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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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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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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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校長代) 

出  席：陳龍英、黃威(請假)、許千樹(請假)、彭德保、馮品佳、裘性天、林健正、

林一平（卓訓榮代）、陳耀宗、孫春在（柯皓仁代）、李遠鵬、劉增豐（方永

壽代）、吳重雨(李大嵩代)、黎漢林、毛仁淡(蕭富仁代)、戴曉霞、林進燈(陳

榮傑代)、莊英章(請假)、游伯龍(蔡熊山代)、王棣、黃靜華(敬稱略) 

列  席：李大嵩、李威儀、虞孝成、唐麗英、包曉天、楊谷洋、呂昆明、張漢卿、 

劉家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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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三三三三、、、、教務處報告    

1.本校選派博碩士生出國攻讀雙聯學位春季班申請已開始，相關資料已於 10 月 1

日公佈於本處網頁，請鼓勵院系所資格符合之同學申請。 

2.本校選派優秀大學生赴美國紐約理工大學攻讀雙聯學位辦法已於第七次行政會

議通過，請院系所鼓勵符合甄選資格之大學部二年級在學學生申請。甄選辦法

將於近期內通知院系所，敬請公佈。 

3. 94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將於本月底結案，本處

已於 10 月 25 日發出英語授課補助通知至相關系所，請尚未報帳的系所盡快辦

理，並請提供英語授課資料（電子檔尤佳）或網站給副教務長室。 

4.教務處英文網頁內容已更新，網路學習中心內的虛擬世界文學教學研究課程資

訊也更新完畢。 

5.學生離校電子表單系統於 11 月 29 日~12 月 9 日進行全面測試，測試期間請各系

所專班及相關行政單位（生輔組、諮商中心、僑外組、國際服務中心、就業與

升學輔導組、保管組、出納組、軍訓室、圖書館、體育室、課務組）承辦人配

合系統之測試。為便於測試使用後問題之及時反應，將於測試進行第三天（11

月 30 日 星期三 上午 9:30，浩然八樓第一會議室）舉行測試中說明會。未來系

統正式上線後，學生辦理休學、退學及畢業之離校程序，學生於網路上啟動申

請表單，各系所及相關行政單位於電子公文及表單系統進行簽核，學生無須親

自到各單位即可完成離校程序。 

6.課務組於每年課程加退選結束及課程停開或續開處理後，即刻通知各系所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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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鐘點。目前發現有系所及行政單位教師未申請休假但亦無開課(包括電子

系、光電系、資工系、計中/電資中心等單位)，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

第十二條之 3 規定：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少須教授一門課程（參小時）。法規如下： 

「十二、教師有關研究方面工作得以下列標準併計教學負荷： 

1.指導研究－博士生每生１小時，碩士生每生 0.5 小時，累計至多 3 小

時。 

2.研究計畫－主持人每案 1 小時，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每案 0.5 小

時，累計至多 2 小時。 

3.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少須教授一門課程（參小時）。 

本條所指之研究計畫包括國科會研究計畫、國家型跨領域 

研究計畫、教育部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或中央政府機關 

之委託計畫案。」 

 

課務組每學期發排課通知時均有提醒，請系所及行政單位善盡督促之責，使得

本校各系所及行政單位教師均能遵守此項規定，切實履行教師合約規定並確保

教學人力。 

    

四、研發處報告 

研發企劃組 

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教師獎項甄選之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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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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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月月月 16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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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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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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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獎者五年內該會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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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月月月 16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推薦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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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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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事室報告：    

為簡化各單位每月禮券調查作業並加快禮券發放速度，95 年度生日及教師節致贈

同仁之禮券，擬依日前全校教職員工票選統計最高票大潤發提貨券發送。 

說明：本案經於本（94）年 11 月 4 日通知各單位填列選購意願調查表，共計 1,044

位同仁投票，大潤發、愛買、大遠百、市聯社、風城提貨券各有 638、102、242、

29、33 位同仁勾選，以大潤發提貨券獲最高票數。 

 

七、計網中心報告：    

本校公文流程暨電子表單流程管理系統中之離職表單部分已設計完成，並訂於 11

／21 至 12／4 止由業務單位進行上網進行測試。請大家儘量上網測試，若有不符

需求之處，儘快向計網中心反應，以便要求廠商修正。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教務處網路教務組、招生組、出版組擬調整為數位內容中心、綜合業 

務組。(教務處提) 

說明：1.為在有限預算內發揮組織最高效益，並配合數位教學蓬勃發展之趨勢，

教務處目前網路教務組、招生組、出版組三組擬調整為數位內容中心、

綜合業務組兩單位，出版組裁併： 

數位內容中心職掌： 

‧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課程支援 

                      網路學習平台支援 

‧數位內容    數位教學內容設計 

                      數位教學內容出版 

‧交通大學出版社 

‧交通大學線上學習支援 

‧交通大學線上演講中心 

綜合業務組職掌： 

‧交大簡介、交大概況、教務章則出版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報部行政 
‧大學博覽會 
‧高中宣傳行政 
‧新設系所作業 

‧招生總量作業 

‧各級招生規劃 

 
 

教務處┬─註冊組 
├─課務組 
├─出版組 
├─招生組 
├─網路教務組 
├─推廣教育中心 
└─華語中心 

 
教務處┬─註冊組 

├─課務組 
├─綜合業務組 
├─數位內容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華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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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 (調整後) 

 

2.數位內容中心在業務上將分為拍攝、後製、數位技術支援、出版社與行銷、

行政等領域分項業務，因此有必要以中心的組織發展。 

3.組織調整後，出版組的空間、年度經費、設備與人員等移交再由教務處協調

處理(目前出版組組長由網路教務組組長代理)。 

4.本案擬請同意，並依規定提校規會與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教務處於業務單位名稱上，考量符合其功能適用性，在 

分項業務之工作分配內容亦請清楚明列以免改組後之業務有所遺漏。 

 

二、案由：電信系擬續借部分設備予美商天工通訊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請惠示意見，

請討論。(電信系提) 

說明： 

1.(1)天工通訊積體電路公司於 92 年 7 月借用本系部分設備，應於 94 年 1 月底

歸還，此案經由 92.7.4 日 91 學年度第 33 次行政會議同意。 

(詳附件一-1)  

(2)該公司於 93.12.8 日來函要求續借設備 1 年，於 95 年 1 月底歸還，此案並

經 94.1.7 日 93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同意(詳附件一-2)。 

(3)該公司由於研發需要及設備參數穩定性考量，於 94.9.1 日來函要求再延長

借用期限 1 年，於 96 年 1 月底歸還。 

2.依據電信系行政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電信系教學或研究設備，在不影響教

學或研究之原則下，經由經費暨設備規劃委員會同意後得以外借」。所收之使用

維護費將做為儀器維修費，並依學校規定使用。 

3.本案於 94.10.18 日經電信系經費暨設備規劃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詳附件一

-3)。秉持電信系 92.5.16 日經費暨設備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計算原則，該公司

續借該筆設備 1 年的使用維護費為 530,947 元。在設備出借期間，電信系師生

可無條件到該公司使用該設備，進行研究工作。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總務處舉辦「幫女二舍廣場命名」徵名活動乙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1.女二舍餐廳目前除『全家便利店』、『摩斯漢堡』外，另新引進『藥妝店』、『咖啡

大師』及二樓『沅竹園餐廳』，並開啟本校首座完整的戶外休閒庭園用餐區，本

區將伴隨著咖啡所散發出來的甘醇香氣，還有優美的音樂做襯底，是一個充滿活

力與藝術氣氛的新生地！為了迎接它的誕生，將透過公開線上徵名、網路票選方

式，為女二舍廣場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名字。 

2.活動方式： 

▓ 第一階段「線上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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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由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發揮創意，想出適合本區的名字，並以三百字

以內的文字說明命名的緣由及意義，由主辦單位挑選較適當的５名，以進行

第二階段網路公開票選。 

▓ 第二階段「網路票選」： 

將第一階段所選出來的五個名稱，公開於本校網站，供全校教職員工生票

選，決選出最後優勝者。 

3.本活動結束後，票選結果將公佈於本校校園公告、總務處總務週報、勤務組公告

及 BBS 上。 

4.檢附「幫女二舍餐廳廣場命名」徵名活動企劃案乙份，請參閱。(詳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為期本校校園流浪犬問題之處理有所依據，擬訂定「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流 

浪犬隻處理原則」草案一份供參，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1.總務處為處理校園流浪犬問題，於九十三年六月～九月曾多次與流浪犬義工教師、

學聯會代表研商校園流浪犬處理原則，並於九十三年十月曾請祕書室將該案提交行

政會議討論，雖曾多次安排流浪犬義工教師與會，彼等因時間安排有困難致未提會

討論。 

2.學生會及學生議會皆已通過決議，希望能積極處理並建立流浪犬認養制度。 

3.近來事務組迭接獲教職員生反映，校園流浪犬發生咬傷人事件；復以，最近社會上

之案例：某婦人被流浪犬咬死，台南高等法院判處七股鄉公所必須賠償 200 萬元確

定，因此有關校園流浪犬所衍生之咬傷或攻擊師生問題，已屆刻不容緩亟須處理解

決之時刻。 

4.事務組曾於 94.11.18 舉行校園流浪犬管理座談會，但與會教師強烈反對進行對未

戴項圈之流浪犬進行捕捉。為解決校園流浪犬問題，爰將「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流浪

犬隻處理原則」草案 A 版(綜合各方意見版)、B 版(流浪犬義工教師版)提會討論。 

5.「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流浪犬隻處理原則」所提草案 A 版共十條，B 版共九條， A 版

乃將 B 版全部條文納入，再增加一條，即第九條「建立認養制度、認養人之責任，

及流浪犬總量管制等相關事宜。」 

6.檢附 91～94 年校園內曾被流浪犬侵害、咬傷報案記錄及全國主要大學處理校園流

浪犬一覽表各一份供參。 

決議：為更詳盡規劃相關做法並充分討論，提請下次會議再議。 

 

丙丙丙丙、、、、臨臨臨臨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無。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