高(一)字第 0920049743 號函送本校，文中提及九十三學年

度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核提報作業。本案須

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核，報部截止日期為 92 年 6月 30 日。 

(二)擬建議分配準則如下： 

1.依新學年度(93)可容許之招生名額點數，先保留 5% 做為統籌調整用

及裕度。 

=﹛(老師數×生師比(－(既有大一、大二、博一、博二及前學年度招

生數(﹜×5% 

2.可容許招生名額點數之餘額再進行配置與調整。 



3.前述餘額如超過前學年度之招生總點數，依部定標準，新學年度必須

調降招生名額，建議採下例方式調整各院系招生名額： 

(a)應調整名額數目以院為單位計算。 

(b)以前學年度招生名額為基準，計算各院之總生師比，其生師比超

出其中最低值之數額做為權重，依比例予以調減。 

(三)各系所班組配置名額報部前提行政會議決議、招生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報

告。 

決議：通過。由於教育部之招生人數制定有固定公式可循，針對系所招生人數之調整，

將在教務處召集各學院院長及副院長開會討論，經彙整後提供各系所招生人數

表。 

二、案由：擬將本校原訂之「國立交通大學職員國內進修處理原則」修訂為「國立交通大學

員工訓練及國內進修處理原則」（新修訂條文如附件二），請討論。（人事室

提） 

說明：(一)查本校原適用之「國立交通大學職員國內進修處理原則」係八十年四月十日

訂定。茲以近年來，公務人員訓練進修規定已作大幅變更，爰有重新檢

討之必要。 

(二)本次配合九十一年新頒布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修訂「國

立交通大學員工訓練及國內進修處理原則」一種，其重點如次： 

1.明訂本原則適用對象。（第二點） 

2.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三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明

確界定「選送」及「自行申請」進修之定義，並明訂選送進修人員

須經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第六、七點） 

3.明訂進修人數及時數之限制。（第八點） 

4.明訂進修費用補助依選送、自行申請、公餘、部分辦公時間等狀況分

為四等級。（第十一點。註：依行政院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院授人

考字第０９２００５３１０１４號函釋略以，各校選送或自行申請

國內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之人員，自九十二年二月一日

起，進修費用得不予補助；上開日期以前，業經補助有案者，仍得

依原規定辦理。另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

施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公餘進修之公務人員，於核定進修

期間，其進修費用，每學期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各機關學

校並得視預算經費狀況，從嚴規定。」 

明訂進修費用補助經費來源編制內公務人員為人事費、約用人員為

管理費。（第十一點） 

決議：通過。請於條文上明示符合進修資格及程序等相關規定。 

三、案由：請討論本校學生「網路使用費」收費問題 (計網中心提) 

說明：(1)國內大學電腦與網路收費調查表(本表來源為各方面管道，不一定百分之百準

確) 

學    校 電腦實習費  網路使用費  宿舍網路費  備   註  
台大  大一大二研一 300     皆以每學期為準  

政大  理工 525 

文法 315 
       

陽明    200      
中央  新生 1000 

舊生 150 
  200    

清華      200    
成大  新生 800   200    



舊生 200 

中正      1000    
中興  大一 300 

研一 400 
  各舍不同 代收代付學校不

經手 
   

輔仁    200      
華梵  無        
高醫     計時收費每學期 

300~500 
     

海洋        200    

結論：除中正宿網每學期要用的人收 1000 外，其他各校大多是宿網每學

期收 200。 

(2)學校在宿網收費實質收入不多，預估交大 6000 人住宿，八成繳費(有些人

會選擇不繳)，每學期可收一百萬，但計網中心針對宿網維護水準會因收

費需要加快反應時間(目前一週維護一次)，大概要多花二、三十萬，宿網

收費後可能需要給學生社團(CCCA)網路偵錯補助費用，剩下可以動用的一

學期不會超過五十萬，攤到全校學生每人每學期可減少學雜費五十元。 

(3)計網中心針對 CCCA 做過記名調查，大家對收費都表贊同，認為一學期宿

網使用收一千不多，宿網更新再收建設費一千五也可以接受。不過針對 

CCCA 做匿名調查，結果完全不同。『學費收到哪？』『宿舍費收到

哪？』『維修那麼慢還敢收費』『宿網那麼差還敢收費』『國際專線 VPN 

不給學生用還敢收費！』『比照微軟自願收一百勉強可以接受』 

(4)請討論 A.是否有需要收取網路使用費？ B.若要收取，收費金額多少較為

合宜？ C.何時開始收費？收費對象以新生為主，或全校學生？ 

決議：今年暫不收費，研究明年是否收費及改善網路可靠度。 

校長附帶決議： 

1.擬將 NDL 合約提送校務會議通過。 

2.擬將田家炳協建光電大樓之合約提送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3.因應 6 月 1日起防治 SARS 的全民量體溫活動，全校館舍將加強檢查措施，例如保留單一出

入口以確實掌握館內成員，另針對各不同情況之館舍進行管制例如綜一館等，請學務處協

同總務處檢視所有館舍以擬相關執行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