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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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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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 4 月 27 日(五)上午 10 點 10 分至 11 點 05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 

出  席：吳重雨校長、李嘉晃副校長、許和鈞副校長、周景揚副校長(請假)、 

林進燈教務長、李耀坤學務長、李鎮宜研發長、周中哲代理總務長(王旭 

斌組長代)、莊紹勳執行長、劉尚志主任、黃威主任(請假)、謝漢萍院長、 

李遠鵬院長、方永壽院長、毛治國院長(卓訓榮副院長代)、戴曉霞院長、 

毛仁淡代理院長、莊英章院長、林一平代理院長、林盈達主任、劉美君 

館長(黃昭居組長代)、李弘祺主委、葉甫文主任、陳加再主任、郭仁財 

主任秘書 

列  席：邱俊誠執行長、陳暐軒會長、龔恆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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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健康檢查活動將補助至 40 歲以下的教職員工，以後每 2 年補助體

檢一次 1500 元，選擇重點項目作檢查。 

2. 本校一位外籍教授因心肌梗塞入院，檢查發現心臟的一根血管已被賭塞，

將進行 bypass 手術，在此呼籲全校同仁平日務必注意健康定期健康檢查。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三、教務處報告： 

((((一一一一))))副教務長室暨教學發展中心副教務長室暨教學發展中心副教務長室暨教學發展中心副教務長室暨教學發展中心：：：：    

                1. 本(96)年 5 月 4 日「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工作坊」邀請台大師資培育中心 

符碧真教授與校內獲得傑出教學獎之教授分享教學理念、教材設計和心 

得。校內部分依領域分為 A、B 兩場進行，說明如下： 

    時間：5 月 4 日(週五)；地點：浩然圖書館一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交通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9:00~9:20 報到及茶敘 

9:20~9:30 李嘉晃副校長致詞 

9:30~10:50 教學知能專題演講：大學校園的教與學 

10:50~11:0 休息 

A 場(電資、理工、生科) B 場(人文、管理、客家文化、通識) 主持人 

林進燈教務長 張靄珠副教務長 

11:00~11:2 陳龍英教授 朱博湧教授 

11:20~11:4 陳秋媛教授 曾華璧教授 

11:40~12:0 陳永平教授 孫于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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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2 邵家健教授 潘荷仙教授 

12:20~12:4 休息及分發餐點  

12:40~13:1 餐敘及座談 

      線上報名網址：http://academic.nctu.edu.tw/ws，設定邀請參加對象 

為：教學反應問卷 3.0 以下之教師、全校講師與助理教授、霹靂博教學助 

理培英獎學金獲獎生及其他有興趣之教學助教。 

2. 6 月 14 日辦理「系所評鑑說明會」，主講人為新竹教育大學教務長蘇錦麗 

教授，地點為浩然國際會議廳。已邀請吳重雨校長主持，並廣邀各院系所 

參與評鑑教師及助理參加。 

    

((((二二二二))))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    

1.為落實碩博士生指導老師之選課輔導，已由本處及計中共同改善選課系統

功能，讓全校師生使用更方便，並將於下學期提供使用。 

2.本校自 88 學年起實施「教學反應問卷調查」至今已多年，為使問卷調查結

果能更具有客觀的參考價值，故本處擬著手檢討、修改「教學反應問卷調

查」相關作業。日前，本組已發通知給全校老師，請老師們就問卷調查表

題目的設計、統計方式、統計結果之運用等相關事宜提供改進建議。 

3.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訂於“6 月 18 日至 6 月 29 日”實施。本組已於

近期依往例將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方式(網路、書面)調查表發通知給各系

所及教學單位。煩請各系所助理協助彙整老師所填料，謄錄於紅色表單於

5 月 10 日前回傳本組，以利後續相關作業。若未能如期回應，系統預設值

將一律採用網路問卷方式及一般問卷性質來處理。 

           

((((三三三三))))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1.目前執行相當多的課程、演講(含新成立之教學發展中心全部演講及活

動)，工作量呈現滿載狀況。 

2.中文網頁建置已完成，英文網頁決定以原來規劃之簡版為主，請各單位儘

速提供資料，待匯齊後進行設計工作。 

    

((((四四四四))))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 

1.本中心已發出通知，請有意於 96 學年度開班之單位，於 4 月底前備妥開 

班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經各所屬系所及學院審核通過後，送推廣教育 

中心辦理初核作業，預計於 5 月下旬召開 96 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計畫審 

核會議。各項相關法規及開班計畫書內容等文件格式之準備請參考： 

http://academic.nctu.edu.tw/eec/ 本中心網 

站之法規及表格。 

2.研究所招生閱卷教師工作費已造冊完畢送核中，預計五月份即可入帳。 

((((五五五五))))華語中心華語中心華語中心華語中心：：：：96 學年第一學期僑生中文課程已配合實際課程內容，命名為《中

文基礎閱讀與表達》，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將

採認為通識學分，希望藉以鼓勵有此需要的僑外生修習，修課資

格將由華語中心審核。 



3 

                

((((六六六六))))教務教務教務教務電子系統電子系統電子系統電子系統：：：： 

1.陽明大學及亞洲大學反應在 E3 上的影片無法觀看之問題，原因有二種： 

(1)因校內提供影片觀看服務分兩類：校園公播版、課程。公播版（演講中

心網站、舊版電子學影片網站）會限校內 IP 才可觀看，課程的部份則

不限 IP，二者都會上 DRM 伺服器取得授權才能播放影片。皆是免費取

得授權，但因版權問題，放在演講中心上的影片大部份只能在交大校園

內觀看。已請相關同仁於春假前更新相關影片。 

(2) Windows Media Player 11（新版）的問題，因新版的 Player 跟 Server

之間的溝通與舊版不同，調整防火牆設定後已解決此問題。 

(3) E3 上傳作業出現錯誤訊息／已繳作業截止時間到後變成未繳作業已分 

別在校內及校外(Hient ADSL 2M/256K)測過，並不會出現錯誤訊息。此 

部份應該是 E3 程式錯誤，已協調廠商在遇到程式錯誤時加上系統記錄。 

(4) E3 的問題下班後或假日有接到通知會馬上處理，但有時限於處理時間

過久或是需要進計中機房處理而人不在新竹無法立即處理。所以有部份

問題處理時間上會較久。Nctu.talk 因較少使用，會再加入追縱。 

   2.管院共同必修課程之選課作業流程要同微積分選課流程：這是兩週前由管院 

提出的需求，課務組已派員出席管院會議，最後決議依微積分的選課流程來 

讓學生做加退選，讓學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因為這個需求較趕，可能會影 

響其它需求。詳細時間等需求整理出來給計中之後才能確定。 

 

四、研發處報告： 

研發企劃組研發企劃組研發企劃組研發企劃組    

1.1.1.1.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學術著作獎學術著作獎學術著作獎學術著作獎」、「」、「」、「」、「文藝創作獎文藝創作獎文藝創作獎文藝創作獎」」」」之之之之甄選訊息甄選訊息甄選訊息甄選訊息————該獎項

即日起受理申請，詳細之辦法及表格，請至本校網頁之校園公告下載。「學

術著作獎」之學術著作係指「已出版之書籍或曾在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發

表之論文，其內容具有創見者，均以最近三年內完成者為限」。「文藝創作

獎」之文藝創作分文學類與藝術類，須為國人最近五年內完成且已出版之作

品。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 5555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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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第第第第 14141414 屆東元獎屆東元獎屆東元獎屆東元獎」」」」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該獎項自即日起受理

申請。詳細之甄選要點與報名表，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http://www.tecofound.org.tw 。凡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在電

機/資訊/通訊科技、機械/材料/能源科技、化工/生物/醫工科技、人文（社

會服務）等領域中，對台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者為獎勵

對象。請有意申請之教師經由學院推薦，並請於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資料繳

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3.3.3.3.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第二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第二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第二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第二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機器人競賽機器人競賽機器人競賽機器人競賽))))」」」」之甄選訊之甄選訊之甄選訊之甄選訊

息息息息--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凡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均可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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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每隊最多不可超過五人，每人限報名乙隊。報名方式：(1)於 7 月 1

日前，逕上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www.tecofound.org.tw/action0331/2006_0322.htm 填妥報名資料。(2)於

7 月 15 日前，逕上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網頁完成企劃書與相關附

件上傳，以完成報名手續。 

 

五、總務處報告： 

1. 第三招待所工程二期裝修工程 96.8.30 日第二次開標決標，二期裝修執照

96.3.22 日送市政府審查中，工程進度預定 23.75％， 實際 28.8％。另刻正

辦理室內家具裝修第二次議價作業。目前施做項目：室內粉刷、空調配管、

中庭水池。（預計完工日：96.6.31 日） 

2. 環保大樓土木部分：預定進度 66.9%，實際進度 70%。水電部分：預定進度

75％，實際進度 75％。因外牆工程減項發包致牆裝修等工程不含於一期工程

預算，目前工程要徑為外牆裝修施作，自 96.2.1 日暫時停工。一期工程經費

缺口於 96.3.23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支應 2553 萬元，前函請教育部同

意辦理追加，教育部以 96.4.19 日函覆委員審查意見，已請設計單位研復意

見後儘速函覆。（契約開工日 94.9.14、原預定完工日：96.5.11）。 

3. 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預定進度 100％，實際進度 92％，落後 8％，刻正施

作項目為帷幕牆工程、裝修工程。第一期工程預計四月底前完成。因考量管

理一館結構使用安全性，案於 96.3.23 日邀請相關專家、使用單位及設計單

位共同討論，決議進行整體結構安全鑑定作業，已簽准 鈞長同意執行，刻請

顧問公司進行評估作業。 

4. 田家炳光電大樓新建工程，刻正進行 B1F 柱牆筋綁紮及組模工程。預定進度

12.36％，實際進度 13.35％，進度超前 0.99％。（本工程於 96.1.29 日開工，

估計完工日：97.9.31 日。） 

5.  客家學院大樓新建工程於 95.12.13 日開標決標，因基地地層及基礎安全因素  

致接地系統須變更設計，目前已完成基地開挖作業。預定進度 1.1％，實際 

進度 1.19％，進度超前 0.09％ （估計完工日：97.11.15 日） 

 

六、圖書館報告： 

1.1.1.1.閱讀國際系列活動閱讀國際系列活動閱讀國際系列活動閱讀國際系列活動    

圖書館與國際服務中心共同舉辦之閱讀國際閱讀國際閱讀國際閱讀國際系列第一次活動「四月~我有一 

個美國夢」已於 4 月 12 日中午 12:00~13:30，在圖書館大廳舉辦開幕茶會， 

由李嘉晃副校長主持開幕茶會，現場共有約 250 餘人參加，並在 4 月 13 日 

中國時報中報導。開幕茶會中由國際服務中心所邀請的外籍生 Ryan Jones 

介紹美國文化，並回答全校教職員生所提出有關美國的問題，再由交大大學 

部電資 96 級詹鎮宇同學分享其在美國遊學經驗。閱讀國際系列的第二、第 

三次活動將於今年九、十二月舉行，主題分別為「九月~瑞典！ ROCKS！」， 

而十一月份主題則為「十一月~ 歡迎來到寶萊屋~印度」，希望藉此吸引全校 

師生乃至於新竹市民一起透過閱讀、演講、座談等活動，與全世界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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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365365365365 知識護照正式推出知識護照正式推出知識護照正式推出知識護照正式推出    

圖書館「「「「悅讀悅讀悅讀悅讀 365365365365 知識護照知識護照知識護照知識護照」」」」正式推出 -- 「悅讀 365 知識護照」是鼓勵交 

大教職員工生參與圖書館活動或利用館藏，以擴展知識視野、培養人文素 

養，所特別企劃的活動。透過借書及活動即可於「悅讀 365 知識護照」加蓋 

認證戳章計點，累積至一定點數即可換取紀念品或提升圖書館借閱權限，累 

積至 150 點即可兌換 iPod 1 台。 

 

3.3.3.3.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訓練課程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訓練課程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訓練課程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訓練課程    

本(96)年 1 月~4 月圖書館共舉辦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圖書館館藏與資料庫利用訓練課程計 29 

場，累計參加人數達 1082 人。歡迎各系所與圖書館共同舉辦該項訓練課程， 

業務聯絡人為呂瑞蓮小姐(分機 52642)。 

 

4.4.4.4.高中生知性之旅高中生知性之旅高中生知性之旅高中生知性之旅    

配合學校「「「「高中高中高中高中生交大知性之旅生交大知性之旅生交大知性之旅生交大知性之旅」、「」、「」、「」、「甄試及繁星甄試及繁星甄試及繁星甄試及繁星」」」」招生活動，圖書館導覽由 

本館專業館員負責解說與接待，共計有建國中學、中山女中、成功高中、松 

山高中、延平高中、武陵高中、新竹高中、新竹女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 

衛道高中、彰化高中、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協同高中、台南一中、台南女 

中、高雄高中、高雄女中等學校約500位師生參觀。 

 

七、計網中心報告： 

((((一一一一))))程式設計人才培訓社團程式設計人才培訓社團程式設計人才培訓社團程式設計人才培訓社團    

計網中心擬輔導「程式設計人才培訓社團」的成立，提升學生程式寫作

的水準，並推動社團成員積極參加校外各項程式競賽，爭取優秀成績為

校爭光。 

((((二二二二))))自訂郵件過濾規則自訂郵件過濾規則自訂郵件過濾規則自訂郵件過濾規則（（（（已公告已公告已公告已公告））））    

該過濾的廣告信沒濾，不該過濾的重要信件卻被濾掉了！計網中心特別

在@cc.nctu.edu.tw 郵件系統上提供郵件過濾管理介面，由使用者自己

設定郵件過濾規則吧！SPAM Server 之 web 管理介面：

http://spam.cc.nctu.edu.tw/，請輸入您@CC 的帳號、密碼，網域名稱

選擇 cc.nctu.edu.tw，即可登入系統。在這裡您可以把某些 Email、IP

位址，和郵件的網域設為黑名單，如此你就可以不必再被這些討人厭的

垃圾郵件騷擾嚕！  

有些是不小心被系統歸類到垃圾信件中，可是對您而言卻十分重要，可

在系統中選擇放行，就能收到了；或把他設成白名單！那你就不用擔心

收不到信了。 

((((三三三三))))無線網路重整進行中無線網路重整進行中無線網路重整進行中無線網路重整進行中    

交大無線網路已從各館舍 private IP 更新為計中集中提供 real IP，初

期加入新無線網路測試平台的館舍有：工四館、工五館、圖書館、資訊

館，有意加入無線網路測試平台的館舍可與計網中心助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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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延長宿舍網路使用年限，節省宿舍網路更新經費，計網中心已規劃宿

舍網路測試平台，若完成建制，可以提供 2500 床宿網更新網路服務。 

    

((((四四四四))))校務行政電腦化校務行政電腦化校務行政電腦化校務行政電腦化    

1.教務處 

(1)配合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之業務及年底頂尖計畫評鑑而緊急發展預警

系統、各式問卷系統已完成規劃工作，目前程式依時程開發進行中。 

(2)積極與教務處合作重整教務電腦系統，目前先以註冊組學籍系統及成

系統的全面更新為第一階段任務。 

(3)搜集學生意見、與學聯會密切溝通並比較清大選課系統後，三月即開

始著手改善選課系統，以提供更好的教師與學生互動界面和服務，陸

續改寫模組並已完成部份功能。 

2.總務處 

(4)與出納組、會計室正積極規劃計畫人員之薪資系統，以有效管理計畫

的薪資、並簡化現有流程。 

(5)電子錢包的規劃已進入最後階段，目前礙於金管會的法令解釋而停

置，正和台新銀行研擬如何加速進行。 

3.學務處 

(6)將學務處各自發展的系統正逐歩交接回校務資訊組。 

(7)獎助學金的發放系統配合頂尖計畫作業增加的作業功能已完成大部 

份。 

(8)規劃先將學務系統整合進入學校單一登入系統，目前正在進行中。 

4.會計室 

(9)計畫人員之薪資系統規劃開發中。 

(10)與會計室對線上請購系統委外評估、前置規劃中。 

5.人事室 

(11)已完成約用人員的獎懲系統。 

(12)約用人員考績系統正在開發。 

6.研發處 

(13)計畫業務組建教計畫管理系統已完成初步功能，目前正由計畫業務組

進行測試。 

7.校內各處室(含以上處室)逐項系統正常維運。 

 

八、學聯會報告： 

    5 月 17 日下週(四)晚上將舉辦師生座談會，屆時請校長與各位一主管能共同 

參與。往後每學期希望能規劃安排 1 次這樣的座談討論聚會。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本校 9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請參考附件一。（教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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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本校 9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已於三月上旬起經各業務負責召集單位 

及承辦單位訂定並確認。 

2.過去本校春節假期的起迄日多為比一般行政機關的前後各多一天，

明年春節（大年初一）是 2 月 7 日，暫定本校明年之春節假期為 2

月 5 日（一般行政機關春節假期的前一日）、6 日(除夕)、7 日（初

一）、8 日（初二）、9 日（初三）、10 日（初四）、11 日（初五

一般行政機關開始上班）。 

3.本校 9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已協調台灣聯大四校調整開學等日期，

並業已於 96 年 3 月 7 日台灣聯大系統行政會議討論，訂定 4 月 3 日

至 6 日為校際活動週（本校 3 日停課，教職員放假一天， 4 日彈性

放假，補 4 月 12 日校友返校參加校慶活動假期）。 

4. 96 年行事曆新增項目請見行事曆草案辦理事項底線部分。 

決議：1.通過。 

          2.後半年行事曆若遇行政院人事局發布之補休假再行調整。  

 

二、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霹靂優學園實施辦法(草案)」，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明：1.為使即將入學之學士班新生利用開學前期間及早認識並接觸本校優

渥之學習環境與資源，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霹靂優學園實施辦法

(草案)」(如附件二)。 

2.霹靂優學園名稱譯自 Pre-U School，除了表示此園地是為學員們在

進入大學前所設置的學習園地外，更期許學員們如閃電霹靂般迅速

與明快，積極投入即將到來的多采多姿大學生活以及各專業領域的

學習。 

3.本學園開授之課程為免費授課，不收取學分費，授課所需經費由教

務處規劃頂尖大學經費補助，暫定上限為 10 萬元。 

4.教學單位若規劃為營隊密集課程，得另收其他活動費。 

5.擬請學務處協助學生住宿安排與生活照顧，擬請圖書館與體育室比

照研究所新生提供入學前使用學校資源各種服務。 

6.擬請通識中心至少規劃一門例如「人文社會與科技新知導讀」，及

請基礎科學教學小組亦規劃合適課程，建議各學院整合系所開設營

隊式密集課程。 

7.霹靂優學園將有助於新生入學之調適與培養，提昇招生競爭力。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第四條： 

四、完全網路教學得得得得規劃彈性報名時程，以提供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新 

生修讀機會。 

    附帶決議：1.舉辦營隊學務處所需要配合提供之住宿，請提早規劃。 

              2.各系所院所辦之營隊活動及課程訊息，請計網中心協助學務處

將全校營隊的統合訊息置放於本校首頁，以便全國高中生查閱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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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擬請討論本校 96 學年度學雜費是否調整。(教務處提) 

說明：1.依據教育部函，擬調整學雜費之學校應於 5 月 11 日前將 96 學年度

學雜費調整案報部辦理。 

2.依據部訂之「96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如紙本附件三）， 

(1) 獲得「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之學校，

原則上不宜調整學雜費；擬申請調整者，應提出專案報告，明確、

合理表達學校在獲得計晝補助下仍須調整學雜費的理由。 

(2) 學校應先檢視學校經營及辦學成效，自我審議符合「財務指

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要求後，經由「資訊公

開程序」及「審議公開程序」完成校內審議，於調幅上限 3%內

訂定學雜費調整案，備齊各審議表格與文件送部複核。 

3.本校 93 學年度學雜費調漲 5%，94 及 95 學年度之收費標準均未調漲

（惟學士班延修生，改採學分學雜費制），95 學年度公立大學校院

學雜費收費標準如紙本附件四。 

4.96 學年第 18 次行政會議(96.4.13)決議先行成立學雜費研議小組。

研議小組已於 4 月 20 日開會研議下列分析供本會參考： 

以學校的財務狀況而言,今年經常性的收入及支出相抵,超支了八千

多萬，也就是說學校不再做任何新的建設的話已經超支了八千多萬。 

(1)如果要調整的話，學校的經營及辦學成效均符合教育部訂的財

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的要求。其中助學指標之條

件為95學年度學校總收入（不含特別預算）應提撥1.5%以上做

為獎助學金，本校95學年度提撥之獎助學金占學校總收入的

4.1%。 

(2)學雜費調整上限為3%，如果調整3%，則每位學生每學期平均增

加約870元，每年學雜費收入增加約二千多萬。(95學年度學雜

費收入決算684,443千元 × 3% = 20,533千元)。 

5.學生代表彙整之學生意見：「以學生的角度來說，如果現在這樣就

決定是否調漲學雜費，是否有些倉卒？雖然可能調整的幅度並不

大，但在完全不清楚原因的情況之下，我想交大的學生素質並不低，

勢必會有所反彈。所以，是否能夠請校方在做出調漲學費之政策前

提出一份具體的說明及相關資料，讓所有同學都能夠了解呢？  

決議：1.本校 96 學年度學雜費維持不調漲。 

2.日後若有調漲學費之政策，宜提出一份具體的財務及用途說明使學

生及家長瞭解。 

    

四、案由：本校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英語能力計分標準擬修正改 

依教育部採行之 CEF 架構作為評分標準 1 案，請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 

1.本校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英語能力項目係以通過全民英檢 

各等級測驗作為計分標準，並以行政院訂頒之「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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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計分標準對照表」作為通過其他英語能力測驗計分之對應表。 

2.行政院於 95 年 12 月 20 院授人力字第 0950065046 號函已修正「行政院及 

所屬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規定及停 

止適用「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 

3.查教育部為推動英語學習，採用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提供各機關學校及民眾參考運用;而各測驗辦理單位須自行對應 CEF 

架構，將測驗等級公布於各該測驗系統之網站。 

4.為符行政院修正規定，本校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英語能力 

計分標準擬改依教育部採行之 CEF 架構作為評分標準，並修正本校職員陞 

任評分標準表中英語能力之計分說明（如附件五）。 

5.本案業經 96 年 3 月 29 日 95 學年度職員評審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擬自 96 年 3 月 14 日起至 97 年 3 月 13 日止(1 年)

借調本校電子系曾俊元教授至該校擔任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教授並兼任

工程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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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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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曾教授前經奉准於 94 年 3 月 

14 日至 96 年 3 月 13 日(計 2 年)借調該校服務，本次擬延長借調 1 年尚符 

前述規定。 

3.本案業經電子系及電機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延長借調 1 年。 

決議：照案通過。 

 

六、案由：玄奘大學擬自 96 年 8 月 1 日起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借調本校傳播所 

郭良文教授至該校擔任大眾傳播學系專任教授兼資訊傳播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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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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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案業經傳播所及人文社會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借調 2 年。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關於借調案件(無爭議)及需依法修正之辦法等，以後改列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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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七、案由：管理學院 AACSB 申請認證之 SER(Self-Evaluation)自評計畫書及

SP(Strategy plan)，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明： 

1.管理學院為 AACSB 申請認證已準備多年，AACSB 認證委員將於 5 月 28、29、

30 訪查交大。管院若通過認證即可替代教育部評鑑。 

2.申請認證所提 SER 及 SP 已為 AACSB 接受並已經 4 月 13 日院務會議確認。 

3.檢附 SER 目錄及 SP 供會議討論參考。 

4.申請 AACSB 認證要件之一為須通過校級會議討論通過，敬請討論後准予備 

查。 

決議：照案通過。並鼓勵全校各系所院能多申請國際認證，以提昇競爭力。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一一一、、、、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有關各單位收到分發不妥之公文需如何處理，請討論。(戴院長提) 

決議：為節省時間，往後各單位收到分發不妥之公文，若單位主管及文書組

均未能判斷合適承辦單位，請盡速送秘書室協助分派正確單位，惟文

書組於分文業務上，宜謹慎處理以免延宕承辦業務。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