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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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888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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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98 年 10 月 9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吳重雨校長 

出出出出        席席席席：：：：李嘉晃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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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尚華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

院謝漢萍院長（楊谷洋副院長代理）、理學院莊振益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理

學院張新立院長、人社學院李弘祺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莊英章院

長、資訊學院林一平院長（簡榮宏副院長代理）、光電學院王淑霞院長（林健正召集

人代理）、計網中心林盈達主任（蔡錫鈞副主任代理）、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

育委員會李弘祺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陳加再主任、張靄珠主任秘書 

列列列列        席席席席：：：：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張國明執行長（曾詠庭小姐代理）、

公共事務委員會詹玉如執行長（蘇麗尹小姐代理）、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林健

正召集人、學聯會徐晨皓會長、會計室呂明蓉組長、體育室塗為然先生 

記記記記        錄錄錄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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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9 月 25 日召開之 97 學年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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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    

（一）招生陸續有重大政策改變 

1.教育部開放各大學申請提高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名額比率(可由 40%提高為 60%)，經申

請後教育部已核定，本校部份學系申請提高為 50%、60%，均照准。本校配合此一政策，

部份學系增列低收入戶優先錄取名額。 

2.教育部於 98 年 9 月 28 日函示，繁星名額併入非考試分發名額計算百分比(去年繁星

名額另外計算，100 學年度繁星將取代學校推薦)。教育部近期亦通知研究所甄試名額

可提高為 50%(原 40%)，已通知各系所考量辦理。 

3.教育部預定於 99 年 1-2 月會到各大學查核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及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

各系所試務作業(審查與面試)細節，教育部希望提高甄試比率後，各大學能以更客

觀、嚴謹的態度辦理試務，讓社會更能接受大學自主的選才機制，查訪結果將作為爾

後決策重要參考。 

（二）教育部日前通知，以往 12 月底報部的特殊系所調整案(碩士班新設、博士班新設或調

整)，因審查制度改變，今年起改為 12 月 5 日截止，且一定要檢附相關會議記錄。公

文影本已送交各學院。除了 10 月份校務會議之外，11 月下旬有規劃臨時校務會議，

建議有需要申請的系所在 10 月底以前完成學院程序，俾利秘書室安排校規會審議。 

（三）97 學年度「教學獎」頒獎圓滿結束：：：：98 年 6 月 12 日選拔出 13 位傑出教學教師，24

位優良教師，同時已於 9 月 8 日下午 1:30 於大學部新生開學典禮中舉行頒獎儀式，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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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教學獎有陳誠直教授等 13 位，優良教學獎有賴雯淑教授等 24 位。 

（四）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統計資料：已完成統計，並發送至各教學單位。

共有 1590 門課程參與，選修人次為 58482 人，填答人次為 48088 人，填答率達 82.23%，

教學反應問卷之前四題整體印象平均得點為 4.06。其中平均得點 4.5 以上課程共計 208

門，平均得點 4.0 以上課程共計 894 門。整體印象平均得點低於 3.0 的課程有 19 門課

程，教務長已致函任課教師及其單位主管與院長關切，請老師一個月內與系所主管及院

長完成面談。 

（五）為因應 H1NI 流感，教務處也推出『交大對抗 H1N1 三部曲』的服務，鼓勵教師上課時

利用 e3 平台上之同步功能隨堂錄製課程，讓不克到校上課學生在家下載自習，請教師們

多加利用。數位內容製作中心亦會針對此項錄製需求，加開同步的教學與錄製訓練。 

    

三三三三、、、、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    

（一）本校罹 H1N1 新流感病狀者，累計至目前共有 20 輕症，已結案返校有 19 人，返家休養

有 1 人。 

（二）本校推動教育部優質人力培育計畫—「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針對 95 至

97 畢業的交大同學，提供 80 名實習員額。目前已有 262 家企業向交大提出申請，共

釋出 1581 個企業實習職缺。迄至 9 月底已媒合成功 74 名（人社管理相關學系 51 名，

理工相關學系 23 名），媒合率 92.5%。  

（三）聯合服務中心委請計中開發新版校園公告系統已完竣，預計於 10 月底前正式上線使

用，屆時舊版公告系統將關閉。新版加強分類閱覽及以日查詢活動功能，使用者更容

易上手。為讓本校同仁熟悉系統操作，特於 10 月 5 日舉辦一場次教育訓練。 

（四）8 位同學暑期赴烏克蘭擔任國際志工已於 9 月間順利返校，並將於 10 月 15 日（四）「頂

尖大學計畫校內成果展」中報告心得收穫。 

（五）活動中心為學聯會、學生社團辦公室所在地，亦是全校學生主要課外活動用地，多年

來迭遭漏水之苦，經積極爭取經費修繕，於 98 年 8 月圓滿完成整修工程，如期於新學

期開學給社團同學一個全新安全舒適的良好活動場地。但因總經費龐大，此次整修工

程僅是活動中心的一部份，尚未整修之部分仍有嚴重漏水及天花牆面腐蝕的問題存

在，影響活動中心之安全及觀瞻。課外組將申請 99 年度專項經費，亟盼校方再給予經

費補助，早日全部完成活動中心整修工程。 

 

四四四四、、、、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    

（一）「校園 IC 卡」外觀圖案設計作品網路票選活動結果： 

1.98 年 9 月 14 日至 30 日本處舉辦「校園 IC 卡」外觀圖案設計作品網路票選活動，票

選結果如下： 

（1）「學生證」獲勝作品為以「襯托出交大人的不凡氣質」為概念設計而成的尊爵、時

尚、品味的「交大晶鑽卡」。 

 

 

 

 



3 

 

（2）「教職員證」獲勝作品為配合背面以白底基調為主，將交大代表「竹」以國畫筆法

與淡墨處理置於背景，以人文與科學融為一體為概念出發設計而成的服務證。 

 

 

 

 

 

 

2.98 年 10 月 5 日至 20 日開放學生證色系變更申請：新的學生證有「黑色」「銀色」二

種色系，系統製卡預設為黑色，若同學喜歡銀色可上網登錄變更申請。 

（二）學生宿舍暨文教會館 BOT 計畫： 

1.已分別提送本校景觀會議、校規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2.98 年 9 月 16 日教育部正式授權本校辦理 BOT 案。 

3.98年 9月 23 日依促參法規定辦理公告15日（自98年 9月 24日至98年 10月 8日止）。 

4.預計 10 月底召開初步審核委員會議。 

（三）本校門禁系統更新及整合採購案相關事宜：為配合校園 IC 卡實施，使用 IC 卡即可感

應館舍門禁系統，不需攜帶其他門禁卡，本校門禁系統更新及整合採購案正辦理招標

公告，98 年 10 月 13 日開標，本案訂於 99 年 2 月底完成門禁系統建置，並由廠商負

責維運二年。 

（四）本處營繕重要工程進度報告： 

1.管理一館增建工程（二期）刻辦理正式驗收作業中，使用執照及消防檢查申請中，消

檢缺失改善預計安排本週五辦理消防檢查。室內裝修工程 98 年 7 月 14 日決標，已開

始展開拆除及裝修工程。（室內裝修工程 98 年 9 月 9 日申報開工，工期 90 日曆天） 

2.田家炳光電大樓新建工程已申報竣工及取得使用執照並完成工程驗收。有關裝修搬遷

作業進度： 

（1）光電系已由工五館搬遷進駐光電大樓。 

（2）交映樓六、七樓單位（生科系、璞玉）已搬入工五館。 

（3）理學院及應科中心同步辦理裝修工程及搬遷進駐。 

3.工五館搬遷工程：二樓生科系及璞玉小組已遷入，五樓機械系實驗室空間已整理完畢，

準備辦理搬遷。惟該系所務會議結論不搬，刻由機械系及教務處協調空間調整事宜，

以利接續整理九樓電控系實驗室及二樓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推教中心、電資中心、教

務處空間。 

4.客家學院大樓主體工程已於 98 年 7 月 27 日報竣，辦理工程點驗作業。目前消防檢查

已通過，使照會勘已完成。後續裝修工程、室內設備及雜項工程，空間之家具及設備

等採購由客家學院負責（集中採購），以縮短施工時間，室內裝修工程業已決標，工期

45 日曆天，辦理開工中。 

5.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30％成熟度計畫書已由行政院核定通過，刻正辦理建築執照申

請，最有利標評選方式業簽核，已於 9 月 7 日召開第一次採購評選委員會議及修訂工

作會議，並完成招標文件修訂作業，辦理公開閱覽作業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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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社三館已完成 30％成熟度計畫書製作，因暫無工程預算來源，98 年 9 月 3 日已與建

築師協調勞務費計算費用比例，俟簽陳同意後辦理合約付款作業。 

7.游泳池工程於 98 年 5 月 20 日開標順利決標，刻正辦理開工準備及協調工作，建照執

照新竹市政府同意轉由科學園區管理局審發，已排訂 98 年 10 月 12 日進場開工及施作

圍籬。 

8.光復校區 PU 跑道更新於 98 年 5 月 14 日開標決標，已於 98 年 6 月 24 日開工，預計

98 年 11 月 30 日完成。 

9.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新竹市政府於 98 年 3 月 10 日辦理加強山坡地審查，本案結論

修正後通過，接續將請領雜項執照中。西區工程預計今年 10 月辦理招標及動工，於 99

年 5 月完成全區開發及壘球場闢設。另光復校區臨時壘球場地已完工。 

（五）舊公文系統終止合約調解事宜：本校「公文流程管理暨電子表單流程管理元件化系統」

因華苓科技公司遲延履約情節重大，故於 98 年 2 月 20 日發函終止合約在案，經歷次協

商會議華苓科技公司願意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華苓科技公司已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案，訂於 98 年 10 月 6 日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開調解會議，

本校已委託立言法律事務所協助處理調解事宜，並於 98 年 9 月 30 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提出陳述意見書。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針對與華苓針對與華苓針對與華苓針對與華苓舊公文系統終止合約舊公文系統終止合約舊公文系統終止合約舊公文系統終止合約事件事件事件事件，，，，請總務處與計網中心商討並妥善解決調解請總務處與計網中心商討並妥善解決調解請總務處與計網中心商討並妥善解決調解請總務處與計網中心商討並妥善解決調解

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五五五五、、、、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    

（一）賀～本校應用化學系張豐志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13 屆國家講座」及東元文教基金會「第

16 屆東元獎」。 

（二）8 年度教師節敬師茶會暨優良教師與重要學術獎表揚典禮」已於 98 年 10 月 1 日舉行。

典禮中表揚榮獲重要學術獎的 15 位獲獎教師及 41 組的獲獎學生，以及榮獲 97 學年度

教學獎之教師。 

（三）與清大所簽訂的學術合作協議已於 98 年 6 月 21 日期滿，為延續兩校之學術交流，加

強雙方之研究合作，故兩校已於日前完成學術合作協議續約。 

（四）國科會「99 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專題計畫徵求案受理申請:構想書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28 日 13 時止。 

（五）國科會 99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受理申請:

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1 月 26 日止。 

（六）會自然處徵求「99 年度防災科技研究計畫」:構想書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12 日 17 時

止。 

（七）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99 年度中醫藥研究計畫公開招標徵求：「中西醫整合及中

西藥併用之相關研究類」委託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15 日止。 

（八）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99 年度中醫藥研究計畫(4 類)公開招標徵求： 

    1.99 年度「推動中醫藥國際化及前瞻性政策規劃類」，校內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21 日止。 

    2.99 年度「推動中醫藥療效評估及診斷標準化類」，校內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29 日止。 

    3.99 年度「推動傳統藥材生技研發類」，校內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26 日止。 

    4.99 年度「強化中藥用藥安全類」，校內截止日至 98 年 10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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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頂尖頂尖頂尖頂尖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請各單位配合在執行頂尖計畫時，不得支用非計畫所購置設備之維護

費。    

（一）依據教育部 97 年 11 月 3 日台高字第 0970210943C 號函發布之修正「發展國際一流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使用原則」(附件一，P9-17)第三點第二款：本計畫經費不得支

用於本計畫之主持費用、學校管理費(含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設備維護等費用)

及內部場地費。    

（二）教育部 98 年 9 月 1 日來函指出『審計部之前查核 97 年度特別預算事宜，其中有關各

校將 5 年 500 億計畫經費用在設備維護費的部分，因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規定，不得

使用於設備維護費，雖部分學校表示該經費係直接與計畫相關，經教育部與審計部溝

通，審計部仍認為除使用於本計畫經費購買之設備維護費外，其餘設備維護費都不得

使用，因此近日會先就之前被審計部抽查的學校（臺大、中興、中央、元智）支用設

備維護費部分函請學校收回或調整，其餘學校將嗣後發函，爰請各校預先準備，如係

用於本計畫經費購買設備之維護費，必須能夠證明（例如購買設備名稱、維護項目..

等），其餘設備維護費，凡以 94 年特別預算支應者，因已超過保留年限，一律收回，

以 95 年以後之特別預算支應者，請調整以校務基金支應，調整後經費請用於計畫相關

且符合經費使用原則之項目。』    

（三）頂尖計畫辦公室調查 95～97 年設備維護費支用帳務配套措施：    

（四）98 年執行配套措施： 

1.請各單位配合不得於頂尖計畫支用設備維護費。 

2.於本計畫經費購買設備，欲支用設備維護費，請先行簽請校長同意，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 

3.各單位請自行留存支用設備維護費之佐證資料備查，日後各機關來校查核時，請計畫

主持人提出相關說明。 

    

七七七七、、、、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一)網路大學排名指標：四項指標中（Size:20%, Visibility:50%, Rich Files:15%, 

Scholar:15%)，圖書館負責 Scholar 部分，經過一個月的努力，目前被 Google Scholar

收錄的資料量，已經大幅度成長，與國內前五名的學校比較如下表所示。圖書館將再努

力增加部分資料，期待能夠再提昇這部分的資料量與排名。 

Google scholar 搜尋結果 (文章發表時間：2005-2009 ) 

學校 分類 SITE 2009/9/17 查詢 2009/10/6 查詢 成長率 

經費明細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255-257 什項設備

修護費金額 
10,631,951 5,451,717 1,681,446 

配套措施 

依據要求 95 年合

計金額，陳請以校

務基金調整支應。 

囿於年度計畫需於 12

月底執行完畢，故 96

年合計金額儘速於本

計畫內調整因應。 

97 年合計金額待 4

校與教育部溝通

後，再行因應。 



6 

學校整體 site:ncku.edu.tw 20,500 20,600 0.49% 
成大 

圖書館 site:lib.ncku.edu.tw 20,100 20,300 1.00% 

學校整體 site:ntu.edu.tw 9,890 10,200 3.13% 
台大 

圖書館 site:lib.ntu.edu.tw 8,630 8,860 2.67% 

學校整體 site:nsysu.edu.tw 8,640 8,810 1.97% 
中山 

圖書館 site:lib.nsysu.edu.tw 7,270 7,420 2.06% 

學校整體 site:nctu.edu.tw 1,130 7,690 580.53% 
交大 

圖書館 site:lib.nctu.edu.tw 852 7,410 769.72% 

學校整體 site:nthu.edu.tw 1,020 1,100 7.84% 
清大 

圖書館 site:lib.nthu.edu.tw 475 517 8.84% 

    

八八八八、、、、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一）公共事務委員會統籌規劃校際紀念品，提供各單位申請以餽贈業務相關往來來賓、辦

理各項活動及對外銷售。 

（二）依據「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抽查民國 97 年度 1 至 8 月財務收支審核通知」及 98 年

4 月教育部來校查核，建議本校應針對紀念品業務訂定相關規定。 

（三）經與校內相關單位討論有關紀念品領用與銷售流程，訂定管理作業規定，請參閱附件

二。（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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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本校本校本校「「「「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則則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提提提提））））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 年 4 月 3 日台會(一)第 0980053625A 號函辦理，通過後將送本校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三。（P21-26） 

二、依 98 年 9 月 25 日 98 年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本校「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

費支給原則」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四。（P27-28）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授權研發處與會計室、人事室及秘書室研擬後，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討論。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擬修擬修擬修擬修訂訂訂訂 98989898 學年度運動大會舉辦日期學年度運動大會舉辦日期學年度運動大會舉辦日期學年度運動大會舉辦日期，，，，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提提提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本學年度運動大會原訂之預賽日期為 98 年 11 月 25 日，決賽日期為 98 年 12 月 2 日。 

二、近期因天候不佳，影響本校田徑場整修工程，擬將原訂之運動大會日期延後二週舉

行，即預賽 12 月 9 日，決賽 12 月 16 日。 

三、本案業經體育室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四、本案通過後，擬請一併修訂學校 98 學年度行事曆，並請教務處通知全校各教學單位，

原訂之停課日(12 月 2 日)恢復上課，改為運動大會當天(12 月 16 日)全校停課。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通過，並請學務處與教務處協商調整開幕時間。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訂定本校訂定本校訂定本校訂定本校「「「「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案案案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提提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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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如附件五，P29)

辦理。 

二、上開辦法第八條略為：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勞支應原則

應明定於收支管理規定，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第

九條略為：支應辦理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勞，每月給與總額以不超

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為限；其支給基準，由學校定之。 

三、審計部前審核本校校務基金決算情形，核有意見為：本校未訂定行政人員辦理五項

自籌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及基準，逕行發給工作酬勞，亟待改進。 

四、經調查本校現行以五項自籌收入支應工作酬勞情形略為：支領金額以 330 元至 25,200

元不等，支領程序係由各單位以簽案奉校長核可或經該項收入管理單位一級主管核

可；此由各自籌收入單位簽辦其單位工作人員每月津貼之方式由來已久，其性質為

每月津貼，非績效酬勞，且各單位自行簽辦津貼，無統一之標準，部分人員每月津

貼金額甚且高於主管職務加給，實有未妥，亟待通盤改善。 

五、上開管監辦法及本校五項自籌收入相關規定：約用人員工作酬勞每月不得超出薪資

1/3，編制內職員不得超出其專業加給 60%。惟除上述已發現支領金額每月超出 20,000

元者外，本校現行尚有各項工作酬勞由各單位自行造冊，若有同一人支領多項計畫

酬勞但分次造冊致支領總額未符規定情形，無控管機制，均未符前開規定。 

六、綜上所述，爰研擬工作酬勞支應原則適用對象、績效項目、酬勞金額上限、支領程

序及控管檢核機制等相關規定，並建請人事室及會計室，共商建置審核各類人員支

領工作酬勞金額之帳務系統，落實執行，俾符規定。 

七、檢附本校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逐點說明表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六，P30-32)。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五點「每人每月支領總額以不超過新台幣八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該項收

入收支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且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同意並經校長核可者，

每月支領總額不受前述限制；」文字刪除。 

（二）第五點「惟編制內人員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修正為「惟編制內人員每

人每月支領總額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 

（三）第六點第一款「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主管評定，送擬支收入項目之收支管理

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始得支領。」修正為「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相

關委員會評定，並送擬支項目之收支管理單位通過始得支領。」 

（四）第六點第二款「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擬支收入項目經費若短缺，得經

該收入收支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修正為

「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擬支收入項目經費若短缺，得經該收支管理單

位通過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 

（五）第九點增列行政會議，修正為「本原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本校「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全文請參閱附件七。（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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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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本校「傑出教學獎」及「傑出人士獎勵」分屬教務處與研發處，應為不同獎

項，不應侷限教師只能擇一申領，請頂尖計畫辦公室及會計室在適法情形下再行協商解

決。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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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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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領用管理作業規定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領用管理作業規定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領用管理作業規定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領用管理作業規定    

九十八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981009)通過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本校業務所需之紀念品，，，，由本校公共事務委員會

統籌，委託廠商製作具本校代表性及紀念性質之禮品，供校內各單位使用，特訂定本規

定。 

二、本校各單位得依實際需求並秉持撙節精神提出「紀念品領用申請暨經費核銷清單」，核可

後領用。 

三、紀念品請領用途： 

（一）提供為國際禮儀(國內外交流、外賓來訪、出國參訪、簽約合作、對外表達本校感謝

及留念之意等)致贈國內外賓客之用。 

（二）提供為重要獎項之獎品。 

（三）提供為促進校務發展辦理之教學研究宣傳推廣用。 

（四）提供為辦理學生活動或招生宣傳。 

四、紀念品經費來源： 

（一）由專項費用先行墊付製作費用，後依「紀念品領用申請暨經費核銷清單」所示，將

領用單位經費轉帳至該專項費用。 

（二）用途為第三點第（一）或第（二）款者，若符合行政院及教育部相關規定，得於各

單位業務費、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或其他符合規定經費支應。 

（三）用途為第三點第（三）或第（四）款者，得於符合五項自籌經費規定之任一項經費

支應。 

五、紀念品內部控管方式： 

（一）紀念品均妥善保管於本校倉庫內，俟核可後領用。 

（二）建立內部帳務紀錄：按紀念品種類分別列帳管制，根據購置增加、領用等有關憑證

登錄，按日逐筆登記數量及金額。 

（三）建立盤存控管紀錄：定期實地盤存核對，並作成盤存紀錄送請主管核閱，如因疏失

而招致遺失或損毀，應視情節輕重，依法賠償或議處。 

六、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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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領用申請暨經費核銷清單（格式） 
請上網 http://souvenir.nctu.edu.tw 辦理 

領用單位 領用日期 

 年    月    日 
經費(計畫)編號 
教育部補助計畫及頂尖計畫不適用 

 

紀念品名 數量 單價 總價 

    

    

(請勾選) 

□必要頒獎之獎品（檢附相關辦法） 

□依國際禮儀致贈外賓（檢附相關說明文件） 
(請勾選經費來源) 

□A學校分配預算(至三組審核) 

□B 計畫及自籌經費(至一組審核)用途說明(致

贈事由與對象)： 

    

    

    

    

    

合計  

 

承辦人／聯絡電話 公共事務委員會(業務單位)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承辦人 

執行長 
 

領取人 

單位使用人 

會計室 

 

 

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 
組長 

 

 

 

註： 

1. 各單位請購紀念品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

進方案」第七點辦理。 

2. 有關出國攜帶紀念(禮)品致贈外賓者，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辦法」辦理。 

3. 依其它相關法規辦理，請各單位審慎評估。 

4. 紀念品領回後由使用單位自行列管。 

5. 領用單位若有需要請自行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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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管理作業規定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管理作業規定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管理作業規定國立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管理作業規定    

九十八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980925)通過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擴大本校紀念品服務範圍，服務所有校友及一般民眾

之購買需求，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校紀念品係指含本校校名或任何識別標誌之禮品。 

三、紀念品銷售之簽約與授權： 

  （一）紀念品之設計、製作、授權、收益及相關事項，由本校公共事務委員會統籌辦理。 

  （二）凡欲使用本校識別標誌者，應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未經同意或授權而擅自使用者，

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利，並禁止其使用。 

  （三）欲製作或銷售本校紀念品者，得與本校簽訂授權合約，於合約中載明授權金等雙方

合作方式，依約進行商業行為。 

四、紀念品銷售方式： 

（一）由本校簽約商自覓通路銷售。 

（二）由本校買進，於校內自有通路銷售。 

五、紀念品內部控管方式： 

（一）對外銷售紀念品之相關業務收入及支出，均納入本校年度預算中，並依規定繳納營業

稅。 

（二）由本校買進、待售之紀念品，均妥善保管於本校倉庫內。 

（三）建立內部帳務紀錄：按紀念品種類分別列帳管制，根據購置增加、領用等有關憑證登

錄，按日逐筆登記數量及金額。 

（四）建立盤存控管紀錄：定期實地盤存核對，並作成盤存紀錄送請主管核閱，如因疏失而

招致遺失或損毀，應視情節輕重，依法賠償或議處。 

六、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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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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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則則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條文 說明 

一、 為落實獎勵支援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教

師、職員及研究人員，訂定本原則。 

本原則訂定目的 

二、 本原則支領對象為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核定在案之單位，教育

部未核定其主管職務，含主管、副主管、組長、主任、顧問。 

支領對象及範圍 

三、 各主管職務工作費由該職務所辦理之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

應。同一職務不得重覆支領不同經費來源之工作費。 

經費來源及不得重覆支

領限制 

四、 以下職務得由學校建教收入管理費(以下簡稱總管理費)或各

單位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應。 

1.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圖書

館、計網中心之副主管工作費，副教授以上兼任月支16,000；

助理教授兼任月支14,000；職員兼任月支10,500。以總管理

費支應之副主管各單位以一名為限。 

2.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圖書

館、計網中心、公共事務委員會之兼任組長工作費，教師以上

兼任月支 7,900；九職等月支 7,500、職員兼任八職等月支

6,000。 

3.推動全校事務專案設立任務編組單位之主管及副主管工作

費，副教授以上兼任主管月支最高 25,700，副教授以上兼任

副主管月支最高 16,000。以總管理費支應之主管及副主管各

以一名為限。 

由學校建教收入管理費(以

下簡稱總管理費)或各單位

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應對

象及標準 

五、 以下職務由各單位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應。 

1.電子資訊中心副主管及兼任組長比照第四條同等職級標準。 

2.院、系副主管及主任(含實習工廠主任)由單位自訂，最高不

得超過第四條同等職級標準。 

3.研究中心主住由單位自訂，最高不得超過第四條同等職級標

準。且研究中心一年工作費總額不得超過當年度該中心建教

收入管理費之20%。 

4.顧問工作費標準由各單位自訂，最高月支不得超過8,000。 

由各單位五項自籌業務收

入支應對象及標準 

六、 本原則未盡事宜，依照「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

督辦法」及相關函令辦理。 

未規範事項處理方式 

七、 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

過，並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本原則修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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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則則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 為落實獎勵支援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教師、職員及研究人員，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支領對象為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核定在案之單位，教育部未核定其主管職務，含主管、副

主管、組長、主任、顧問。 

三、 各主管職務工作費由該職務所辦理之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應。同一職務不得重覆支領不同經費來

源之工作費。 

四、 以下職務得由學校建教收入管理費(以下簡稱總管理費)或各單位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應。 

1.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圖書館、計網中心之副主管工作費，副

教授以上兼任月支16,000；助理教授兼任月支14,000；職員兼任月支10,500。以總管理費支

應之副主管各單位以一名為限。 

2.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圖書館、計網中心、公共事務委員會之

兼任組長工作費，教師以上兼任月支7,900；九職等月支7,500、職員兼任八職等月支6,000。 

3.推動全校事務專案設立任務編組單位之主管及副主管工作費，副教授以上兼任主管月支最高

25,700，副教授以上兼任副主管月支最高16,000。以總管理費支應之主管及副主管各以一名

為限。 

五、 以下職務由各單位五項自籌業務收入支應。 

1.電子資訊中心副主管及兼任組長比照第四條同等職級標準。 

2.院、系副主管及主任(含實習工廠主任)由單位自訂，最高不得超過第四條同等職級標準。 

3.研究中心主住由單位自訂，最高不得超過第四條同等職級標準。且研究中心一年工作費總額不

得超過當年度該中心建教收入管理費之20%。 

4.顧問工作費標準由各單位自訂，最高月支不得超過8,000。 

六、 本原則未盡事宜，依照「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及相關函令辦理。 

七、 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並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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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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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逐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逐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逐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逐點點點點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

需要，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

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訂定依據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兼行政職

務教師、助教、約用人員、計畫助理、技工、

工友、駐衛警及司機等人員。 

適用對象涵括本校五項自籌收入現行支領

工作酬勞之各類行政人員(除教師外)，俾

有全校一致性之支領標準及程序規定。 

三、本原則之經費來源為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捐贈

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及投

資取得收益等五項自籌收入。 

經費來源 

四、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指下列各款

之一： 

（一）年度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

指標，辦理成效超越目標達成率百分之十

以上者。 

（二）執行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 

方案，經採行確具成效者。 

（四）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著有績 

效者。 

(五)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 

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或 

規劃業務周密且執行得宜，對節省公帑及 

人力，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理措施，具體開 

源及節流，績效顯著者。 

(八）其他優異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業務績效項目    

五、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效程

度支領相關工作酬勞，每人每月支領總額以不

超過新台幣八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該項

收入收支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且經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會議同意並奉校長核可者，每月支領

總額不受前述限制；惟編制內人員仍以不超過

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不超過其

本職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1.支領金額上限 

2.工作酬勞為薪資以外之給與，公務人員

主管職務加給薦任八職等每月為 6540

元、九職等為 8440 元，參考此項標準，

工作酬勞每人每月支領總額以不超過

8000 元為妥。 

3.具特殊績效者可支領酬勞不受 8000

之限且可能甚高，因未有全校統一之具

體、一致性特殊績效項目，宜經校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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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理委員會通盤審議為宜。    

六、本原則所稱工作酬勞支領程序及限制如下： 

(一)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主管評定，送擬 

支收入項目之收支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並

經校長核可始得支領。 

(二)支領工作酬勞之績效評定以學年度為單 

位，經核可每月支領工作酬勞之月份數至

該學年度止，每學年度應再行檢視績效依

前款程序辦理。 

(三)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未再擔任擬支 

工作酬勞項目者，自職務變更當月起，不

得再支領原核可之工作酬勞。擬支收入項

目經費若短缺，得經該收入收支管理委員

會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後，停止支應工

作酬勞。 

1.支領程序及限制 

2.以學年度為單位定期檢視績效 

3.變更職務未再擔任擬支工作酬勞項目

者，自變更職務當月起不得再支領原核

可之工作酬勞。 

4.收入經費若短缺，得經原核可支應程序

重新核定停止支應。 

    

七、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勞情形，應指定專人登

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會計室共同審核；支領

金額不得超過本原則第五點規定上限且支領程

序須確實依本原則第六點規定辦理。若有不符

規定情形，經查屬實者，除追還溢領金額外，

並依本校員工獎懲辦法議處。 

1.支領金額審核控管 

2.現行各項工作酬勞由各單位自 

行造冊，若有同一人支領多項計畫酬勞

但分次造冊致支領總額未符規定情形，

無控管機制(管監辦法及本校自籌收入

相關規定：約用人員工作酬勞每月不得

超出薪資 1/3，編制內職員不得超出專

業加給 60%)。爰規定各單位應自行登錄

備查並依規辦理。並建請人事室、會計

室共商研議建置帳務系統檢核。日後將

通函告知各單位，學校將定期檢視清

冊，未符規定者議處。    

八、本校各相關辦法如訂有辦理五項自籌收入績效 

工作酬勞事宜，其支給標準悉依本原則辦理。 

支領五項自籌收入績效酬勞統一依本原則

辦理    

九、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生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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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兼行政職務教師、助教、約用人員、計畫助理、技

工、工友、駐衛警及司機等人員。 

三、本原則之經費來源為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收入

及投資取得收益等五項自籌收入。 

四、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指下列各款之一： 

（一）年度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辦理成效超越目標達成率百分之十

以上者。 

（二）執行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方案，經採行確具成效者。 

（四）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著有績效者。 

（五）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或規劃業務周密且執行得宜，對節省公帑及

人力，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理措施，具體開源及節流，績效顯著者。 

（八）其他優異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五、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效程度支領相關工作酬勞，每人每月支領總額

以不超過新台幣八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該項收入收支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且經校

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同意並經校長核可者，每月支領總額不受前述限制；惟編制內人

員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不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六、本原則所稱工作酬勞支領程序及限制如下： 

(一) 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主管評定，送擬支收入項目之收支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並

經校長核可始得支領。 

(二) 支領工作酬勞之績效評定以學年度為單位，經核可每月支領工作酬勞之月份數至該

學年度止，每學年度應再行檢視績效依前款程序辦理。 

(三) 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未再擔任擬支工作酬勞項目者，自職務變更當月起，不

得再支領原核可之工作酬勞。擬支收入項目經費若短缺，得經該收入收支管理委員

會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 

七、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勞情形，應指定專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會計室共同審核，

支領金額不得超過本原則第五點規定上限且支領程序須確實依本原則第六點規定辦理。

若有不符規定情形，經查屬實者，除追還溢領金額外，並依本校員工獎懲辦法議處。 

八、本校各相關辦法如訂有辦理五項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事宜，其支給標準悉依本原則辦

理。 

九、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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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    

九十八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981009)通過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兼行政職務教師、助教、約用人員、計畫助理、技

工、工友、駐衛警及司機等人員。 

三、本原則之經費來源為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收入

及投資取得收益等五項自籌收入。 

四、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指下列各款之一： 

（一）年度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辦理成效超越目標達成率百分之十

以上者。 

（二）執行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方案，經採行確具成效者。 

（四）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著有績效者。 

（五）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或規劃業務周密且執行得宜，對節省公帑及

人力，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理措施，具體開源及節流，績效 

顯著者。 

（八）其他優異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五、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效程度支領相關工作酬勞；惟編制內人員每人

每月支領總額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不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

三十為限。 

六、本原則所稱工作酬勞支領程序及限制如下： 

（一）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相關委員會評定，並送擬支項目之收支管理單位通過始得

支領。 

（二）支領工作酬勞之績效評定以學年度為單位，經核可每月支領工作酬勞之月份數至該

學年度止，每學年度應再行檢視績效依前款程序辦理。 

（三）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未再擔任擬支工作酬勞項目者，自職務變更當月起，不

得再支領原核可之工作酬勞。擬支收入項目經費若短缺，得經該收支管理單位通過

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 

七、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勞情形，應指定專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會計室共同審核，

支領金額不得超過本原則第五點規定上限且支領程序須確實依本原則第六點規定辦理。

若有不符規定情形，經查屬實者，除追還溢領金額外，並依本校員工獎懲辦法議處。 

八、本校各相關辦法如訂有辦理五項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事宜，其支給標準悉依本原則辦

理。 

九、本原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