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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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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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 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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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黃威代理校長、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兼執行長(頂尖大學辦公室)、馮

品佳教務長、裘性天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林一平研發長、蘇朝琴副

主任（請假）、陳耀宗主任(蔡文能副主任代)、孫春在館長、李遠鵬院長、

方永壽院長、謝漢萍院長(溫瓌岸副院長代)、毛治國院長(卓訓榮副院長

代)、楊裕雄代理院長（請假）、戴曉霞院長、林進燈院長(陳榮傑副院長

代)、莊英章院長、蘇育德代理主委(劉河北教授代)、葉甫文主任、陳加

再主任、彭德保主任秘書 

列  席：洪志洋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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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各位行政主管務必出席行政會議，若不能出席者務請代理人出席。 

2. 我們鼓掌歡迎新到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及人事室陳加再主任，還有新學年 

到任的電機學院溫瓌岸副院長及管理學院卓訓榮副院長，今天也一起參加

行政會議。 

3. 近來新竹的治安亮起紅燈，近日警政署侯署長曾致電本校，新竹市警局的 

鄭局長來校拜訪及今日林市長亦親臨本校，表達了警政與地方政府當局極 

力加強警政效率及改善之決心。除此之外，校園安全請總務處特別加強巡 

邏及門禁等措施，亦請各位主管轉達請老師們多注意學生們的安全，多付 

出關心與照顧，共同度過此非常時期。 

4. 本校在本週三 9 月 19 日的 5 年 5 百億的記者會上，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 

績單，首先謝謝許副校長精心製作的投影片，此次我們將焦點專注於教學 

及研究上，尤以教務處推出外語訓練課程、客家學院對於偏遠地區之招生 

計畫，及當日我們請電機學院送至美國柏克萊大學留學的學生、烏克蘭大 

學交換學生，及瑞典查莫斯大學交換學生一同出席參與，均成為鎂光燈追 

逐的焦點，亦獲得高教司及現場傳媒的一致好評，希望我們持續把握這扭 

轉乾坤的優勢，乘風破浪再創高峰，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5. 學校在制定短、中、長期發展計畫時，希能切實可行，尤以未來一些特別 

預算之發給，會對照其繳交之報告作查核評鑑。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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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處報告： 

1.有關於繁星計劃，教育部於 9/18 召集 12 校教務長開會，只有清華與交大 

同調，中山還算正面，其他學校代表(多位是教務長)都是負面意見，司長 

表示今年不強求，但希望明年一定實現，並要求各校要在一個月內提出方 

案(不管是不是 96 學年度就招生)。 

教育部原則上同意繁星計劃使用頂尖大學計劃增招名額，且不計入原來甄

選：考試分發 4:6 的範圍，並可挪用甄選入學回流名額，這些原則符合本

校降低指考人數壓力的策略，因此本校勢必跟進。 

因為招生總量即將定案，教育部希望有意願辦的學校儘快將資料報部，因

屬重大決策，擬邀請各學系於 9/25 研討後再擬案於教務會議中討論定案，

附件預定為 9/25 會議討論資料，已分送各院系，以徵詢各院系意見，請酌

參。 

2.華語中心正式接受扶輪社委託為六名外籍生華語代訓，另外有五名外籍人

士申請密集班課程；校內的開班程序還在進行中。僑生中文課程，授課教

師建議修課學生有 15 人，另為方便各系僑生選修，老師同意改成夜間授課。 

 

四、研發處報告： 

(一一一一)恭賀本校電子系莊紹勳教授及資管所黎漢林教授獲核為國科會恭賀本校電子系莊紹勳教授及資管所黎漢林教授獲核為國科會恭賀本校電子系莊紹勳教授及資管所黎漢林教授獲核為國科會恭賀本校電子系莊紹勳教授及資管所黎漢林教授獲核為國科會 95 年度特年度特年度特年度特

約研究人員約研究人員約研究人員約研究人員 

國科會 95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已核定，已印送來函及核定名冊至電子系及

資管所轉知各特約研究人員-莊紹勳教授及黎漢林教授，特約研究人員將

由國科會頒發獎牌 1 面，並獲核 3 年特約研究主持費每年 30 萬元，已依

規定造冊辦理本年經費請款事宜。 

支領國科會「特約研究主持費」者，不得再支領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主

持費」。又如與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及教育部

「國家講座」獎助期間重複時，請依其規定擇一領取。 

 
(二二二二)國科會工程處徵求國科會工程處徵求國科會工程處徵求國科會工程處徵求「「「「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前瞻研究專案計畫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前瞻研究專案計畫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前瞻研究專案計畫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前瞻研究專案計畫」」」」 

本計畫至 95 年 9 月 29 日止接受申請，已印送文函及自國科會網頁下載計

畫說明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辦。本申請案只接受 3 年期整合型計

畫，須由總主持人彙整成 1 本計畫書，總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至少 3 人，

並至少需涵蓋 2 個不同學門專長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參與。請總主持人

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 95 年 9 月 26 日前上線造

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事項詳參文函附件說明或請自行上網查詢。 

 

(三三三三)國國國國科會禽流感與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第科會禽流感與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第科會禽流感與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第科會禽流感與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第 2 年年年年「「「「禽流感與新型流感禽流感與新型流感禽流感與新型流感禽流感與新型流感

專案計畫專案計畫專案計畫專案計畫」」」」構想書構想書構想書構想書 

本計畫構想書至 95 年 9 月 30 日止接受申請，已印送文函及自國科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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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計畫徵求畫面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教師參辦。欲申請者，請於限期

3 日前備妥構想書及電子檔逕寄該辦公室承辦人(欲申請整合型計畫者，請

交由總主持人彚整成冊統一寄送，免備函辦理)。其他事項詳參文函附件

說明或請自行上網查詢。 

 

(四四四四)國科會訂定國科會訂定國科會訂定國科會訂定「「「「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並徵求並徵求並徵求並徵求 96

年度計畫書年度計畫書年度計畫書年度計畫書 

國科會人文處徵求「96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書」，本件函文

已由人社院收辦並會簽相關學院在案，已再次印送文函及自網頁下載計畫

徵求畫面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計畫申請相關辦理注意事項。 

申請人如擬譯注公告推薦書單之外的經典，請配合時限於本年 9 月底前逕

行以電子郵件傳送「學者自行申請經典譯注計畫構想表」至國科會人文處

承辦人。通過者請於國科會 96 年度一般專題計畫通案申請截止日前提送

正式計畫申請。如擬譯注國科會公告推薦之經典，不需提送構想表，請比

照於 95 年底限期前直接上線申請。各學門推薦書單及其他相關資訊請自

行上網查詢下載。 

 

(五五五五)國科會永續會國科會永續會國科會永續會國科會永續會 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永續發展研究專題計畫永續發展研究專題計畫永續發展研究專題計畫永續發展研究專題計畫」」」」及及及及「「「「防災科技研究計畫防災科技研究計畫防災科技研究計畫防災科技研究計畫」」」」

受理申請受理申請受理申請受理申請 

國科會分別函送「96 年度永續發展研究專題計畫徵求說明」及「96 年度防

災科技研究計畫徵求說明」，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等單位轉知教

師參辦，本年度依例皆只接受整合型計畫。申請人請分別於 95 年 10 月 15

日及 95 年 10 月 11 日 17 時前先將整合構想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國科會永

續會，通過後請於 9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止日前依規定提送正式計畫

書。目前進行中之延續性團隊，則不需提構想書，請比照於年底循專題計畫

方式逕行提出申請。詳細計畫相關資訊請洽系辦助理或可參見永續會網站。 

 

五、總務處報告：  

本處營繕組工程進度報告： 

1. 第三招待所工程已完工，95.9.8 辦理初驗，請承商於二週內針對初驗缺

失改善（應於 9.22 日改善完成），刻正安排辦理正式驗收會議。第二期裝

修工程刻 8.30 日第二次開標決標，刻正辦理契約文件及材料送審，待一

期工程完成驗收後辦理開工。 

2. 環保大樓預定進度 57.11％，實際進度 60.03％，超前 2.92％。本週施做

R1F 鋼筋模版、1-2-3 樓砌磚、一樓內部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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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實際進度 73.28％，落後 9.22

％，刻正施作項目為水電工程、地下室地樑組模、RC 補強鋼板封鞭、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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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器施做作業。契約完工日 95.6.19（追加工期後完工日：95.10.16），

估計完工日 10.31 日。 

 

六、秘書室報告 

1.本校教師行使校長同意權之投票日期：95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時間、 

地點如下： 

（一）台北校區：09：00～15：30，台北校區 4 樓第二會議室。 

（二）光復校區：09：00～16：00，光復校區浩然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2.95 學年度校務發展研討會將改訂於 10 月 20、21 日假統一關西馬武督休閒 

中心舉行，屆時邀請各位主管、教師及 9 月 27 日票選過半之校長候選人一 

起參與，會議希望能以輕鬆無限制的腦力激盪型態分組進行，討論未來校 

務發展規劃及建言。 

 

七、環安中心主任報告：詳現場說明及附件甲。 

附帶決議：1.請環安中心將每年度各項申報事項列出送予全校各實驗室，並 

提示若未能按時提供配合，將遞交該單位之環安負責人員名單 

予該院院長，並視其情節考量提報職工評審委員會，以強調重 

視執行環安之決心及防患未然。 

              2.請環安中心於下次行政會議報告實驗室安全的行政責任相關法 

令，以提醒各實驗室負責人注意遵循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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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給原則」，請討論。 

(研發處提) 

說明：1.依據 95 年 9 月 19 日國立交通大學 95 學年度第一次研發常務會議同 

意修正在案。  

2.檢附附件一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各一份，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第三條  本校教授研究獎勵金，其獎勵對象及獎勵金支給標準詳訂如 

下： 

一、獎勵對象： 

 (二)全校前五年研究績效優異者。研究績效由各學院（含通

識教育委員會）組成教師研究績效評審委員會以評審前五

年（歷年）發表論文、專書、展演、專利及技轉等研究成

果為主。 

二、符合第一款第一目獎勵金每人每月不超過教師本薪及學術研

究費二項加總之百分之三十；符合第一款第二目獎勵金每人

每月不超過教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加總之百分之二十。 

修正後版本(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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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關於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共同科教師申請研究獎勵金時，其申

請案併入通識教育委員會一併計算。 

 

二、案由：有關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中教師借調期限及借調期滿再次借調規定 

修正 1 案，請  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 

1.查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及第 17 點有關教師借調期間及再次借調

之規定，係參照原「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訂定。而教育部於 95 年 8 月 24

日台人（一）字第 0950120905C 號令修正「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將教師借

調期間修正為每次至多 4 年，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但借調總年數

合計不得逾 8 年。 

2.現行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教師借調期間以 2 年為原則，

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 2 年為限。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 4

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 1 任為限」。第 17 點規定：「借

調期滿歸建須達 2 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再次借調以 1 次為限」。 

3.依教育部新修正「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本校現行教師

借調期限及再行借調規定均比新修正之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嚴格，是否維持

原規定或配合該處理原則修正，提請審議。 

4.檢附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對照表各１份，另附教

育部新修正之教師借調處理準則、其他學校針對教師借調年限及借調期

滿再行借調規定修正情形表各１份供參。 

決議：緩議。請人事室參酌他校制定情況及本校特殊狀況審慎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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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