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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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97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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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12 月 26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 

出  席：李嘉晃副校長（請假）、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周景揚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傅恆

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李鎮宜研發長（宋開泰副研發長代理）、許尚華國際長、

電資中心陳信宏代理主任（請假）、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工

學院方永壽院長（傅武雄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李弘祺院

長（請假）、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莊英章院長（請假）、資訊學院林一平

院長（曾文貴所長代理）、光電學院王淑霞院長、計網中心林盈達主任、圖書館柯

皓仁代理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李弘祺主委（請假）、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

陳加再主任、郭仁財主任秘書 

列  席：頂尖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尤克強執行長（缺席）、公共事務委員會

蘇麗尹副執行長（李佳如小姐代理）、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林健正執行長、學

聯會褚立陽會長（缺席）、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梁嘉雯小姐 

記  錄：施珮瑜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略    

    

貳貳貳貳、、、、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7 年 12 月 19 日召開之 9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請參閱會議紀

錄附件），已 E-mail 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參參參參、、、、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一一一一：：：：為協助台南分部光電學院明年如期招生，並且因應未來台南分部與校本部緊密交流

合作，擬訂「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調任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草案，請討論。（新校

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配合明年度台南分部光電學院的招生，教育部列出檢核清單，要求本校在明年 2 月

必須完成包括台南分部奇美樓的主體結構、達成募款 3000 萬元的目標、延聘基本

師資、…等等工作事項。 

二、台南分部奇美樓由奇美集團斥資 4.4 億元，為迄今公立大學獲得的教學研究大樓捐

贈且動工案中最高者。該大樓已於今年 8 月底動工。配合招生時程積極趕工，目前

奇美樓第 5 樓層施工中，工程進度達 42%，預計明年初可完成 7 層樓的主體結構，

明年八月底落成啟用。 

三、在全球景氣陷入嚴冬之際，高科技產業紛紛陷入困境，交大校友仍慷慨解囊義助母

校，可在明年初能夠達成向 3000 萬元的募款目標，群策群力確保台南分部招生無

虞，展現了交大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其飲水思源的精神令人萬分感佩。 

四、依教育部的規定新設獨立研究所招生時，應有 7 名專任教師，其中 3 名必須是副教

授級以上，雖教育部同意新增 18 位教師員額供本校發展光電領域以及校方支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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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名約聘師資，惟新成立系所的師資宜逐年聘滿，以維持師資素質，因此在慣例上

本校及各校向以現有師資支援新成立的系所。 

五、為協助本校台南分部能夠如期於明年度招生，推動產學合作，奠定學術發展之良好

基礎，特訂定「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調任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草案。在教師調任

支援台南分部期間，規範要點如下： 

1.校方應支援原屬系所約聘或兼任師資，以分擔該系所教學、研究工作。 

2.本校在學生總量管制範圍內，以不得減少原屬系所碩、博士班招生名額為原則。 

3.教師均得在校本部及台南分部授課與指導研究生，且其授課時數得併計為教學負

荷。 

4.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或借調時，其調任期間之年資，應予併計。 

5.與原屬系所教師離校研修、休假研究及借調人數，不得超過專任教師百分之十五，

惟約聘教師調任案不在此限。 

6.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借調時，應先歸建原屬系所，由當事人向原屬系所提出

申請，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辦法經人事室建議，修正如（附件一，P4），以兩案並陳方式，提請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本辦法採人事室建議方案，為「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 

二、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一條「為協助本校台南分部如期於九十八學年度如期招生，推動產學合

作，……。」修正為「為協助本校台南分部發展，推動產學合作，……。」 

（二）第三條「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期滿後自動返回原屬系所。前項支援台南分

部所約定之事項，雙方系所應與當事人簽署書面文件以資信守。」修正為「教師

支援台南分部，……；期滿後自動返回原屬系所。前項支援台南分部之事項，應

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院主管會議通過並提行政會議報告。」 

（三）第四條第一款「校方得支援原屬系所……、研究工作。」修正為「校方應支援原

屬系所……、研究工作。」 

（四）第五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

為「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P5）。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據 97 學年度第 2 次（97 年 11 月 5 日）臨時校務會議決議，獲傑出人士榮譽獎勵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支給者仍可申請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研究

獎勵，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三，P6-7），現行「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

究成果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不符，擬修正該條文。 

二、檢附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四，P8）

及「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五，P9-10）。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修正後通過。第四條中「當年度已獲得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研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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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符合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給原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得請領研究獎

勵及傑出人士榮譽獎勵。」修正為「當年度已獲得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研究

獎勵，……。惟符合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給原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

得同時請領研究成果獎勵。」    

    二、「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六，P11-12）。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伍伍伍伍、、、、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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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事室建議 

建議意見 原草案條文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國立交通大學教師    

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為協助本校台南分部如期於九十八學

年度如期招生，推動產學合作，奠定學

術發展之良好基礎，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支援，係指本校教師基於教

學或研究上需要，至台南分部支援教

學、研究或行政等相關工作。 

第三條 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應與其專長相關者

為限，每次以兩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

長一次；期滿後自動返回原屬系所。 

 前項支援台南分部所約定之事項，雙方

系所應與當事人簽署書面文件以資信

守。 

第四條 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期間，其相關規定及

配合措施如下： 

一、校方得支援原屬系所約聘或兼任師資，

以分擔該系所教學、研究工作。 

二、本校在學生總量管制範圍內，以不得減

少原屬系所碩、博士班招生名額為原

則。 

三、教師均得在校本部及台南分部授課或指

導研究生，且其授課時數得併計為教學

負荷。 

四、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或借調時，其

支援期間之年資，應予併計。 

五、與原屬系所教師離校研修、休假研究及

借調人數，不得超過專任教師百分之十

五。但約聘教師支援案不受此限。 

六、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借調時，應

先返回原屬系所，由當事人向原屬系所

提出申請，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送校教評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調任調任調任調任支援台南分部暫支援台南分部暫支援台南分部暫支援台南分部暫

行辦法行辦法行辦法行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為協助本校台南分部如期於九十八學年

度如期招生，推動產學合作，奠定學術

發展之良好基礎，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調任，係指本校教師基於教

學或研究上需要，至台南分部支援教

學、研究、行政等相關工作。 

第三條 教師調任台南分部，應與其專長相關者

為限，每次以兩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

長一次；期滿後自動歸建原屬系所。 

 前項調任台南分部所約定之事項，雙方

系所應與當事人簽署書面文件以茲信

守。 

第四條 教師調任台南分部期間，其相關規定及

配合措施如下： 

一、校方應支援原屬系所約聘或兼任師資，

以分擔該系所教學、研究工作。 

二、本校在學生總量管制範圍內，以不得減

少原屬系所碩、博士班招生名額為原

則。 

三、教師均得在校本部及台南分部授課或指

導研究生，且其授課時數得併計為教學

負荷。 

四、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或借調時，其

調任期間之年資，應予併計。 

五、與原屬系所教師離校研修、休假研究及

借調人數，不得超過專任教師百分之十

五，惟約聘教師調任案不受此限。 

六、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借調時，應

先歸建原屬系所，由當事人向原屬系所

提出申請，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送校教評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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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    

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本校台南分部發展，推動產學合作，奠定學術發展之良好基礎，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支援，係指本校教師基於教學或研究上需要，至台南分部支援教學、研究   

或行政等相關工作。 

第三條 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應與其專長相關者為限，每次以兩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期滿後自動返回原屬系所。 

前項支援台南分部之事項，應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院主管會議通過並提行政會議

報告。 

第四條 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期間，其相關規定及配合措施如下： 

一、校方應支援原屬系所約聘或兼任師資，以分擔該系所教學、研究工作。 

二、本校在學生總量管制範圍內，以不得減少原屬系所碩、博士班招生名額為原則。 

三、教師均得在校本部及台南分部授課或指導研究生，且其授課時數得併計為教學負荷。 

四、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或借調時，其支援期間之年資，應予併計。 

五、與原屬系所教師離校研修、休假研究及借調人數，不得超過專任教師百分之十五。但

約聘教師支援案不受此限。 

六、教師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借調時，應先返回原屬系所，由當事人向原屬系所提出申

請，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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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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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本 次本 次本 次本 次 修 正 條 文修 正 條 文修 正 條 文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現 行 條 文現 行 條 文現 行 條 文    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第四條   當年度已獲得優良期刊

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研究獎

勵，同時符合本校傑出人士

榮譽獎勵支給資格者，僅擇

一給予研究獎勵或傑出人士

榮譽獎勵。惟符合傑出人士

榮譽獎勵支給原則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得

請領研究獎勵及傑出人士榮

譽獎勵。（即：獲獎人已獲得

之研究獎勵累計金額高於其

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數額者，

不再給予傑出人士榮譽獎勵

支給；研究獎勵累計金額未

超過其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數

額者，僅核給至傑出人士榮

譽獎勵之額度。） 

第四條   當年度已獲得優良

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

研究獎勵，同時符合本

校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

給資格者，僅擇一給予

研究獎勵或傑出人士榮

譽獎勵。（即：獲獎人已

獲得之研究獎勵累計金

額高於其傑出人士榮譽

獎勵數額者，不再給予

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

給；研究獎勵累計金額

未超過其傑出人士榮譽

獎勵數額者，僅核給至

傑出人士榮譽獎勵之額

度。） 

 

一、依據97.11.5臨時校務會議

決議，獲傑出人士榮譽獎

勵（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四款）支給者仍可申

請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

專書之研究獎勵，爰修正

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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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    

民國97年9月12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以下簡稱教師及

研究人員）積極投入研究，以提升研究水準並獎勵績效卓著者，特設置本獎勵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當年度當年度當年度當年度期刊論文成果優良者，得向研發處提報其研究成果，

由研發處召開審議會議並擇優給予獎勵。獎勵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以本校為名發表之SCI、SSCI及A＆HCI期刊論文，出版日期為當年度1月1日至

12月31日者，所屬期刊之最新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IF）於所屬領域排序

（Ranking Factor）為前40％者（以下簡稱優良期刊論文）。 

（一）優良期刊論文篇數計算方式：  

1.期刊之IF值參考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資料庫統計收錄各

領域各類期刊之IF資料，且該期刊最新之影響係數IF值為所屬領域前40

％。 

2.各篇優良期刊論文如有多位作者共同發表，各作者之分配篇數依各學院

教師升等辦法之個人論文貢獻比例分配計算，僅核予本校作者（貢獻比

例計算式之分母為所有作者，不含學生）。 

（二）獎勵金計算方式： 

1.第一級：IF值為所屬領域前10％(即RF≦10％)者，每篇論文給予5萬元

獎勵金。 

2.第二級：IF值為所屬領域前20％(即10%＜RF≦20%)者，每篇論文給予3

萬元獎勵金。 

3.第三級：IF值為所屬領域前40％(即20%＜RF≦40%)者，每篇論文給予2

萬元獎勵金。 

二、若有部份期刊未收錄於JCR資料庫，IF值為所屬領域前40％(即20%＜RF≦40%)，

但確為相關領域之頂尖期刊者，各學院得推薦於研發常務會議審議後，比照

優良期刊論文辦理。 

三、如為刊登於自然期刊（Nature）或科學期刊（Science）者，每篇論文獎勵金

新臺幣30萬元，各作者之分配篇數依各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之個人論文貢獻比

例分配計算，僅核予本校作者（貢獻比例計算式之分母為所有作者，不含學

生）。 

四、當年度第二、三級論文成果獎勵金總額，每人以不超過30萬元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者，得向研發處提報其成果，由研發處

召開審議會議並擇優給予獎勵。獎勵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本辦法所稱學術專書，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為

名發表，由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出版（或發行），出版日期為當

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經系所推薦、學院外審通過（檢附兩份以上之

審查意見書），及學校審定之原創性專書。 

二、學術專書如為多人共同著作時，本校各著作人獎勵比例將依作者人數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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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僅核予本校作者（貢獻比例計算式之分母為所有作者，不含學生）。 

三、符合審定資格之學術專書，分別獲得下列獎勵： 

（一）傑出學術專書，每部獎勵金 24 萬元。 

（二）優良學術專書，每部獎勵金 16 萬元。 

（三）甲類學術專書，每部獎勵金 8 萬元。 

當年度學術專書成果獎勵金總額，每人以不超過 30 萬元為原則。 

第四條   當年度已獲得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研究獎勵，同時符合本校傑出人士榮譽獎

勵支給資格者，僅擇一給予研究獎勵或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惟符合傑出人士榮譽獎

勵支給原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得請領研究獎勵及傑出人士榮譽獎

勵。（即：獲獎人已獲得之研究獎勵累計金額高於其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數額者，不

再給予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給；研究獎勵累計金額未超過其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數額

者，僅核給至傑出人士榮譽獎勵之額度。） 

第五條   本校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成果獎勵之審議，由研發處依據教師及研究人員所提

報之個人研究成果資料，提送符合資格者至研發常務會議審查，核定獎勵之金額。 

第六條   本獎勵之經費來源為特別預算及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等，若經費來源不足時，校

方得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整。 

第七條   本獎勵作業辦理確切日期及相關注意事項，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為準。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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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民國97年9月12日九十七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2月26日九十七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以下簡稱教師及

研究人員）積極投入研究，以提升研究水準並獎勵績效卓著者，特設置本獎勵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當年度當年度當年度當年度期刊論文成果優良者，得向研發處提報其研究成果，

由研發處召開審議會議並擇優給予獎勵。獎勵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以本校為名發表之SCI、SSCI及A＆HCI期刊論文，出版日期為當年度1月1日至

12月31日者，所屬期刊之最新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IF）於所屬領域排序

（Ranking Factor）為前40％者（以下簡稱優良期刊論文）。 

（一）優良期刊論文篇數計算方式：  

1.期刊之IF值參考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資料庫統計收錄各

領域各類期刊之IF資料，且該期刊最新之影響係數IF值為所屬領域前40

％。 

2.各篇優良期刊論文如有多位作者共同發表，各作者之分配篇數依各學院

教師升等辦法之個人論文貢獻比例分配計算，僅核予本校作者（貢獻比

例計算式之分母為所有作者，不含學生）。 

（二）獎勵金計算方式： 

1.第一級：IF值為所屬領域前10％(即RF≦10％)者，每篇論文給予5萬元

獎勵金。 

2.第二級：IF值為所屬領域前20％(即10%＜RF≦20%)者，每篇論文給予3

萬元獎勵金。 

3.第三級：IF值為所屬領域前40％(即20%＜RF≦40%)者，每篇論文給予2

萬元獎勵金。 

二、若有部份期刊未收錄於JCR資料庫，IF值為所屬領域前40％(即20%＜RF≦40%)，

但確為相關領域之頂尖期刊者，各學院得推薦於研發常務會議審議後，比照

優良期刊論文辦理。 

三、如為刊登於自然期刊（Nature）或科學期刊（Science）者，每篇論文獎勵金

新臺幣30萬元，各作者之分配篇數依各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之個人論文貢獻比

例分配計算，僅核予本校作者（貢獻比例計算式之分母為所有作者，不含學

生）。 

四、當年度第二、三級論文成果獎勵金總額，每人以不超過30萬元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當年度出版學術專書者，得向研發處提報其成果，由研發

處召開審議會議並擇優給予獎勵。獎勵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本辦法所稱學術專書，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為

名發表，由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出版（或發行），出版日期為當

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經系所推薦、學院外審通過（檢附兩份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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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書），及學校審定之原創性專書。 

二、學術專書如為多人共同著作時，本校各著作人獎勵比例將依作者人數平均分

配，僅核予本校作者（貢獻比例計算式之分母為所有作者，不含學生）。 

三、符合審定資格之學術專書，分別獲得下列獎勵： 

（一）傑出學術專書，每部獎勵金 24 萬元。 

（二）優良學術專書，每部獎勵金 16 萬元。 

（三）甲類學術專書，每部獎勵金 8 萬元。 

當年度學術專書成果獎勵金總額，每人以不超過 30 萬元為原則。 

第四條   當年度已獲得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研究獎勵，同時符合本校傑出人士榮譽獎

勵支給資格者，僅擇一給予研究獎勵或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惟符合傑出人士榮譽獎

勵支給原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得同時請領研究成果獎勵。 

第五條   本校優良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成果獎勵之審議，由研發處依據教師及研究人員所提

報之個人研究成果資料，提送符合資格者至研發常務會議審查，核定獎勵之金額。 

第六條   本獎勵之經費來源為特別預算及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等，若經費來源不足時，校

方得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整。 

第七條 本獎勵作業辦理確切日期及相關注意事項，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以研發處通知及公告之時程為準。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