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二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六次擴大行政會議
擴大行政會議紀錄
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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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陳龍英、蔡文祥、林振德、裘性天、郭建民、張仲儒、彭德保、張豐志(請假)、
吳重雨、劉增豐(陳春盛代)、黎漢林、林代院長振德(戴曉霞代)、楊維邦(黃家
齊代)、毛仁淡、陳耀宗、王棣、黃靜華、李鎮宜、楊谷洋、唐震寰(施仁忠代)、
施仁忠、張明峰(請假)、賴暎杰、杭學鳴、莊紹勳、郭仁財(施仁忠代)、莊祚敏、
朱仲夏(請假)、蔡孟傑(請假)、謝有容(請假)、盧鴻興(李昭勝代)、林登松(請
假)、丁承(請假)、虞孝成(請假)、李經遠(請假)、許巧鶯、汪進財(許巧鶯代)、
唐麗英、陳安斌、曾國雄(黎漢林代)、劉尚志(請假)、李昭勝(請假)、羅濟群(請
假)、曾慶平(毛仁淡代)、黃鎮剛、楊裕雄(黃鎮剛代)、李安謙(請假)、陳春盛、
傅武雄、方永壽、張翼(請假)、林志高、戴曉霞、劉美君(周英雄代)、郭良文(楊
台恩代)、張恬君(莊明振代)、劉紀惠(請假)、劉育東(請假)、辛幸純、蔡今中、
楊永良(請假)、張玉蓮
列席：雷添福、莊仁輝、陳泰谷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學校目前在進行各項興建及增建工程進度追蹤，刻由總務處營繕組等相關單位全
力改善及積極解決問題中。例如：交映樓、客家學院大樓、管一館改建及南大門
改建等。並期待校務基金能更為靈活的運用因應當前及未來所需。
2.台灣聯大的研究中心主任已遴選，未來四校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將更為積極密
切，希望能藉此激發更多創新觀念與研究成果，期大家共勉之。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總務處報告
1.工程六館新建工程
截至 93.5.30 工程實際進度 96.87 %，較預定進度 99.42 %，落後 2.55 %。本工程
正趕工進行 2~4F 磨石子地磚。93 年 6 月 3 日研考會召開「九十二年度未達考核標
準計畫資本支出預算複審會議」
，本校工六館興建工程列入審查，郭總務長及會計
室王主任列席說明。
2.南大門新建工程
93 年 5 月 27 日辦理初驗，檢查缺失項目已要求廠商限期改善。
3.西區聯絡橋及引道工程
本工程正趕工進行人行道青斗石舖面施工，全部工程預計於 93 年 7 月 20 日（契
約簽訂完工日）前完工。
4.機車 D 棚立體化改善工程
第一次驗收所列缺失項目，廠商己全部改善完畢。93 年 6 月 4 日辦理第二次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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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招待所辦理進度
93 年 5 月 20 日由校長主持邀集建築師、校內審查委員、及學人村住戶代表等召開
細部設計協調會，會議結論簽核中俟細部設計確定，建築師即可據以提出完整施
工圖及發包預算，同時向科管局申請建照執照。有關本工程對既有景觀影響及改
善計畫己提 93 年 6 月 1 日校規會審查通過。
6.光復校區游泳池改建案
營繕組己於 93 年 5 月 28 日將修正後之計畫構想書重新函報教育部。
7.九十三年度第一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
93 年 5 月 25 日召開 93 年度第一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各項討論案決議摘要如
下：
(1)九龍村住戶擬將閒置之九龍餐廳成立室內文康桌球室，並請住戶黃進福專人管
理乙案。決議：通過。(2)大學路 1003 巷宿舍地下水管漏水，漏水之超支是否
能由校方負擔乙案。決議：通過。依會計室意見另行造冊退款，並由員工宿舍
維修費項下支出。(3) 「國立交通大學職務宿舍管理辦法」第八條：「申借職
務宿舍按左列標準計算積點：(七)獲借同仁如自願放棄，其候借權益同意繼續
存在，但每次需扣總點數五點……」，建議取消乙案。決議：維持獲借宿舍同
仁如自願放棄，其候借權益同意繼續存在，但每次需扣總點數五點。(4)「國
立交通大學職務宿舍管理辦法」第八條：
「申借職務宿舍按左列標準計算積點：
(一)薪俸：按計算積點之本俸，每滿十元為一點……」，似佔權重過高，建議
修正乙案。決議：同意維持原案者 14 票。
四、研發處報告
研發處劃組
(ㄧ)94 年度榮總台灣聯大整合型合作研究計畫開始申請作業：
年度榮總台灣聯大整合型合作研究計畫開始申請作業：
1.申請期限︰6 月 15 日止（請於 6 月 10 日前交研發處統一彙整發函辦理）
2.於 5 月 14 日發通知至各相關系所，請 全校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3.93 年度各校申請、通過計畫與補助金額一覽表如下圖。
九十三年 榮總台灣聯大研究合作計畫統計一覽表
單位

整合型計畫
申請件數

整合型計畫
通過件數

個別型計畫
申請件數

個別型計畫
申請件數

台北榮總

5

1

25

11

$ 6,493,250

台中榮總

2

1

8

3

$ 3,290,000

高雄榮總

1

1

3

2

$ 3,192,000

中央大學

4

1

15

5

$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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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總金額

交通大學

3

1

6

2

$ 3,600,000

清華大學

3

1

19

8

$ 7,449,750

陽明大學

2

1

32

15

$ 6,725,000

**

整合型計畫每個單位僅限通過 1 個計畫

學術交流組
(二)本校與瑞典姊妹校 Chalmers University 之交流活動：
之交流活動：
（1） 協助辦理瑞典 CITO 申請開設交換學生中文暑期班課程安排：今年七月查默斯
理工大學將有十位學生到交大参加暑期中文班課程，屆時交大將安排每位瑞
典學生一人一位中文助教，協助他們學習中文。經討論決定助教工作費共計 6
萬元(每小時$100*60 小時*10 人)，蔡副校長將請學務處或教務處贊助此工讀
費。並請教務處負責中文助教之聘用工作。
（2） 五月二十四日交大與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舉行第一次聯合推動小組 (Joint
Steering Group)視訊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甲）
（3） 交通大學擬在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設立辦事處，暫訂以”NCTU Europe”『交
通大學歐洲辦事處』為名。本組已擬訂了設立辦事處計畫書（如附件乙）
，含
目的, 組織及工作內容，預估第一年費用為 50 萬元。計畫書將於六月十日交
研發長張仲儒教授與副校長蔡文祥教授參閱後，再上簽呈請校長批示，之後
再回覆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以利配合安排 9 月份之參訪活動時舉辦.”NCTU
Europe”之開幕典禮。
（4） 交 通 大學 與瑞 典查 默斯 理 工大 學 joint workshop 學 術交 流活 動： 此 次
Workshop 主要的內容以 MEMS, Nanotechnology 與 Microwave 為主，並由校
長領隊。研發處已邀請李建平、黃遠東、張翼、邱俊誠、黃國華、徐文祥六
位教授同行，期望透過此次交流能促成雙方進一步的合作。研發處將儘快把
交大此次參訪之目的及 Workshop 人員資料於六月十五日前寄至瑞典查默斯理
工大學，請 Dr. Jorgen Sjoberg 安排適當之教授參與 workshop，以便確定行
程。此次參訪活動的計畫書及預算，將於六月底前上簽呈請校長批示。
建教合作組
(三)九十四年度大陸地區公務旅費預算已獲教育部核定，本校共提報七件申請案，包
含三件考察活動，四件開會活動，總申請數為 2,811,290 元，交流對象包括大陸
四所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等知名學府及研究機構。最後
核定數為 2,811,000 元，近全數通過，金額也為所有四十五所通過申請大學之冠
（第二名為成功大學，核定數為 2,080,000）
。比較去年同期所獲核定數 1,200,000
元，成長率達 134%。
計畫業務組
3

(四)國科會「
國科會「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已核定
國科會已於 5 月 12 日正式函知九十三年度「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
本校獲核件數及金額，本年度本校計 8 件核定計畫案，四年獲核計畫經費共
257,549,000 元，若加上博士後研究補助經費四年共約 34,460,046 元，本校四年
總金額預計為 292,009,046 元，全程執行期限自 93 年 4 月 1 日至 97 年 3 月 31
日止。已上線列印核定清單等資料通知各執行單位應辦事項，其他相關事項請比
照一般專題計畫辦理。詳細計畫明細如下表所列，金額單位為元，博士後研究補
助經費以實際進用核定經費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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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代碼

93R042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四年計畫經費 四年博士後研
及執行單位

總額

前瞻電信微波科技發展計畫 鍾世忠

究經費總額

四年計畫經費+
四年計畫經費
博士後研究經費

備註

總額

38,630,400

7,268,796

45,899,196

42,147,500

3,556,008

45,703,508

80,777,900

10,824,804

-子計畫三：前瞻性三維微波 電信工程系
被動元件與膜組研發(1/4)
93R043

前瞻電信微波科技發展計畫 張翼
-子計畫五：前瞻性微波半導 材料科學與
體元件與電路技術(1/4)

工程研究所
合計

91,602,704 與台大合
作計畫

93R044

下一世代資訊通訊網路尖端 楊啟瑞

29,120,000

7,483,317

36,603,317

31,698,000

0

31,698,000

21,152,600

3,152,990

24,305,590

81,970,600

10,636,307

技術與應用(二)-子計畫二： 資訊工程系
光纖網路及服務品質保證技
術(1/4)
93R045

下一世代資訊通訊網路尖端 林一平
技術與應用(二)-子計畫三： 資訊工程系
後三代全 IP 無線網路技術
(1/4)

93R046

下一世代資訊通訊網路尖端 蔡文祥
技術與應用(二)-子計畫五： 資訊科學系
網路安全(1/4)
合計

92,606,907 與清大合
作計畫

93R047

建構兆位元紀元的光電科技 潘犀靈

12,320,000

0

12,320,000

41,597,300

9,530,152

51,127,452

40,883,200

3,468,783

44,351,983

94,800,500

12,998,935

-總計畫：建構兆位元紀元的 光電工程研
光電科技(1/4)
93R048

究所

建構兆位元紀元的光電科技 潘犀靈
-子計畫一：兆位元時代光電 光電工程研
科技基礎研究(1/4)

93R049

究所

建構兆位元紀元的光電科技 賴暎杰
-子計畫二：下世代光通訊與 光電工程研
儲存技術(1/4)

究所
合計

107,799,435 與中央及
陽明合作
計畫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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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49,000

34,460,046

292,009,046

(五)國科會「
國科會「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計畫」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計畫」（小產學計畫
（小產學計畫）
小產學計畫）申請及核定
國科會九十三年第二期小產學計畫受理申請，校內申請作業至 7 月 27 日（週二）
止，文函附件及應辦事項已於 5 月 31 日印送相關系所轉知參辦，請申請者依規
定期限將申請資料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國科會並於本年 6 月 1 日至 8 日，假中
原、海洋等大學舉辦五場小產學計畫推廣說明會，亦已通知系所轉知教師踴躍
參加。
本校九十三年第一期小產學計畫 15 件申請案，日前全數已陸續接獲國科會核定
文函，計有電控-3 件、資工-1 件、土木-4 件、材料-1 件、環工-2 件、應化-1
件、統計-1 件、生科-1 件及應藝-1 件，已擬定相關辦理事項並印送通知執行
單位，國科會規定須於限期前辦理簽約請款，特請各主持人務必配合辦理。
乙、討論事項
ㄧ、案由：本校「教師研究獎勵」辦法擬
擬併入 「學術研究成就獎」獎勵辦法，請審議。
(研發處提)
說明：相關辦法詳參「學術研究成就獎」獎勵辦法草案及「教師研究獎勵」辦法)。
決議：請參酌各與會單位之建議，再提行政會議討論。
二、案由：有關「國立交通大學傑出人士榮譽酬金支給原則」，請審議。
說明：1.相關辦法詳參「國立交通大學傑出人士榮譽酬金支給原則」及「國立交通
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2.本案若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是否待教育部「高等教育宏觀計畫」通過後，
正式執行之，請討論。
決議：請參酌各與會單位之建議，再提行政會議討論。
三、案由：開設「進修英語」課程相關配套措施，請討論。（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提）
說明：1.配合九十二學年度起實施「外語課程修習辦法」，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將
自九十三學年度起開設「進修英語」課程，供未通過全民英檢之學生修習。
2.考量本校學生實際需求並參酌相關作法特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如附件一。
3.因應相關配套措施之執行，特提出人力及經費需求表如附件二。
其中業務費擬規劃由語言實習費支出；課程助教及專屬網頁之維護等擬規
劃由研究生獎助學金支援；教師鐘點擬簽請學校支援；另人力需求（全時
工讀生一名）擬規劃由推廣教育管理費支援。
決議：通過。
丙、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
一、案由：擬請研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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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047051B 號函，本校應於 6 月 30 日以前
決定 93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並依規定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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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教育部提示請各校考量國內經濟狀況及學生家長負擔能力，審慎
處理學雜費調整案並增加學生助學金額度，以協助學生順利就學。
2.學雜費每年調整上限為 10%，去年本校未做調整，惟大學部一年級學生
每學期加收語言實習費 500 元。9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如附件
。
3.目前本校與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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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校在職專班學分費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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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關於學雜費調整對學生就學獎補助費用提撥之影響擬請會計室說明。
決議：參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共識，簽請校長核示。
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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