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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9999444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6666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民國 95 年 3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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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黃威副校長、許千樹台聯大系統副校長、彭德保

主任祕書、馮品佳教務長、裘性天學務長、林健正總務長(吳宗修副總務

長代)、林一平研發長、陳耀宗主任、孫春在館長、李遠鵬院長、劉增豐

院長（方永壽副院長代）、杭學鳴代理院長、虞孝成代理院長、毛仁淡院

長(楊裕雄教授代)、戴曉霞院長、林進燈院長(陳榮傑副院長代)、莊英

章院長、游伯龍主任委員、王棣主任(魏駿吉組長代)、黃靜華主任 

列  席：葉弘德主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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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即將成立，由周景陽教授擔任執行長，由校

長及黃副校長負責整體統籌，將以每月例行 1 次會議積極規劃執行。 

    2. 謝漢萍教授自 3 月 13 日起聘任為本校電機學院院長。 

    3. 梅竹賽又告捷取得五連霸，而這次桌球比賽與清大間有些小插曲，在贏得 

勝利之餘，希望我們能藉此教導學生正確理念及運動家精神，這才是比賽 

真正的意義。 

    4.中央研究院的應用科學中心即將成立，並將光電研究中心設置於交大，再 

次顯現交大尖端研究團隊深受重視，並藉此能與中央研究院及國際級大師 

共同交流研習。 

    5.3 月 6 日剛舉辦的「邁向頂尖大學諮議委員會」參與委員均給予十分睿智 

及懇切的意見。取得教育部的額外補助固能解經費燃眉之急，但規劃前瞻

穩健的藍圖，對交大才是可長可遠的康莊大道，大家共同努力。目前正儘

速彙整當日的寶貴建議，也希望全校教學及研究單位均能依此作為原計畫

書調整及更新的方向。為使日後確實執行，希能先排於下周行政會議上報

告，並於 3 月 22 日校務會議上報告。 

    6.在此次諮議委員會中提及，希能建立全校網路連線，能使老師學生都即時 

查詢各項邁向頂尖大學相關資訊及教學研發等活動，將有促進全校整體的 

參與感及提升推動成效。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三、教務處報告 

(一)95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與碩士在職專班筆試將在 3/11、3/12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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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考試當天難免校園交通擁塞，除了聯合服務中心李主任已與招生組

共同協調新竹客運提供試畢往台北、桃園、中壢、台中國道及市區公車輸

運外，駐警隊為有效疏導校園車流，郭小隊長特別與聯服中心李主任勘查

全校道路與停車場實況，議定考試當天將請大量同學協助全日徹底管制，

各停車場出場車流一律循環校道路逆時針方向單向通行，大學路口並循例

協調交通義警協助疏導離校車流，此一模式將比往年更有效疏導校園車

流，將是日後校慶或畢業典禮等校內大型活動交通疏導模式。 

另，為加強考生服務，已請事務組協調清潔包商加班加強洗手間清潔及安

排外工班協助拉圾清運，亦煩請總務處與各院系共同協助敦促當日到校協

助相關工作的各館舍工友同步加強拉圾處理與洗手間清潔。 

 

(二)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個人申請部份目前正由考生向彙辦中心(中正大學)報名

中(3/10 止)，各學系均加強對考生諮詢服務，爭取優秀學生報考本校。校

長 3/2 到師大附中演講後, 因應師大附中師生的期望,教務處依校長指示

連夜完成 "大學申請入學篩選預測"軟體(http://exam.nctu.edu.tw), 協

助同學估算報考本校系組的機會，此一訊息已於 3/8 見報(聯合報)。為服

務考生提昇本校形象，對於同時報考本校多系組考生將由招生組建議已錯

開的口試時段，煩請各學系配合，另對於遠道的考生宜安排在下午口試，

以方便考生交通時間。 

 

(三)為協助各學系爭取優秀學生，招生組循例在校慶辦理的邀請高中生來校參 

訪知性之旅可配合各學系甄試作業，計有電子系、電信系、機械系、材料 

系、電物系、生科系、運管系、工工管系、資財系、外文系等 10 學系願 

意配合知性之旅運作，相信是爭取優秀同學認同本校的好機會。 

 

(四)今年本校將選派大二學生赴美國紐約理工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

攻讀雙聯學位，聯電更提供三名共兩年獎學金，請院系所鼓勵學生踴躍申

請。並請於 94 年 3 月 20 日前，將申請資料繳交至本單位。 

  附帶決議：1.關於赴美國紐約理工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攻讀雙聯學

位之申請名額，開放各學院分別提供 1~2 名學生送交教務處。 

2.請教務處及研發處將目前校內可提供學生海外研讀的訊息，即時

公布及更新予各學院及學生參考。 

3.系統基金將在 5 月提撥「系統講座基金」請研發處將訊息公布與

老師提出計畫爭取經費。 

 

(五)根據教育部 2/16 及 3/3 的來函，今年的菁英留學補助計畫已將博士後研究

人員、碩博班生、大學部學生分開執行。其中碩博班生及大學部學生的補

助計畫由教務處執行，今年的執行要點為： 

(1) 碩博班生為全額補助(一學年以 3 萬美金為上限)，研修期程最低不得

低於六個月。每校最多薦送三名，預計錄取名額 20~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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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學部學生為部分補助，研修期程最低不得低於五個月，專業實習不

得低於三個月。每校最高獎助新台幣 300 萬元，預定獎助 20 所學校。 

需檢附的資料已請系所公布或至副教務長室網頁下載(校內辦法)。

http://www.cc.nctu.edu.tw/~academic/secondary_academic/abroad

.htm 

四、研發處報告 

(一)配合擴大辦理110週年校慶活動，將於九十五年三月十五及十六日兩天於本校

舉辦第九屆五校交通大學學術研討會，旨在促進校院系所及各領域平台的深

度交流，敬請各系所教授踴躍參與各項行程。 

說明： 

1.會議日期為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星期三)及十六日(星期四)共計兩天，行程

及議程安排等詳如附件甲~1 ~2 ~3。 

2.活動地點假本校電子資訊大樓國際會議廳及各會議室。 

3.活動期間將安排來訪學者赴各系所參觀，屆時敬請協助接待事宜。 

 

((((二二二二))))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959595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受理申請受理申請受理申請    

本件申請案至 95 年 4 月 15 日止接受申請，文函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

參辦。申請書表格等相關資料務請上線製作及傳送，申請單位請於 4 月 12

日前上線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事項詳參文函說明及請自行上網查詢

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計畫業務組將協助處理有關計畫申請造冊彙整事宜，餘

有關延攬研究學者相關問題請向人事室洽詢。 

    

((((三三三三))))中國工程師學會舉辦中國工程師學會舉辦中國工程師學會舉辦中國工程師學會舉辦「「「「95959595 年度表揚建教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年度表揚建教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年度表揚建教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年度表揚建教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    

中國工程師學會函知舉辦「95 年度表揚建教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至本

年 3 月 31 日止。已將文函、上網下載之實施要點、表單及該會歷年得獎名

單等資料一併印送通知各院，如擬推薦或申請，請以各院為單位提出申請，

並請於 3 月 28 日前填表備函會計畫業務組辦理申請。 

 

((((四四四四))))中央健康保險局公開徵求中央健康保險局公開徵求中央健康保險局公開徵求中央健康保險局公開徵求 9595959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書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書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書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書    

本件來函、附件及網路下載之徵求計畫名稱等資料已印送相關系所

單位轉知參辦。請有意申請者參考附件說明至「政府電子採購網」

付費下載電子標單，或向該局索取計畫標案招標文件，並請依招標

規定備妥相關資料會計畫業務組、人事室並送秘書室核章後於 95

年 3 月 17 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將投標文件送達該局辦理投標事宜。 

 

五、總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乙。 

 

六、秘書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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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2006200620062006 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1.依據本校 2006 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95 年 3 月 3 日)決議，

票選第一階段校長候選人名單為：吳重雨教授及劉增豐教授(依姓氏筆劃順

序排列)。 

2.校長候選人將於下表時間及地點，舉行公開專題演講，歡迎蒞臨。 

專題演講日期 時間 主講者 地點 

第一場次：13:30~15:00 吳重雨教授 
95 年 3 月 17

日 
第二場次：15:15~16:45 劉增豐教授 

光復校區浩然圖書館

地下室國際會議廳

（B1） 

3.投票日：95 年 3 月 22 日(三) 台北校區：9:00~15:30(4 樓第 2 會議室) 

                                                                                                                                光復校區：9:00~16:00 (浩然圖書館 B1 國際

會議廳)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正「本校職工獎勵辦法」一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明： 

1.因鑒於本校辦理服務績優職工之選拔，因部分單位技術或行政人員實際從

事之工作，並未能明確區分為技術或行政工作，致使參選職員之身分界定

屢有爭議，為配合實務運作情況，爰擬將原訂獎項服務績優獎、技術優良

獎合併，並作文字修正。 

2.檢附修正後辦法（如附件一~1）、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2）及舉 

薦評鑑表（如附件一~3）各一份。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完成本校環境管理政策草案（如附件二），經環安委員會通過，送請行

政會議討論。(環安中心提)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學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第二章第四條第一項

訂定安全衛生政策。 

      (二)改善教育部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缺失。 

      (三)本案業於 95.1.18 經第 25 次環安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請附加各推行事項之負責單位，以加強宣導與執行。 

 

三、案由：新修訂公布大學法「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學（業）務

繁重」之單位，得置副主管，其選任、任期、去職及資格訂定原則？

是否增修於本校組織規程中？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 

（一）      大學法中有關副主管設置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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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學法第十三條第三項：「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

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所及學程，得置副主管，以輔佐主

管推動學務。」，第四項：「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

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 

2.    第十四條第三項：「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

學務繁重之單位，得置副主管，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其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二）      在教育部 95.01.20「研商大學法修正後各校應辦事項第 2 次會議」

通過之「大學法修正後各校應辦事項參考原則」中： 

1.    第十三條條文之學校應辦事項為「系主任、所長、學程主任之資

格放寬，並得設副主管，但應於學校組織規程或校內相關規定中

明定。」；學校參考原則為「關於『達一定規模、任務繁重』之

情形，由各校於組織規程中明定之。」 

2.    第十四條條文之學校應辦事項為「大學組織全面鬆綁，各校應配

合學校發展之需求，自行規劃調整校內行政組織及編制表，但應

於學校組織規程或校內相關規定中明定。而參考原則為「公立大

學在現行二級行政單位之架構下擬增置行政層級，及增置副主

管、增置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以外之職稱而該職稱擬由職

員擔任者，因涉職務列等規範，均請暫緩辦理，俟本部與銓敘部

協商定案後再議。」 

3.    教育部對於教師兼任學術副主管之進用資格，建議如下：  

(1)副院長：由副教授或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2)副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由助理教授或助理教授級以

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三）      依 89 年 8 月 4 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任務編組

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目前四處、圖書館、計網中心的副主管

由學校行政管理費支付，其餘單位自付。隨附本校 94 學年度教師兼

任副主管名冊供參。 

（四）      擬依行政會議決議，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並於 3 月底前報

部。 

決議：本校目前業依「本校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設置副主管職務，

運作以來順暢並富彈性，毋須另將設置副主管相關事宜明訂於組織規程

中，惟得於組織規程中增列條文規定，本校副主管之設置另訂之。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