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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三三三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次次次次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四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陳副校長代) 

出席：陳龍英、彭德保、許千樹(請假)、林振德(馮品佳代)、裘性天、林一平（卓訓榮

代）、郭建民、黃威(請假)、吳重雨、劉增豐（方永壽代）、張豐志（莊祚敏代）、

黎漢林、戴曉霞、毛仁淡(請假)、孫春在、陳耀宗、游伯龍(請假)、王棣、黃靜

華(楊淨棻代) 

列席：劉麗芳 

紀錄：劉相誼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研發處報告 

(一)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494949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輕學者研究獎年輕學者研究獎年輕學者研究獎年輕學者研究獎」、「」、「」、「」、「學術研究獎學術研究獎學術研究獎學術研究獎」」」」甄選甄選甄選甄選，，，，已於日前開始至本年已於日前開始至本年已於日前開始至本年已於日前開始至本年 3 3 3 3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止受理各院級單位推薦申請日止受理各院級單位推薦申請日止受理各院級單位推薦申請日止受理各院級單位推薦申請--------「年輕學者研究獎」：乃為獎勵未滿四十歲之

年輕教師與研究人員，全校每年至多二名，每人獲得三十萬元獎助金。同一人以

獲獎一次為限，但已榮獲本校「學術研究獎」者不適用本獎項。「學術研究獎」：

全校每年至多五名，每人獲得五十萬元獎助金。同一人以獲獎一次為限。凡本校

專任及擬聘任之教師與研究人員符合本校「學術研究獎勵法」第二條資格者，均

得向所屬院級單位提出申請，再由所屬院級單位依據自行訂定之辦法，評選「年

輕學者研究獎」及「學術研究獎」之候選人推薦名單，向校方提出申請。詳細之

辦法及申請表格，歡迎至研發處網站 http://rdweb.adm.nctu.edu.tw/（研發處

／研發企劃組／交大學術研究獎勵）下載或查詢。 

(二)其他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其他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其他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其他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本處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將下列獎項申請訊息轉

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長推薦人選參與。 

1.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 94949494 年年年年「「「「傑出工程教授獎傑出工程教授獎傑出工程教授獎傑出工程教授獎」」」」--詳細之評選辦法與推薦

書，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 www.cie.org.tw。本獎項之候選人應

符合下列條件：一、該會個人會員且專職我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工程相關科系之

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二、未曾獲得本獎項者。敬請相關學院與系所

主管鼓勵並推薦教師參加，並歡迎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 2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推薦

書與相關申請資料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2.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9494949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研究傑出獎研究傑出獎研究傑出獎研究傑出獎」」」」--詳細之評選辦法與推薦

書等申請表格，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 w3.itri.org.tw/pan。該

基金會為表揚國內外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相關領域之華裔研究傑出人士，特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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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此獎項。敬請相關學院與系所主管鼓勵並推薦教師參加，並歡迎有意申請之

教師請於 3 月月月月 7777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書與電子檔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

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3.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9494949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考察研究獎金考察研究獎金考察研究獎金考察研究獎金」」」」--詳細之評選辦法與推

薦書等申請表格，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 w3.itri.org.tw/pan。

該基金會為獎勵國內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相關領域之研究人員，在國際知名之

學術或研究機構從事短期研究（以二個月為限），以厚植學養，增進研發潛力，

特設置此獎項。本獎項之候選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一、獲得國內大學院校博士

學位畢業五年內或年齡 35 足歲以下具備國內博士學位，目前任職國內之教師

或研究人員。二、已得獎者五年內本會不再受理申請。敬請相關學院與系所主

管鼓勵並推薦教師參加，並歡迎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 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推薦書

與相關申請資料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四、總務處報告 

(一)春節期間光復、博愛校區門禁管制時間： 

光復校區南大門自 94 年 2 月 8 日（除夕）零時起至 94 年 2 月 14 日上午 07:00

時止，共關閉 6 日。另 2 月 5、6、7 及 14 日每日開放時間為 07:00 時至 18:00

時，其餘時段關閉。南大門關閉期間，車輛須繞道由光復校區北大門進出。 

(二)博愛校區後門（含小門）自 94 年 2 月 4 日 22:00 時起至 94 年 2 月 15 日 06:00

時止，共關閉 10 日。關閉期間，機車須由博愛校區前門進出。 

1.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 

94 年 1 月 20 日由總務長主持召開 93 學年度第 2 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

紀錄如附件甲），報告事項及討論案決議如下： 

報告案：(1)目前教授職務宿舍空出三戶（新竹市建功一路 86 巷 2 號 2 樓；新

竹市建功一路 70 巷 6 號 5 樓；新竹市博愛街 75 號之 3）整理修繕

中，待分配。 

(2)目前工警職務宿舍空出一戶（新竹市學府路 130 號之 3），整理修

繕中。 

(3)九十三年員工宿舍維修費共支出 4,809,930 元。 

決議案：(1)有關工警宿舍空戶（新竹市學府路 130 號之 3）擬將改為單身宿舍

乙案，決議：通過。 

(2)有關建功學人村鴿子問題及衍生禽蟎健康危害的解決乙案，決

議：請建功學人村長先行研擬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後，再函請校方

正式發文向市政府或環保單位求助解決之道。 

(3)建功學人村水塔滲水及其衍生壁癌的解決乙案，決議：由總務處



 3 

會同營繕組、村長一同會勘需要修繕的部分，必要時編列預算逐

年檢修以支付龐大維修費用。 

(三)本校各項工程進度概況（詳附件乙）。 

 

五、人事室報告 

(一)九十三年歲末聯歡，業於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假中正堂舉行完竣，承

蒙各單位主管贊助摸彩品及總務處、研發處提撥經費贊助中午餐點，讓參與教

職員工同仁盡興。謝謝各單位的協助! 

(二)有關本校因依政府採購法向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標案，於履約期間未依政府採

購法足額僱用原住民，且未繳納代金，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發單催繳自 91

年 5 月至 93 年 8 月應納代金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4,513,3444,513,3444,513,3444,513,344 元元元元，並訂限繳日期為 94949494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一案，經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申復，該會函復得暫緩繳納，依複審結

果通知辦理，本案擬俟複審結果再據以研議本校處理方式。 

       說明： 

1. 本校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四條規定，應進僱用原住民人數為 0 人，並無

僱用原住民不足額問題。(本校目前僱用原住民 4 人)。 

2. 惟同法第十二條規定，依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 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

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總人數百分之一總人數百分之一總人數百分之一，未達標準者，

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另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

購法」）第九十八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依採購法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於國內

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

之一，僱用不足者，應繳納代金。 

3. 本校因教師承接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之研究計畫，依政府採購法即為得標廠

商，履約期間需依上開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應進用之原住民人數之標準進用，倘進用不足

應繳納代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得標廠商資料

及勞、健保投保資料比對，查知本校於履約期間未依法（採購法）足額僱用原

住民，因此發單催繳。 

4. 綜上所述，本案實因本校同時兼具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及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身分，致生適用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政府採購法問題，復因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4 條及第 12

條對此僱用原住民之計算基準計算基準計算基準計算基準不同所致。 

5. 案經簽會研發處及會計室表示意見，並經核示：「請人事室會同研發處研議辦

理，並提報行政會議。」，本校另於 94 年 1 月 19 日交大人字第 0940000290 號

函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復，經該會函復：「得暫緩繳納，依複審結果通知辦理」 

6. 另教育部於 94 年 1 月 20 日召開「研商部屬學校參與政府採購，其身份為廠商

時依法需僱用原住民或繳納代金，該部因應策略相關事宜」會議，惟會議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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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結論，故本案將俟原住民委員會通知複審結果並參考各校作法後研議處理

方式。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請修正本校約用諮商人員約用標準表之技術加給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明： 

(一)諮商中心為合理調整諮商人員薪資及達到與他校諮商師薪資之衡平，提請修正

本校約用諮商人員約用標準表之報酬薪點及技術加給案，前經本（94）年 1

月 18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職員評審委員會決議如下： 

1. 本校各級諮商人員報酬薪點標準維持不變，另修正各級諮商人員之技術加給

為：諮商師分七千元、八千元、九千元三級；資深諮商師分七千元、八千元、

九千元三級；諮商督導分八千元、一萬元、一萬二千元三級；總諮商督導分

一萬元、一萬二千元、一萬四千元三級。 

2. 本校現行約用諮商人員技術加給，自 94 年 2 月 1 日起依其原支技術加給等

級，改按修正後各該等級技術加給金額支給。 

(二)檢附本校約用諮商人員約用標準表修正草案如附件一、及約用諮商人員薪資

修正前後對照表各一份如附件二。 

決議：通過。 

 

二、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職務宿舍管理辦法」如附件三，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1.因實際情況及法規已與國立交通大學職務宿舍管理辦法並不相符合，故提 

案修改之。 

2.本案已在「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 

通過。 

3.本案俟修正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之。 

原條文 提案修訂為 

十六、退休人員(含資遣人員)： 

(二)七十二年四月廿九日以後借用宿舍

者，於退休後應在六個月內遷出。 

十六、退休人員(含資遣人員)： 

(二)七十二年四月廿九日以後借用宿舍

者，於退休後應在三三三三個月內遷出。 

決議：通過。 

  

四、案由：有關烏克蘭基輔 145 高中來函擬與本校簽訂合作契約一案，請討論。 

（研發處與教務處提） 

說明：(一)相關資料如紙本附件四。 

(二)經研發處與教務處討論之後，認為高中與大學簽訂合作契約不甚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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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校願提供另一份合約，建議由理學院及電資學院代表簽約，表示本

校提供該校協助之誠意及鼓勵該校學生申請至本校就讀，主要重點如

下： 

1.請理學院及電資學院教師提供協助，指導該校高中生進行科學計畫。 

2.本校願與烏克蘭 145 高中維持友好關係，並鼓勵該校的學生申請就讀 

本校，本校將設法提供申請、學業及生活上的協助。 

3.若決定簽約，研發處將協助擬定合約內容與處理簽約細節。 

    決議：建議教務處現階段將此訊息公布校內各院知悉即可。並請各院考量後續諸多 

執行之可行性： 

1. 由於高中與大學簽訂合作契約之模式於現階段尚未成熟，且教育部尚未

有經費預算及配套措施，易造成無法長期推動之隱憂。 

2. 不僅於課程的規劃，乃至外籍高中生之日常生活起居、調適能力等均需 

各單位之配合支援，例如：教務處、學務處等。請各學院宜考量後再進 

行。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案由：交清兩校校車行駛途徑事宜，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決議：由於交清兩校校車之行駛途徑攸關雙方師生之生活品質與權益，建議請學務 

處與總務處再研擬其可行性為妥。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