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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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555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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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五) 上午十時十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黃威校長(馮品佳教務長代) 

出  席：許千樹副校長(請假)、馮品佳教務長、裘性天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

林一平研發長(卓訓榮副研發長代)、蘇朝琴副主任、陳耀宗主任、孫春

在館長(柯皓仁副館長代)、李遠鵬院長(莊重副院長代)、方永壽院長、

謝漢萍院長、毛治國院長、楊裕雄代理院長、戴曉霞院長、林進燈院長、

莊英章院長、蘇育德代理主委、葉甫文主任、陳加再主任、彭德保主任

秘書 

列  席：梁嘉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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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中國時報每週一有 2.5 全版讓各大學學生發揮，是很好的宣傳機會，經教務

長商請傳播所李秀珠老師與楊台恩老師指導所研究生協力完成，於 12/4 見

報，主題包含: 

 ． 小龍女 愛發功 交大博士生李欣怡的效率學祕笈 

 ． 宅男一族 愛無間 秀才不出門，閉關搞飛機  

 ． 開朗有型 宅出好成績 宅男宣言：用幾年的沉潛換得一生幸福，值得！ 

 ． 慢調生活 寧為寢男 

 ． 實驗室蜇伏 療傷再出發 

 ． 吃定交大校友？ 感恩啦！ 

 ． 鐵騎橫渡塔克拉瑪 阿龍哥創紀錄 

 ． 120 億 SoC 計畫 歡迎準科技人 

 ． 幽會基地 愛加分 探訪交大校園 14 處戀愛景點 

 ． 機車 D 棚美不美？不可說 

 ． 交大土地公 愛喝仙草蜜 

樣張如彩色紙本附件。 

參閱網址: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       

3546,11051804+11200612040027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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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79,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

3546,11051804+112006120400278,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0,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1,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2,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3,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4,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5,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6,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7,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

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4+112006120400288,00.html 

 

四、學務處報告： 

教育部所舉辦的 95 年度大專校院體育訪視結果正式出爐，本校在全國

21 所公立大學中「活動與競賽類」、「行政與服務類」等二項均獲得績優，

「教學與研究類」則獲優等，表現非常傑出。 

教育部為瞭解學校體育行政運作及教學與活動實施之成效，以落實大專

校院體育正常發展，從 92 年度進行為期 4 年的體育訪視計畫。其中 92 年度

的訪視對象為專科學校與管理學院類、93 年度為技術學院類、94 年度為科技

大學類、95 年度為綜合大學類。訪視計畫第一階段為學校自評，第二階段為

教育部複評訪視，項目包括體育教學、研究服務、組織與行政、活動競賽、

場地設備與特色與展望等 6 大項。 

本校在本次評鑑中活動競賽類獲績優第一名之殊榮，除了長期推動辦理

各項校內外體育活動，設立運動競賽積分排行榜鼓勵系所參與體育競賽活動

爭取榮譽外，15 個運動代表隊長期訓練成果，於 2006 全國大專運動會獲得

12 金 7 銀 1 銅的佳績，在全國 164 所參賽隊伍中獲男乙組大會總錦標亞軍及

女乙組大會總錦標季軍成果斐然，在大專聯賽部分棒球 94 學年度獲乙一級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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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男排獲 93 學年第二級冠軍，男、女羽分獲 93 學年及 92 學年大專盃冠軍，

績效卓著，獲績優第一實至名歸。 

而在課程方面除了規劃多元項目供學生選擇外，對於病弱失能或身體不

適的同學，也提供適應體育課程，教學方面並設有電子體適能護照及體育輔

助教學網等實施多媒體教學，更首創國立大學非體育科系運動績優獨立招

生，提供大學入學多元化的另一選擇；行政服務部分除有健全的組織架構及

完備相關辦法推廣學校體育工作，更提供設備充足的運動休閒環境，並設有

專人管理維護各運動場地設施，近年來極力推動全年無休的運動校園空間，

各場地均設有夜間照明設備，優質的運動園區長時間與社區共享。 

本次獲得教育部大學體育訪視評鑑的績優學校，除了體育室全體同仁在本次 

訪視過程展現團隊合作精神，並呈現長期努力執行體育行政工作，推動

校內外各項體育活動，以及體育教學成效外，更證明交大學生不僅會唸書在

體育活動上也是佼佼者。 

 

五、研發處報告： 

((((一一一一))))「「「「第第第第 16161616 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初賽入選名單公佈初賽入選名單公佈初賽入選名單公佈初賽入選名單公佈—本屆思源創意競賽感謝同

學們組隊參與！經過評審們嚴謹的評選，初賽結果已出爐。本屆參賽入選

名單如下： 

創作題目 
編號 

中文／英文 

參賽隊員 

 

指導教授 

翱翔瀚宇的碧綠雙翼-藻類結合太空科技的無

限可能 

通識中心-

陳大明教授 

 
1 

Photoelectric and Photosynthetic Module 

楊安陶、劉柏毅、宋俊緯、

張富皓、林宜暘 

 

尋找那魂牽夢縈的芬芳 – 嗅覺與記憶的聯結 
工工管系-

洪瑞雲教授 
2 

Bio-Signature Emotion detection and 

Manipulation 

楊安陶、黃柏誠、林育德、

李諭勳、陳恩翊 

 

殘破廢墟中的翠綠搖籃-資源回收與綠地再造 
建築所-  

張基義教授 3 

Environmental Shielding for Seedling 

張富皓、楊安陶、曹祐菘、

黃昱翔、羅毓豪 

 

心齋行動視訊系統 
資工系-  

曹孝櫟教授 4 

HCSP Mobile Video System 

林廷威、林冠儒、張慰農、

許瑜玲 

 

指向系統 
資工系-  

莊仁輝教授 5 

pointer system 

林尚ㄧ、邱永昌、龔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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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中華民國資訊學會四個獎項之甄選訊息中華民國資訊學會四個獎項之甄選訊息中華民國資訊學會四個獎項之甄選訊息中華民國資訊學會四個獎項之甄選訊息--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自即日起開

始受理申請「資訊榮譽獎章資訊榮譽獎章資訊榮譽獎章資訊榮譽獎章、李國鼎穿石獎李國鼎穿石獎李國鼎穿石獎李國鼎穿石獎、李國鼎青年研究獎李國鼎青年研究獎李國鼎青年研究獎李國鼎青年研究獎、卓鑫淼卓鑫淼卓鑫淼卓鑫淼

資訊學生領袖獎資訊學生領袖獎資訊學生領袖獎資訊學生領袖獎」等四個獎項之甄選，詳細之辦法與申請表格，請至下述

網址下載： 

http://www.iicm.org.tw/。獎項申請人需為國內之資訊領域研究工作者

或團隊且主要研究成果於國內完成。有意申請者請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備

齊申請表件及相關資料向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提出申請。 

 

六、總務處報告： 

(一)本處營繕組工程進度報告： 

1. 第三招待所工程第一期工程業已完工驗收，刻正辦理使用執照申請。第

二期裝修工程 8.30 日第二次開標決標，刻正施工作業。（預計完工日：

96.5.31 日） 

2. 環保大樓土木部分：預定進度 63.45%，實際進度 66%，目前工作項目為

建築物三樓空心磚牆，水工水道，超前 2.55％。水電部分：預定進度 59

％，實際進度 63.45％，目前施做項目：一~五樓動力弱電線槽製作安裝、

消防水管配管、甲樓梯管道間管線安裝、地下室配電盤組、發電機定位，

超前 4.45％。。（契約開工日 94.9.14、完工日：96.5.11 日，預定完工

日：土木 95.12.31 日、機電 96.3.31 日）。 

3. 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預定進度 96.14％，實際進度 80.88％，落後 15.26

％，刻正施作項目為 RC 鋼璧粉刷工程及水電工程，B1 及一樓鋼構缺失改

善，進度落後部分請承商趕工並停止估驗計價。另為全面更新電力管線

辦理第二次變更設計並於 11.10 日完成議價。原契約完工日 95.6.19（第

一期追加工期後契約完工日：95.10.16，第二次追加工期 39 工作天，預

計最後完工日 95.12.20）。 

4. 田家炳光電大樓新建工程已完成最有利標評選，承商刻正辦理開工並提

送施工計畫及製作合約。估計完工日：97.7.31 日。 

5. 客家學院大樓新建工程訂經辦理第三次招標作業，於 12.13 日開標決標。

估計完工日：97.11.15 日。 

(二)為強化校園環境清潔，環安中心與本處事務組合辦推動環保義工活動： 

1. 本校校園面積遼闊、外工班人力有限，欲求高品質校園環境，仍有待具有

高度環保熱忱者，共同以義工精神奉獻於校園環境維護。 

2. 為利校園環境維護，事務組將規劃 10 個環境認養區域，由本處義工同仁

在不影響正常工作情況下，於每星期自由選擇一次或多次至認養區域撿

拾垃圾，為校園環境清潔奉獻心力。環保義工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9 時

或下午 4 時~5 時。 

(三)「女二舍（A 棟）一樓、二樓餐廳招商需求」問卷調查乙案 

1. 為瞭解本校師生同仁在校園餐廳的消費型態與基本需求，總務處特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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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問卷調查；本問卷業提送 95.11.30 餐飲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刻正透

過網路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中（按：調查期間自 95.12.07 至 95.12.21 截

止，以二週為原則；回收份數至少需達 300 份）。 

2. 本次問卷分成四大項：一、基本資料。二、消費型態調查。三、對於未

來女二舍餐廳經營型態之期望調查。四、其他綜合性建議。 

3. 歡迎本校教職員生踴躍填答，俾期蒐集完整資訊，作為近期女二舍（A 棟）

一樓、二樓餐廳（餐廳位置詳「問卷調查表」之附圖）招商之參考。校

園消費者的寶貴意見，將提升校園餐廳之服務品質並充實校園生活機能。 

4. 檢附「女二舍（A 棟）一樓、二樓餐廳招商需求」問卷調查乙份供參。 

(四)校園引進「戶外餐亭」計畫： 

1.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分別建議於交映樓一樓迴廊、工三館與工四館中庭

引進「戶外餐亭」乙節（按：「戶外餐亭」係以提供輕食、簡餐、飲料為

原則，不設置廚房等設備），刻由總務處邀集 85∘C 等廠商進行市場與商

機之可行性評估中。 

2. 後續俟評估可行後，將另循序辦理公開招商等作業。 

 

七、會計室報告： 

1. 校內開標事項，除注意須按其法定程序辦理，針對金額較大購案底價之決

定，宜有完整之決定程序紀錄註記，作為日後經驗及參考。 

2. 95 會計年度即將結束，有關由 5 年 5 百億經費聘用之約用人員 1 月份薪 

資，希請準時發出，如有須先借支結餘款付薪，而請各單位加速報帳等相

關事項，亦請早日知會各單位配合辦理。 

 

八、秘書室報告： 

1.教育部台社（四）字第 0950171392 號函：「各級政府機關學校…於接受捐

贈前，審慎考量受贈物與其目的主管業務或創設目的有無關連審慎考量受贈物與其目的主管業務或創設目的有無關連審慎考量受贈物與其目的主管業務或創設目的有無關連審慎考量受贈物與其目的主管業務或創設目的有無關連，，，，接受捐贈接受捐贈接受捐贈接受捐贈

是否適當是否適當是否適當是否適當，有無可能成為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管道等相關問題…」；秘書

室已將相關案例轉載於本校快訊，請主管轉知助理人員點閱並注意，以免

發生不必要之困擾。 

2.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定於 95 年 12 月 26 日由該校張副校長率一、二級行政主

管來校參訪，請主管們預作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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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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本校「國立交通大學大學部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配合款 

施行辦法」，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1.本辦法已於 95 年 4 月 21 日 94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通過。 

如附件一。 

3. 擬修訂條文如下： 

原文 修訂 

肆肆肆肆、、、、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    

1. 本獎學金補助原則上以每人 25 萬元

為上限。 

本獎學金限於補助大學部交換學生出國

期間(以至少一學期為原則並須取得

專業課程的學分證明)所需之學費、

雜費、生活費、機票等項目，並於回

國後以收據具實核銷。    

 

肆肆肆肆、、、、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    

1. 本獎學金補助原則上以每人 25 萬元為

上限。 

本獎學金限於補助大學部交換學生

出國期間(以至少一學期為原則並

須取得專業課程的學分證明)所需

之學費、雜費、生活費、機票等項

目，並於回國後以收據具實檢附學

費單據、護照及簽證影本、機票存

根核銷。 

3.本辦法所提之雜費、生活費因學生擬赴地點之不同較難訂立統一標準

且學生所提供之單據可能包含跨年度，如需要檢具核銷則必須於當年

度核銷完畢。故擬修訂以獎學金之方式核撥並檢附學費單據、護照及

簽證影本、機票存根。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擬修訂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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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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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防部之「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第十

一點第 1 款與第 2 款之規定：「進修及訓練時間經累計達二個月以上

者，均不計入服務年限，並由用人單位報國防部列管；進修及訓練後

延長服務期限，依各用人單位之規定辦理，並應報國防部備查」(如附

件三)。 

2. 本要點第八條第 2 款，有關於國防訓儲人員之訓練研究及進修規定：

「本校以外之進修及訓練延長服務期間的核算，以一個學分延長二十

天為原則，累計達二個月以上者，均不計入服務年限，並依國防部相

關規定辦理。」（如附件二），因原要點規定未涵蓋校內之進修及訓練

事宜。 

3. 擬修訂本要點第八條第 2 款為：「凡校內外之進修及訓練延長服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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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算，以一個學分延長二十天為原則，延長天數累計達二個月以上

者，均不計入服務年限，並依國防部相關規定辦理。」（如附件四），

以符合國防部之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擬請訂定「國立交通大學文書處理作業規定」，請  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1.為提升本校文書處理效能，減少本校同仁處理公文書的錯誤，特擬具本作 

業規定。 

2.本作業規定係依據本校實際作業方式，並參考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 

點所擬訂。本校承辦人員除了依據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外，並應依本作 

業規定處理文書作業。 

    決議：1.請文書組舉辦本作業規定之說明會，以使業務執行單位能熟悉其規 

定並反映意見，再將修正後規定送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2.人事室將配合舉辦有關公文撰寫或流程研習等之課程供職員參與。 

 

四、案由：擬請設置「國立交通大學榮譽講座教授設置辦法」，請討論。（秘書室） 

說明：1.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57 條規定本大學得設講座、榮譽教授及榮譽退 

休教授，其辦法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後實施。 

2.對於已退休之講座教授仍有意願擔任本校講座教授，為本校學術之發 

展而奉獻者，本校目前之法制面欠缺明確之禮遇規範，適用前揭規定 

時解釋上易生困擾。 

3.為吸引、並留住傑出之學者，願意再將其智慧結晶奉獻予交大，以提 

昇本校學術水準，特明定本校榮譽講座教授為終身職，並得享有各種 

優遇條款；為避免榮譽講座教授支領本校傑出人才獎勵金發生排擠作 

用，特明定榮譽講座教授之獎勵金以企業之捐贈支應。 

決議：1.建議將此辦法加入校內其他獎勵辦法中，並注意其法源依據。 

      2.此設置辦法與各院、系、所均有關，宜請其表達相關意見，彙整後 

交由校教評會審議及校務會議通過等程序。 

 

五、案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擬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借調本校 

機械系李安謙教授至該校擔任工程學院機械設計工程系教授兼副校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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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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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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

授本次借調期間為 96 年 2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借調年限為

3 年，已超過上述 2 年之規定，建請修正為 2 年，借調至 98 年 1 月 31

日止，第 3 年再依規定提出延長申請。 

3.本案業經機械系及工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借調 2 年。 

決議：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通過李安謙教授借調至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2 年。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借調至 98 年 1 月 31 日止，第 3 年再

依規定提出延長申請。 

 

六、案由：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為推動「台灣光子源土木建築計畫」之

需，擬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至 98 年 1 月 31 日止借調本校土木系王維志教

授擔任該中心工程師兼台灣光子源土木工程計畫主持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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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本次借

調年限為 2 年，尚符上述規定。 

3.本案業經土木系及工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借調 2 年。 

決議：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通過王維志教授借調至財團法人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2 年。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借調至 98 年 1 月 31

日止。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本校借調教師日漸增多，是否因此影響教學品質及生師比等，請

討論。（人社學院提） 

 決議：1.請人事室彙整本校借調教師之名冊於下次行政會議報告。 

          2.借調至私立大學之教師，是否比照私人機構收取回饋金。 

                                        3.請人事室參照其他學校作法、現在法令規定及借調辦法之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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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另有關修正條文之可能性等，於下次行政會議報告討論。 

    

二二二二、、、、案由：全校之計算機概論課程，建議由資訊學院及電機學院統籌規劃教授，

以全面提昇本校大學部學生計概程度之目前具體做法，請討論。 

（管理學院提） 

    決議：1.原則上採取大班授課，並請校方盡力支援協助其所需相關教學設備 

及場地。 

          2.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開出符合現代計概綱要課程之需求調查表，

以供各學院填具反映實質需求及程度，供開課分級參考。 

3.建議將此課程列入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所提供之通識教育課程，亦 

請各學院比照此例辦理。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