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十六次行政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浩然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蔡副校長代)
出席：陳龍英、蔡文祥、林振德(張漢卿代)、裘性天、郭建民、張仲儒、彭德保(請假)、劉
增豐(請假)、張豐志、吳重雨(楊谷洋代)、黃威(請假)、周英雄(張漢卿代)、黎漢
林、劉育東、楊維邦、毛仁淡(請假)、陳耀宗、許淑芳、黃靜華
列席：雷添福、黃椿惠、戴淑欣、張主愛、陳泰谷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蔡副校長報告
1.本校已於 2 月 12 日（星期四）與資策會正式簽約成立「資策會交大聯合研發中心」，
進行長期合作研發，近期內則先進行網路、多媒體、嵌入式系統等方向之研究計畫。
此一中心結合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科學系、電機與控制工程系、電信工程系、運輸科
技與管理學系暨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並有其他院系相關教授參與。初步
分為五大研究群，包括網路通訊技術研究群（召集人資工系張明峰主任）、多媒體技
術研究群（召集人資工系莊榮宏教授）、嵌入式系統研究群（召集人資科系袁賢銘教
授）、電子商務研究群（召集人資科系梁婷教授）、整合技術研究群（召集人電控系
楊谷洋主任），總計約有二十多位教授參與此項合作。執行秘書為資科系施仁忠主
任，由蔡副校長暫兼中心主任。第一年經費約一千五百萬，另外亦初步規劃一專屬的
中心辦公室與共同實驗室空間，以供雙方合作事務與研究人員合作交流之用。本中心
將與資策會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持續密切合作，循穩定的研究方向，互相研討交
流，並建立紮實的行政管理組織，運用創意前瞻的研究能量，進行跨領域研發。
2.為爭取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經費及配合教學評鑑工作，請全校各教學研究單位參酌自身
之教學研究能力，訂定短中長期之里程碑，並由世界知名學校中，自選對等參考比較
之對象。
三、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四、總務處報告
1.工程六館新建工程進度
截至 2/15 工程實際進度 78.29%，較預定進度 83.79%，落後 5.50%。廠商己提進度落
後改善（趕工）計畫，目前正趕工進行 2F~3F 輕隔間封雙面板，6~7F 輕隔間批土作業
施做等施工，預計 93 年 5 月底前可望完工。
2.南大門新建工程進度
截至 2/18 工程實際進度 51.13%，較預定進度 71 %，落後 19.87%。工程落後原因為春
節假期且連續雨季無法施工。廠商已依趕工計畫增加人力機械強力趕工中，現正進行
校名牆、永久性水溝、加勁式擋土牆等施作。預定完工日期 93 年 3 月 21 日。
3.西區聯絡橋及引道工程進度

截至 2/18 工程實際進度 63.42%，較預定進度 73.52 %，落後 10.10%。落後原因為之
前連續雨季無法施工。廠商已依趕工計畫強力趕工中，目前橋面板已施工完成，正進
場管線開挖。廠商應允 3 月 31 日前可通車。
4.機車 D 棚立體化改建工程
截至 2/17 工程實際進度約 63%，較預定進度 75.7%，落後 12.7%。落後主要原因為廠
商能力不足及 93 年元月份一樓樓板灌漿落後累積所致，廠商已依趕工計畫執行趕工
中。
5.第三招待所辦理進度
建築師己於 2/4 提送修正後之初步規劃報告書，營繕組正會簽校內各評選委員進行書
面審查。後續有關測量、鑽探等作業程序，營繕組已積極辦理中。
6.電子表單辦理情形
自從本校電子表單上線以來，所接獲之反映意見，如下：1、工友沒有電腦的問題－事
務組已進行調查各館舍工友需要電腦的數量，計網中心會提供舊電腦供其使用。2、工
友的教育訓練問題－請事務組安排工友出席時間及人員，文書組或廠商皆會全力配
合。3、如何讓單位主管們也上線使用本系統？（尤其是系所主管）沒有時間學習上線
簽核。
前兩項已獲事務組及計網中心協助，得到解決方案。
針對說明第三項系所主管之系統使用教育訓練，擬進行作法如下：1、先由系上助理們
協助指導。2、助理安排時間，讓文書組、計網中心或廠商前往指導，這三個單位的人
員都很樂意全力配合。3、視實際情況需要，安排廠商於某個星期五早上（原行政會議
時段）或星期三下午（原校務會議時段）安排教育訓練，請全校所有單位之主管皆能
到場參與該課程。
7.九十二年十二月份各單位公文稽催數量統計表詳附件甲。
五、會計室報告
(一)立法院審議 9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刪減經費
1.高教司本(93)年 2 月 9 日通知本室，立法院審議 9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對
於「獎補助費」除法定支出部份外(含人事費補助款僅刪 1.5%)，統刪 3%；「設備
及投資」除已發包工程及土地徵收除外，統刪 2%。依上開通案刪減原則，教育部
對本校之補助款刪減金額為 2,834 萬 4 千元，包括補助人事經費刪 1,368 萬 6 千
元、補助業務經費 1,136 萬 5 千元及補助固定資產刪 329 萬 3 千元。（詳如附件
乙）
2.本校 93 年度分配預算超分配 6,164 萬 8 千元，連同立法院審議刪減補助款 2,834
萬 4 千元，合計超分配 8,999 萬 2 千元，預計 11 月教育部將撥新增班經費(92 年
為 1,401 萬元)及部分專項經費或有節流，期望超支數能減少。
(二)九十二年度決算財務狀況報告（詳附件乙附表）：
1.九十二年度決算業務總收入 37 億 2,047 萬元，業務總支出 36 億 4,685 萬元(含不
須現金支出之財產報廢及軟體攤銷等 1 億 5,954 萬元)，本期賸餘 7,362 萬元。
2.九十二年度資本支出應執行數 6 億 1,807 萬元，實際執行數 4 億 8,939 萬元(含以
前年度保留數轉入)，執行率 79.18%；另有 9,279 萬元申請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
行，停止支用 3,589 萬元。本年度執行結果，學校可用資金結餘 1 億 3,144 萬元
(含動支歷年節餘 2 億 5,051 萬 9 千元，互抵後實際透支 1 億 1,907 萬 9 千元)，
結餘之主要原因如下：學雜費(含在職專班)超收 8,111 萬元、人事費節餘 5,930
萬元、土地租金節餘 3,051 萬元、資本支出停止支用數 3,589 萬元(含工六館工程
3,439 萬元)。
3.九十二年度結束，本校現金餘額 16 億 2,394 萬 1 千元，內含定存 18 億 918 萬
元，活儲（存）、支存計透支 1 億 8,641 萬 4 千元，及零用金 117 萬 5 千元；其

中屬學校經費計 12 億 5,226 萬 1 千元，佔百分之 77.11，教育部追求卓越計畫
9,579 萬元，佔百分之 5.90，補助及代收計畫 9,729 萬 3 千元，佔百分之 5.99，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 億 7,859 萬 7 千元，佔百分之 11.00。
六、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報告
由於網路病毒層出不窮，一旦電腦系統中毒，往往影響到工作效率與品質，嚴重者甚至
造成網路癱瘓。因此計網中心依據網路管理委員會建議，印製「網路檢測 DIY」手冊，
分送全校教職員。計網中心服務櫃台並隨時提供同學索取。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訂定「本校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辦法（草案）」，請討論。
（研發處提）
說明：1.為積極鼓勵教師出國發表論文，增進本校國際學術交流與知名度，特訂定本辦
法。
2.本案於本年一月十三日業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3.請參卓修正後辦法及申請表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二、案由：本校各館舍 92 年度電費分攤乙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1.本處於 93.01.09 行政會議提案中報告，有關 92 年度全校各館舍電費較 91 年度
成長 13.70%乙事，經與會計室查證確認結果，92 年度原估算電費 87,167,555
元應更正為 76,166,778 元，較 91 年度 75,003,096 元僅增加 1,163,682 約成
長 1.55%，故重新提案討論。
2.92 年度電費較 91 年度僅微幅成長，有關各一級單位電費分攤計算原則，建議
仍依 91 年度方式辦理，說明如下：
(1)各館舍標準電費訂定：原則上沿用 91 年度標準，僅調高博愛校區生科實驗
館（原為博愛校區舊圖書館，變更用途改為生科實驗館）642,689 元及光復
校區科二館（增購實驗室大型儀器設備）725,729 元。
(2)分攤方式：參照 91 年度方式，即各館舍實際用電量倘超過分配數者，超過
部份由學校及一級單位各扣款 50 %；反之，各館舍實際用電量倘少於分配
數者，其節省電費之 50 %分配予一級單位。
3.有關 93.01.09 行政會議案由一之決議「採方案二。但針對 92 年度全校平均電
費成長率 13.70%之用電增加現象，建議總務處研擬分析報告，並提出當因應措
施。」建議暫緩執行。
擬辦：擬請會計室辦理後續扣款相關事宜。
決議：原則通過。但標準電費依前兩年電費(90,91 年)之平均電費乘以九五折計算，重
新試算後的新數據將公布與各單位參考。
附帶決議：請總務處協助通知全校各館舍電腦使用後關機以省電之說明與做法。
三、案由：擬設置本校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請討論。（總務處保管組提）
說明：1.本校有楊英風之「祥龍獻瑞鑄銅」等十件戶外作品，目前列帳於本校一般財產
項下，是否列為珍貴財產乙節應審慎為之。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
動產管理要點」，為妥適管理珍貴動產、不動產設置該評審委員會。
2.檢附本校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組織規則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後通過。
附帶決議：俟本校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成立後，再研擬該委員會之評審及保管辦
法以利執行。

丙、臨時動議
校園景觀之維護，小至草皮與樹木之修剪、違規停車之取締等以及校園行車提昇更快捷
安全的通行品質等，需要悉心規劃與大家共同遵守規則來完成。

丁、散會：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