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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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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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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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威、許千樹(請假)、彭德保、馮品佳(張漢卿代)、裘性天、

林健正、林一平、陳耀宗、孫春在(李美燕代)、李遠鵬、劉增豐（方永

壽代）、吳重雨(代)、黎漢林(請假)、毛仁淡、戴曉霞、林進燈(陳榮傑

代)、莊英章(蔣淑貞代)、游伯龍(蔡熊山代)、王棣、黃靜華 (敬稱略) 

列  席：郭仁財、呂昆明(敬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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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 5 百億的預算規劃，是採年度評估的方式，各校所遞交計畫書均展現極具

企圖心的願景，今天起更重要的是如何徹底執行以展現成果。我們要關心的是

本校未來卓越研發計畫的進行，及因應邁向世界一流大學所帶來各項改革的衝

擊等。 

2.美國引領世界半世紀之久的科技文明發展，擁有 200 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其自 

由開放而競爭的學術研究環境，從 90%諾貝爾獎得主均由大學產生可見一班。 

3.以宏觀的角度而言：厚實學生資源 Resources/per student；去中央化管理

Decentralization；鼓勵適度競爭 Competitions；加強基礎科學與技術的革新

Basic Science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等。 

4.以微觀的角度而言：以學生為主 Student Centric；以院為主 College Centric； 

  破除化解系所的藩籬 Breakdown of Department barrier；整合共同目標

Coherence of University Goal；集中優勢發展 Focus Strength Fields；精

英師資培訓計畫 Recruiting policy 等。 

5.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僅要網羅國際大師、培訓年輕師資以延續研發成果，也要

改善現有行政組織以促進資源整合及運用、規劃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目標等，希

望能有兼顧遠見與切實可行的藍圖，則交大邁向世界一流大學必然可期。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三、教務處報告 

1.94 學年度第二學期外籍學生申請人數，至 10 月 26 日止共 23 件申請案。 

2.教育部菁英留學專案擴增留學計畫，第一階段（94.07.01~94.10.31 出國者）

獲獎學生共 27 位名單如下，此階段獎學金總額新台幣 5,032,600 元已於 10

月 31 日向教育部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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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所 受獎生 編號 系所 受獎生 

1 電信系博士班 吳佳龍 15 呂中宇 

2 王  馨 16 李佳曄 

3 向華翎 17 徐志寧 

4 胡家璇 18 方怡婷 

5 朱昭昉 19 張筱琳 

6 

生科系學士班 

溫振宇 20 馮楷倫 

7 電資院電子系 陳怡潔 21 徐鳴蔚 

8 電資院資科系 黃啟嘉 22 陳之悠 

9 電資院資工系 王繼偉 23 詹鎮宇 

10 電資院電信系 林哲群 24 

電資院學士班 

吳雨芹 

11 電資院電控系 張伯駿 25 黃章祐 

12 電資院資料系 莊偉赳 26 吳貞儀 

13 王文傑 27 

顯示所碩士班 

魏全生 

14 
電子所博士班 

黃祖德    

 

3.95 學年度選派優秀大學生出國進修，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之名單公佈如下。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別系別系別系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別系別系別系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1 蔡于弘 9212042 12 機械系 何松篤 9214110 

2 
電控系 

吳元鈞 9212054 12 廖軒毅 9218020 

3 電子系 陳昶志 9216097 14 

工學院 
材料系 

陳莉穎 9218050 

4 電信系 A 潘先俐 9213009 15 劉乃瑄 9216095 

5 電信系 A 賴建伯 9213023 16 
應化系 

蔡吟諺 9225007 

6 電信系 A 賴彥成 9213031 17 

理學院 

電物系 許耀銓 9221052 

7 電信系 B 許年德 9213026 18 辛羿葶 9232016 

8 電信系 B 吳展維 9213004 19 吳祐辰 9232001 

9 

電機學院 

電信系 B 張雨晏 9213044 20 

運管系 

黃彥婷 9232013 

10 資訊學院 資科系 沈育德 9223004 21 

管理學院 

管科系 黃書穎 9231004 

11 人社院 外文系 游俞庭 9243001 22 生科院 生科系 徐佳叡 9228006 

 

4.最近幾個月是高中學群介紹的旺季，在招生組協調後，本校各院系參與重點

高中學群介紹統計如附件甲，諸如建中、台中一中、高雄中學、高雄女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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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本校院系極力爭取學生的對象，承蒙各院系主管與教師的辛苦配合，包

含例如遠至高雄的遠程、很多是安排在午休時段的介紹，使得各高中師生得

以獲得最新的大學資訊，也更瞭解本校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努力與成就，在 5

年 500 億放榜後，這樣的宣傳活動更是我們再深耕的好機會。 

  另外也感謝總務處事務組在交通車支援方面的協助，司機先生的辛苦使得例

如遠至高雄的行程能帶給參與教授交通上的方便，也彰顯本校對此一活動的

重視，讓高中更肯定本校對同學的用心。 

5.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廣教育課程開班審查時間預計於十一月下旬舉行，有

預計於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開立新班之單位請依規定備妥開班審查文件，儘

早送件。 

6.為促進文化交流及培養自學風氣，華語中心開辦語言交換服務，提供語言交換

的媒介，但不主動協助配對。欲參加語言交換者，請逕自前往華語中心辦公室

(綜合一館 634 室)前公佈欄張貼個人資訊，或寄郵件至 

mandarin@cc.nctu.edu.tw，由華語中心協助張貼。 

 

四、總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乙。 

    

五、秘書室報告 

1.本校「2006 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17 位委員，業經校內選舉及校內委員

推選結果，委員姓名分別為：鄧啟福委員、曾志朗委員、劉兆漢委員、陳信

宏委員、林進燈委員、潘犀靈委員、林志忠委員、毛仁淡委員、林振德委員、

郭一羽委員、黎漢林委員、毛治國委員、戴曉霞委員、莊英章委員、劉河北

委員、廖威彰委員、郭素玲委員。 

2.本委員會擬訂於本(94)年 11 月 11 日下午 2 時召開第一次遴選委員會議討論

有關本校 2006 年新任校長遴選作業相關事宜。 

 

六、計網中心報告 

由於教育部電算中心、國網中心、中研院提供之頻寬無法滿足交大師生教學

研究之需求，國際電路租金、國內連外骨幹(教育部電算中心提供 1G TANet，

尚不足應付交大 五分之一流量)、微軟師生授權年費、防毒軟體師生授權年

費，四項每年共需 3,338 萬。目前收取學生軟體網路費每年約 2600 萬，委

託計畫電腦網路使用費每年約 500 萬。這些收費皆用於電路租金，說明如下: 

 

(1) 國際電路 1.25G/2.5G 頻寬/介面 年租金 1440 萬，目前使用量 0.8G。 

 

(2) 國內電路銜接 TANet 各區網 2.5G/10G 頻寬/介面， 年租金 1098 萬，目前

使用量 3.8G，其中系所研究單位 2G，宿網 1.8G，行政單位 0.2G，系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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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與宿網尖峰離峰大致相同，行政網路與系所教學研究網路尖峰離峰互

補。 

 

(3) 台聯大(2.5G 雙迴路)、新竹台北 ADSL 骨幹(各 155M)、台北管研往教育部

(10G) 年租金 800 萬，台聯大電路使用量 1.2G 約佔 500 萬，新竹 ADSL 使

用量 70M，費用約佔 100 萬。台北 ADSL 使用量約 15M，費用約 100 萬。

管研往教育部使用量 70M，費用約 100 萬。 

 

(4) 全校師生微軟 client 授權年費 400 萬。 

 

(5) 全校師生防毒軟體授權年費 200 萬。 

 

交大之國際電路用於國際化與研究教學資料之快速搜尋擷取、國內骨幹早先用於

台聯大整合與校際網路教學，除實際需要之外，也相對地提昇了全體教職員生在

網路上抓取資料之效率。 

 

與他校相比，台大租用國際電路 310M 年租金 800 萬，目前使用量超過合約量，

為 600M。 由於台大位於台北市，因地利之便，該校國內電路超過 TANet 1G 部

分，自佈光纖一路 2.5G 經由中研院銜接教育部電算中心，另一路 2.5G 經由台

北市政府銜接教育部電算中心。台大也租用 ADSL 155M 年租金一百萬元，教職員

生限額申請，有人退租才能遞補。 

 

台大之校園軟體授權只簽部分系所，各系所自購教育版軟體，以三年更新費用來

算超過 3000 萬。台大簽防毒軟體授權 300 萬，不含教職員生在家使用。 

 

清大未購買國際電路，未購買國內電路，也未購買 ADSL 骨幹，教職員生之微軟

授權、防毒軟體只簽校內。學校對系所按頻寬大小收取網路使用費，許多系所校

內出口僅 10M。若以交大各系所現所使用之頻寬來算，以清大之收費標準每年全

校系所得繳交之網路使用費將超過一億元。 

 

其它學校之國際電路與國內電路裡有一半以上是 P2P 應用，交大國際電路已經把

大部份 P2P 應用過濾掉，計網中心正上簽籌募經費添購過濾設備，以過濾往 

TANet、TWAREN P2P 之流量，降低智慧財產權侵權概率，也減緩國內頻寬成長需

求。 

 

交大網路費用是否合理，請參考中華電信 HiNet FTTB (Fiber To The Building) 

費率詳附件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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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增修「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支用要點」如附，請討論。 

(研發處提)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一。 

 

二、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請討論。 

(研發處提) 

說明：1.擬將原「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附件二-1 之

第二～八條條文合併，修訂為「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

收支要點（稿）」之第二、三條如附。 

2.本案業經94年10月28日94學年度第三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二-2。 

 

三、案由：擬將「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總中心獎勵評鑑執行細則」附件三-1 併入「國 

立交通大學研究總中心獎勵辦法」附件三-2，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明：1.擬將原「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總中心獎勵評鑑執行細則」之第二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併入「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總中心獎勵辦法」（稿）

附件三-3 之第三條、第七條。 

2.本案業經94年 10月 28日 94學年度第三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罷免辦法，擬提核備，請討論。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 

說明：1.本委員會於提送 94.10.07 行政會議討論時，人事室建議本委員會所

擬定之辦法,部份條文與「國立交通大學院系所單位主管選聘準則」

（母法）不符之處；本委員會依此建議修正辦法並書面徵詢通識委員

同意後,提送修正後之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罷免辦法,

呈請提案核備後實施。 

2.詳附件四：修正後之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為改善校園景觀，提昇生活環境品質，擬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定時定點垃圾不落地清運」作業，請  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1.由於本校目前係將垃圾放置於垃圾子車內，造成垃圾子車附近易滋

生蚊蠅、蟑鼠等病媒，且易產生嫌惡的臭味，迭引發部分師生抱怨。 

2.本處事務組為推動「定時定點垃圾不落地清運」工作，已於 94.10.14

召開第一次說明會，未來一個月內將再陸續召開二次說明會，俾便

各館舍管理員或外包清潔人員屆時能充分配合本項興革措施，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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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景觀之提昇。 

3.本案於取消校園垃圾子車後，則改以垃圾車分別於上午及下午巡迴

校園定時定點收取垃圾，詳如「定時定點垃圾不落地清運」垃圾車

行駛停放路線一覽表附件五-1 及行駛停放路線圖附件五-2。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對於星期六日有開課、會議或其他活動的館舍，例如：

綜合一館、電資中心等，於假日規劃可定點置放垃圾地點，以維護環

境清潔。 

 

六、、、、案由：本系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與學術機構合作準則」，擬提行

政會議核備。(光電工程學系提)  

說明：1.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與學術機構合作準則請參閱附件。 

2.本案業經94年 7月 6日本系系務會議及94年 9月 27日電機學院院

務會議通過。 

決議：請參照研發處已訂定國立交通大學與學術機構合作準則。 

 

七、案由：擬修正國立交通大學運動場地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體育室提) 

說明：博愛校區勤務組組長因總務處組織變更，已納入事務組管理，擬取消

博愛校區勤務組組長代表一席。修改後章程詳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八、案由：友立科技公司擬自 94 年 9 月 22 日起至 95 年 1 月 31 日止借

調資工系劉啟民教授至該公司擔任總經理一案，請審議。 

(人事室提) 

說明:1.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2 點規定，「本準則所稱借調

係指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民營營利

事業機構、財團或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組織之團體，因

業務特殊需要，商借本校教師，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構）

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者。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並完

成交代手續」。 

2.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教師借調期間以

二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擔任

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

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 

3.有關回饋金部份，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6 點規定：「教

師借調至營利事業機構擔任相關工作時，學校應與該事業機

構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回饋金以該教師於本校原有薪俸或

任職機構薪俸中較高者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回饋金得逐案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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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業經資工系及資訊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議：緩議，請資訊學院就劉教授申請借調案提出補充說明，並俟友立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六點及本校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

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後，再提會討論。 

附帶決議： 

1.有關教師借調案，請轉知各單位確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五點規定， 

須經系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俟會議通過並經校

長同意後始得借調。 

2.請人事室於彙整研發處及會計室資料後，將本校教師借調至各營利事業機構

任職，各機構依規定繳納學術回饋金情形，列冊提行政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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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