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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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次次次次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時間：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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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陳龍英副校長、系統許千樹副校長(請假)、林振德教務長、裘性天學務長、 

林健正總務長、林一平研發長、彭德保主任秘書（葉秀雲組長代）、 

黃威主任(請假)、陳耀宗主任、孫春在館長（柯皓仁副館長代）、 

張豐志院長（莊祚敏副院長代）、劉增豐院長（方永壽副院長代）、 

吳重雨院長（林進燈副院長代）、黎漢林院長、陳龍英代院長（人社院）、 

毛仁淡院長、莊英章主委（蔣淑貞主任代）、游伯龍主委（請假）、 

王棣主任、黃靜華主任 

列席：吳翔組長（總務處）、學聯會李垂泰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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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月九日（星期六）為本校 109 年校慶，許多校友嘉賓將攜眷返校，希望全校師 

生同仁踴躍參與共襄盛舉。本日活動結束，出校車輛，依過去經驗將非常擁擠， 

應增開汽車出口如舊南大門及 NDL/園區出入口，以紓解流量。未來只要是辦大型 

活動，均有必要開放各出口，請總務處將此點列為慣例。 

    2.光復路為危險路段，汽機車肇事時有所聞，由於本校坐落地點交通稍有不便，因 

此學生出入多由機車代步，提高危險性，請總務處研擬「短程或機動性之客車接 

送服務」可行方案，不僅為師生同仁提供短程市區交通之方便，更提高了大家的 

安全保障。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教務處報告： 

1.教育部 94.4.1 台高（一）字第 0940032379 號函原則同意調整增設資訊學院，惟 

需併同電機資訊學院更名修訂學校組織規程後再報部核定。 

2.4/8-4/10 本校各學系辦理大學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 

3.4/10 為本校碩士班招生電機類部份(2359 人)筆試，因 4/9 為校慶校友返校日， 

業已協調相關單位督促相關人員加強校慶後校園環境整理(包含各館舍洗手 

間)。另， 4/16 有 7882 人筆試、4/17 有 7313 人筆試。 

四、研發處報告： 

    計畫業務組 

1....國科會修訂國科會修訂國科會修訂國科會修訂「「「「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國科會函知修正「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本次修正重點包括第 5 點

申請書份數及第 11 點繳交報告格式等，已印送文函及自網頁下載作業要點等資料

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辦。欲申請者請上線作業，並請於會議開始 2 個月前辦



 2 

理申請。 

2.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國科會公告受理第一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申請案件。本案每年 

分 2 期申請，第 1 期：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受理當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所舉辦 

之國際研討會，第 2 期：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受理當年 12 月 1 日至隔年 5 月 3 日 

所舉辦之國際研討會。欲申請單位請分別於限期 3 日前辦理。 

3.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審查要點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審查要點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審查要點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審查要點    

教育部函送「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審查要點」，本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 

受理申請同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辦理之活動，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參辦。 

本案另一申請時段為 9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受理次年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所辦理 

之活動。欲申請單位請分別於 2 時段限期 3 日前辦理。    

研發企畫組 

4.敬請鼓勵並推薦所屬單位之教師參與下述獎項之申請敬請鼓勵並推薦所屬單位之教師參與下述獎項之申請敬請鼓勵並推薦所屬單位之教師參與下述獎項之申請敬請鼓勵並推薦所屬單位之教師參與下述獎項之申請：：：： 

1).94949494 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 1111 期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期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期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期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傑出人才傑出人才傑出人才講座講座講座講座」」」」、「積極爭取優秀年輕學積極爭取優秀年輕學積極爭取優秀年輕學積極爭取優秀年輕學    

者者者者」、「積極留任優秀學者積極留任優秀學者積極留任優秀學者積極留任優秀學者」、「傑出成就獎傑出成就獎傑出成就獎傑出成就獎」---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94 年度第 1 期四種獎助與獎項，自即日起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轉

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長推薦人選。詳細之申請辦法與申請書，請至

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www.faos.org.tw。得獎者可獲五年之補助，補

助期滿，可再重新申請。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 4444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之資料繳

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2).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94949494 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辦理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院院院院「「「「94949494 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年表揚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之選拔之選拔之選拔之選拔，自即日起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 

各相關單位轉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長推薦人選。詳細之選拔辦法與 

申請書，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web.nsc.gov.tw/。有意申請之教 

師請於 4444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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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台美基金會台美基金會台美基金會台美基金會「「「「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美基金會「「「「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台灣傑出人才成就獎」」」」（科 

技工程獎、人文獎、社會服務獎）之選拔自即日起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 

關單位轉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長推薦人選。詳細之選拔辦法與申請 

書，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www.tafaward.com/。有意申請之教師 

請於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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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創作獎國家發明創作獎國家發明創作獎國家發明創作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創作獎國家發明創作獎國家發明創作獎國家發明創作獎」」」」    

（發明獎、創作獎、貢獻獎）之選拔自即日起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 

轉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長推薦人選。詳細之甄選要點與報名表，請 

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http://www.tipo.gov.tw/service/about/inventprize.asp。有意申請之師生

請於 4444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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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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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歐盟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笛卡兒研究獎笛卡兒研究獎笛卡兒研究獎笛卡兒研究獎」、「」、「」、「」、「笛卡兒科學傳播獎笛卡兒科學傳播獎笛卡兒科學傳播獎笛卡兒科學傳播獎」」」」---本獎項之選拔自即 

日起至 94 年 5 月 10 日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轉其全體教師週知。 

「笛卡兒研究獎」(The Descartes Prize for Research)頒獎予國際研究團隊， 

以表揚他們在科學領域（亦包括社會科學與人文）卓越表現，獎金總額為 100 

萬歐元。「笛卡兒科學傳播獎」(The Descartes Priz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頒予科學傳播表現傑出者，獎金總額為 25 萬歐元。詳細之甄選 

要點與報名表，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www.cordis.lu/descartes。 

五、總務處報告： 

1.校區新建大樓污水許可辦理情形 

本校「交映樓」及「第三招待所」新建工程因尚未取得新竹市政府污水許可，遲 

遲無法開工，本處已積極協調新竹市政府辦理中，期間除多次電話溝通外，並於 

94.03.15 及 94.03.30 由總務長率曾副總務長、營繕組及環安中心承辦同仁親赴 

新竹市政府下水道課研商解決對策。校內亦召開多次緊急會議並責成營繕組全面 

檢討光復校區全區污水處理量。 

經重新正確推污本校污水產生量，新竹市政府初步確認本校現有污水處理場容量 

足敷使用，本案已於 94 年 4 月 7 日以交大總繕字第 0940001296 號函，將「第三 

招待所及交映樓新建工程專用下水道設施計畫同意書」送新竹市政府工務局(下 

水道課)審查。俟通過後即可開工。 

2.環保大樓新建工程辦理情形 

本案連續六次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第一、二次土木水電共同招標、第三次以後 

改採土木工程單獨招標並採工程減項處理、第五次調高工程預算、第六次公開招 

標（94/4/7 開標）仍無廠商投標)，營繕組正積極研擬後續辦理方向。 

3.棒球打擊練習場的爭議將提景觀審議委員會討論 

因棒球打擊練習場的興建，環繞棒球場四周由研二舍、第十二、十三舍、綜合館、 

工五館、工六館所形成的建築群，其景觀受到嚴重的衝擊，且該建物直接面向新 

南大門引道，破壞校園入口意象，再加上電物系反應屆時開放使用後，接續不斷 

地擊球聲將影響教學研究。本案是否有就地解決方案或遷移他處，擬提景觀審議 

委員會討論。 

4.新 H 棚至學生宿舍間人行棧道水土保持及景觀問題 

本工程施工期間因未做好水土保持，曾發生邊坡坍方，基礎工程遭土方掩埋事 

件，完工後，地貌及景觀受到破壞。本處正積極設法改善中。 

5.新南大門入口意象及廣場空間改造方案 

已完成上網招標的相關文件，近期內可召開評選委員會審定招標文件。 

6.試辦長途客運入校接送學生 

為配合校內學生需要及提供多元化之服務機能，擬試辦長途客運入校接送師生， 

經詢問多家客運公司以豪泰客運意願及配合度最高；經提 94 年 3 月 29 日 93 學 

年度第一次交通管理委員會同意。本案預計 4/22 開始試辦。目前暫以台北至新 

竹路線試行(每天約有 21 班次)，總路程約 70 分。票價部份，豪泰客運同意優惠 

本校教職員工生(含眷屬)每張 100 元（團體票另有優待約 82 元）。對於學生返鄉 



 4 

之尖峰時段，將視該公司車輛調度狀況隨時加開車次。 

1)1)1)1)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請追蹤阿羅哈交通公司優惠案請追蹤阿羅哈交通公司優惠案請追蹤阿羅哈交通公司優惠案請追蹤阿羅哈交通公司優惠案。。。。    

2)2)2)2)學聯會李垂泰會長建議學聯會李垂泰會長建議學聯會李垂泰會長建議學聯會李垂泰會長建議：：：：    

長途客運入校接送帶來便捷，但由於非週末假日前，搭車之學生不多，平 

日每天二十一班次是否太頻繁？且大型客車繞行校內易造成不便，因此建議是 

否集中於週末假日前學生返家人潮多時，再進入校園密集發車？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先依據本校交通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先依據本校交通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先依據本校交通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先依據本校交通管理委員會之決議，，，，試行一段時間後試行一段時間後試行一段時間後試行一段時間後，，，，再視狀況調整再視狀況調整再視狀況調整再視狀況調整。。。。 

7.餐廳管理委員會 

九十四年三月十六日由總務長主持召開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餐廳管理委員，會議 

重要報告及決議事項如下： 

一) 報告事項： 

1)鍾連智工友已於 94.03.01 調任總務處事務組外勤班。 

2)二餐一樓自助餐（含 7-11 便利商店），自九十四年一月起以「鴻發達有限 

公司」名義捐贈，每年回饋學校壹佰萬元。經與學聯會及學務處討論決議， 

其中 70％為「清寒獎學金」，30％為「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並由學務處主 

辦。本案現已進行至新約用印階段。 

二) 討論事項決議情形： 

1)有關二餐三樓經營模式及工友專任事宜乙案。決議：鍾員工友身份應予保 

障；工友必須專任，以符合法律之規定；校方委託原經營團隊繼續經營， 

合約期限以 4.5 年為原則。 

2)為健全校園餐廳、便利商店、書局等委外經營管理制度，校園委外經營管 

理招商一律採政府採購法組成十七人評選委員，包括：學生代表五人、教 

師代表五人、職員代表三人、校外專家學者三人以及總務長等共十七人。 

其中教職生代表由餐飲管理委員會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互選產生。 

3)修改本校委外廠商之續約辦法乙案。決議：評鑑成績在 60 分（含）以上 

者，續約一年；未達 60 分者，不予續約。 

4)委外招商時明定合約年期及續約條款乙案。決議：爾後本校委外經營之合 

約期限以三年為原則，最多續約二次，每次一年，並載明於招標文件中。 

5)本校現有委外廠商合約即將屆滿，服務及到期年限如下： 

廠商 已經營年期 合約到期時間 

第一餐廳 第 4 年 94.07.31 

二餐二樓素食部 8 年以上 94.07.31 

二餐二樓快餐部 第 4 年 94.07.31 

女二舍一樓中餐廳 第 7 年 94.07.31 

女二舍二樓西餐廳 第 2 年 94.07.31 

女二舍一樓全家便利商店 第 3 年 94.07.31 

奇美咖啡 第 2 年 9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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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第一餐廳因有長期違約轉租事實，本次合約屆滿後不再續約。其 

餘經營年期五年以上之廠商，依新制度重新上網招商，未滿五年 

以上之廠商，則依評鑑成績作為續約與否之依據。 

6)十三舍超商重新招標乙案。決議：請勤務組儘速評估十三舍防空避難室變 

更為其他使用用途之適法性，視評估可行後，儘速完成使用用途變更。 

【本案經與生輔組討論，擬改於十三舍一樓交誼廳設置超商。94.03.21 科

管局人員至現場會勘。本案正辦理公開招商】。 

    8.有關交大十大陋景，已安排與創意小組討論如何改善，如陋景之一的浩然廣場， 

已委請專家進行廣場空間之整體塑造 

六、秘書室報告： 

行政會議記錄之公佈及分送各單位，過去的程序為於下一次會議中確認後，再正式

公佈發送。此模式會受未每週召開會議，影響到紀錄之確認以及發出，而失去時效

性，因此擬建議改用 mail 方式送請書面核閱，請各出席人員一週內確認後即正式

公佈，以提高行政效率。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訂本校系所合一推行辦法，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1.本校 93 學年度第三次校規會決議請教務長召集相關院長研擬全校有關系 

所合一之通案處理原則。本小組於 94.02.16 及 94.03.07 分別召開，會議 

決議不另訂定本校系所合一通案處理原則，採修訂本校系所合一推行辦 

法，並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三條之精神納入本辦法。 

          2.本校原有之系所合一推行辦法如附件一。 

          3.本小組於 94.03.07 會議之附帶決議如下： 

1).為順利推動系所合一辦法，本校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之當然委員，暫依 

教育部相關法規訂定之單位為準，另建議相關權責單位對本校校務會 

議出席委員之定義，重新作通盤考量。 

2).辦法草案於相關會議提案時，能口頭補充說明本辦法精神與實務運作 

時之矛盾現象。 

3).擬明訂「各系所之組織規程須經各所屬院務會議通過後，報學校核 

備。」於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中。 

4).系所合一推行辦法修正草案。 

4.本案若經行政會議通過，擬於校規會報告，並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1.本校系所合一推行辦法草案修訂，本會通過如附件二，後續請依說明 4. 

辦理，於校規會報告，並提校務會議審議。 

 2.說明 3.1).：「建議相關權責單位對本校校務會議出席委員之定義，重新作 

通盤考量」，本項請秘書室辦理。 

3.說明 3.3).：「明訂『各系所之組織規程須經各所屬院務會議通過後，報學 

校核備。』於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中」，本項請秘書室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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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聘用研究所畢業役男志願服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 

官人事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八條訓練研究及進修部份，請討論。（研 

發處提） 

說明： 

1. 本要點第八條第一款原規定「聘用人員在服務期間，計畫主持人應負責輔導

教育及培育其專業學能，並得依工作需要，派赴國內外機關學校參加訓練、

研究及進修，惟不得取得學位」(如附件三)。 

2. 國防部「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第十一條進修及訓

練之規定，對國防訓儲人員進修取得學位之部份並無明文規定(如附件四)。 

3. 為使本校在延攬國防訓儲人選時能突顯其特色並具有可吸引優秀學生之優

勢條件，故擬將本要點第八條第一款「惟不得取得學位」之規定刪除。 

    決議：「國立交通大學聘用研究所畢業役男志願服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人事 

管理要點」修訂通過如附件五。 

    

三、案由：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九條條文，提請核備。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    

說明：1.本校曾與清華大學協議，兩校爾後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條款內容要相同，以降 

低學生保費並確保學生權益。 

2.國立清華大學已於今年二月底完成學生團體保險招標，為使兩校團體保險契 

約條款內容相同，本校擬修訂學生團體辦法第九條條文。 

3.本辦法修訂案業經本年（94）年3月23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 

通過。 

決議：「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修訂通過如附件六。 

     

四、案由：有關本校電子領投標作業程序，擬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實施，請核 

備。（總務處提） 

說明：1.依據教育部 94年3月8日台總（二）字第 0940029939 號函辦理（如附件七）。 

2.為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電子領投標系統」之推動與執行 

，94 年度電子領標達成率應達 100 ％，電子投標則應達成 80％以上。而 

本校 93 年度及 94 年度 1、2 月份執行電子領投標業務成效各為 18.3%及 

29.17%（如附件八），距離工程會設定之目標甚遠。 

3.電子領、投標作業為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包括公開招標、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選擇性招標第一次邀標、限制性招標採公開方式者， 

以 XCA 憑證 IC 卡及讀卡機配合進行公開上網之電腦作業，廠商可自行上 

網下載資料後逕行投標，此乃提供廠商多一種管道領取招標資料規範。 

4.辦理電子領標，機關可免除招標文件準備過多或不足之困擾，減少採購所 

需人力，降低採購成本，提昇採購效率；廠商經由網路電子領標，可以二 

十四小時作業，免除廠商舟車勞頓或郵件往返購買招標文件之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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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校採購金額在 100 萬元以上之案件，一向由總務處之營繕、事務、購運 

各組辦理。為提升電子領投標之成效，1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均須公開上網 

登錄，且均須以 XCA 憑證 IC 卡及讀卡機進行電子領標作業。  

6.總務處購運組已於 3 月 14 日向研考會申請 87 張 XCA 憑證 IC 智慧卡，預 

定發給全校各單位進行 10 萬元以上採購案之電子領投標作業，以提高本 

校實施績效，達成工程會既定目標。 

7.前項 XCA 憑證 I C 卡得免費申請，而搭配之讀卡機則需由本校自行購置， 

價格正在協商洽談中，估計略需花費 3 萬元。預定於 94 年 4 月 30 日前核 

卡，本提案經 94 年 3 月 14 日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提送請行政會議核備 

後實施。 

         擬辦：1.所申請之 XCA 憑證 IC 卡擬以各行政單位、中心及各學院下之各系、所為 

單位，請其填妥 XCA 憑証 IC 卡相關資料後（如附件九），由總務處購運組 

建檔輸入及做適當之配置管理。俟 XCA 憑證 IC 卡核發下來之後，將由本 

組連同讀卡機分發各單位，若有使用上或安裝的問題，購運組將代為處理。 

2.擬於 XCA 憑証 IC 卡核發下來之前，先行由總務處購運組發文全校各單位 

（如附件十），針對電子領、投標採購之相關作業流程詳加說明，有關之 

文件包含「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電子領標）」作業流程 

（如附件十一）及「投標須知（含招標規範）」（如附件十二）。 

3.另於總務處購運組網頁、校園公告及刊登本校校訊之方式，以加強宣導有 

關電子領、投標採購之相關作業流程，並隨時接受全校各單位有關業務諮 

詢，以達成電子領標 100 ％之績效目標。 

4.依上述業務推動狀況，擬視實際需要另行安排各使用單位系所有關負責採 

購人員，至總務處購運組進行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以下採購案之實際上網 

操作演練。 

5.有關業務諮詢人員：總務處購運組 

黃日生：分機 52103  楊雪珠：分機 52104  陳祖樑：分機 52105 

許麗珍：分機 52106  

決議：1.本案通過。 

      2.校長指示： 

        1)公告金額以下（100 萬—10 萬）之採購，要採用電子領投標作業程序。 

        2)定期公佈電子領投標績效，績優單位給予獎勵。 

        3)辦理教育訓練，各單位辦理採購之同仁均需參加，行政會議將公佈未出 

席名單，並列入考績評審之參考。 

 

五、案由：檢送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組織章程，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明：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組織章程已經 94.3.16 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 

通過，會議記錄如附件十三。 

決議：本校「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組織章程」修訂第九條為：「本章程由常務會議   

制定，經四所所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並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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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修訂後通過如附件十四。 

 

丙、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本校建教合作之人才培訓案之作業，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明：1.本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業已通過修訂本校建教合作相關之收支管理辦

法以及相關之收支與酬勞費支給要點。至於訓練鐘點費，決議比照本校推

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 

          2.其中有關人才培訓課程之辦理一項，因可能涉及場地費之負擔與可能發給

推廣教育結業證書等，於 91 年 5 月 16 日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相關業務仍依推廣教育程序及相關辦法，由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辦理。 

          3.本案是否仍依說明 2 辦理，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二、案由：本校第十宿舍超商存留案，請討論。（學聯會提） 

說明：1.第十宿舍超商於本年六月底合約到期。 

2.學生意見調查希望能保有該類傳統超商。 

3.該超商所在地為宿舍區，影響學生作息及宿舍管理。 

總務長補充說明： 

宿舍區設超商，於法不合，市政府曾來文糾正要求改善，故去年相關權責單 

位已開會決議合約到期即收回場地，總務處將依此執行。 

決議：1.第十宿舍超商合約到期，校方收回場地，由學務處等相關單位規劃利用。 

2.該超商存廢與否？或另規劃替代方案？或另覓適當地點？請總務處、學務 

處、宿舍管理單位、學聯會等研商。 

 

三、案由：圖書館三樓設置「English Corner」營運案。（總務處提） 

說明：1.本案以委外經營為原則。 

2.洽談過之廠商認為商機有限，均無意願進駐，將持續與相關廠商洽談。 

決議：1.以建造「外籍學生聯誼中心」之模式為藍本，以營造國際交流之場合。 

2.可邀請校外外籍教師協助參與（例如實驗中學外籍教師），本校給予各項 

優惠。 

          3.秘書室、語言中心、學務處、總務處進行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