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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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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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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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周景揚副校長（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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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鍾文聖副院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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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德副院長代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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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煜棋副

院長代理）、光電學院王淑霞院長、計網中心林盈達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

教育委員會李弘祺主委（曾成德副院長代理）、會計室葉甫文主任（呂明蓉組長代

理）、人事室陳加再主任（廖瓊華組長代理）、張靄珠主任秘書（楊淨棻組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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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委員會詹

玉如執行長（缺席）、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林健正召集人（缺席）、學聯會徐

晨皓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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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召開之 97 學年度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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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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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已經教育部核定的部分學系申請提高為 50%、60%者，請注意原簡章公告之錄取方式

是否對名額有所影響。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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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影本已送交各學院。請有需要申請的系所注意完

成送系院程序及相關會議審議程序。 

（三）為配合學務處及關心學生受教權益，本處除繼續『交大對抗 H1N1 三部曲』的服務外，

亦鼓勵教師上課時充分利用 e3 平台上之同步功能隨堂錄製課程，以供學生上網使用。

並在 e3 教學平台放置宣導短訊，提醒師生注意自身健康管理防治 H1NI 流感，並隨時

統計注意各停課系所的狀況。 

（四）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橋接計畫：「橋接計畫」旨在幫助學生深思其所學專業知識於自身

生命價值，增進學習動機、提高研究驅力、與主動關懷社會之能力。希望透過與各學

院密切合作共同推動「橋接計畫」，銜接專業學科與通識教育課程，以達成縮短專業學

科與人文向度之間的落差。依照各學院之專業特質，讓學生從專業領域出發，融入個

人生涯價值觀的有規劃且系統性的建構課程。計劃邀請各學院講座教授、榮譽講座、

傑出教學、傑出教師(授)等為本課程的專業師資，並延攬通識中心之師資，共同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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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學院的特色課程，推動跨領域研究與跨系所教學。第一階段已由本校科技與社會

中心推出 STS 跨領域學程，邀請本校電機學院電機學系、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與通識中心，以及清大社會所與通識中心共構跨領域基礎學程；下一階段，希望亦能

拓展至管理學院、工學院等，讓更多學院的學生獲得更寬廣的專業知能。 

（五）教務處為積極推動即將成立的 MD/PhD 辦公室，已於日前與生科學院與資訊學院召開會

議，初步討論如何推展為全校性跨學院開設學程的合作方式，包含:招生宣傳、入學資

格及在校修課規定等，期待為本校吸收跨專業領域優秀的研究型學生，並進一步擴展

提昇本校的研究能量。 

（六）11 月 6 日由許副校長主持之各院教師升等作業細則，敬請院主管參與討論。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一一一一、、、、請教務處請教務處請教務處請教務處推動之推動之推動之推動之 MDMDMDMD////Ph.DPh.DPh.DPh.D 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應應應應妥善規劃妥善規劃妥善規劃妥善規劃、、、、整整整整合各學院合各學院合各學院合各學院學程並學程並學程並學程並儘早推出儘早推出儘早推出儘早推出 MDMDMDMD/Ph./Ph./Ph./Ph.DDDD

學位學位學位學位，，，，使其使其使其使其成為本校特色成為本校特色成為本校特色成為本校特色。。。。    

                二二二二、、、、各院之教師升等作業辦法各院之教師升等作業辦法各院之教師升等作業辦法各院之教師升等作業辦法，，，，應回歸專業審查應回歸專業審查應回歸專業審查應回歸專業審查，，，，並應嚴謹且公平並應嚴謹且公平並應嚴謹且公平並應嚴謹且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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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社團-圍棋社社長-蔡和軒同學，代表台灣參加泰國舉辦的「2009 年亞洲大專

盃圍棋大賽」，榮獲團體組第三名，個人賽第六名的佳績，為校爭光。 

（二）活動中心地下一樓為學聯會、學生社團辦公室所在地，長期以來存在老舊及地板凸起

龜裂等問題，此次課外組經規劃設計，於 98 年 10 月 7 日辦理開標並於 10 月 20 日開

工，預計於 12 月上旬即可圓滿完工，屆時學聯會辦公室將有嶄新面貌。 

（三）原訂 98 年 12 月 2 日辦理之本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開幕典禮，改訂於 98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舉行，開幕典禮重頭戲為各系之創意繞場表演，並改變本學年

度運動大會大隊接力項目為「師生大隊接力」（教職員 2 位，學生 19 位），以促進本校

師生之互動，請各系所老師於教學研究之餘，踴躍組隊報名參賽。 

（四）生輔組與服務學習中心聯合邀請單國璽樞機主教專題演講與本校師生分享愛與服務，

活出生命的光與熱歷程，時間訂於 98 年 11 月 11 日（三）下午 2 時，假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二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敬邀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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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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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滿，除泛喬公司外，尚無其他投資人遞件。 

4.98 年 10 月 2 日：校規會決議「初審、再審核委員名單函請各學院推薦」；各學院業已

推薦名單，總務處業將委員名單陳核中。 

5.預計 11 月中下旬召開「初步審核委員會議」，以確定原始提案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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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檢已通過，使用執照申請中。

室內裝修工程 98 年 7 月 14 日決標，刻辦理拆除及裝修工程。（室內裝修工程 9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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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申報開工，工期 90 日曆天，估計 12 月底前完成）。另因管一館進駐延後致社科

中心裝修及遷入綜一館有困難，刻與教育部溝通延後訪視行程至二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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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及應科中心陸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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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五樓機械系實驗室空間已整理

完畢，準備辦理搬遷，經該系所務會議結論不搬遷，針對空間調整方案刻由機械系簽

陳中，俟定案後以利接續整理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推教中心空間搬遷，另九樓電控系

實驗室三間及電資中心教務處空間整理中。 

    4.客家學院大樓主體工程已於 98 年 7 月 27 日報竣，刻辦理工程初驗程序中。目前消防

檢查已通過，使照會勘已完成，近期可核發使用執照。後續室內設備、家具等採購由

客家學院負責（集中採購）以縮短施工時間，室內裝修工程開工施作中，工期 45 日曆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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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於 98 年 10 月 27 日公告上網招標，訂於 98 年 11 月 19 日開標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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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辦理合約付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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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98 年 10 月 12 日進場施作圍籬及

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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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接續

辦理指定建築線及請領雜項執照中，接續辦理招標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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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學院林一平院長及其所領導的研究團隊榮獲 IBM 全球聯合研究計畫

(Shared University Research)獎助。本計畫旨在透過全方位資源，協助世界頂尖院

校從事多方領域的研發與創新，以培育更多世界級人才，進而提升產業發展。此次對

交大之獎助係提供交大團隊研究所需之 IBM 硬體設備及服務。 

（二）第三屆 2010 年吳健雄學術基金會「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暨「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

之甄選訊息—請各學院於 11 月 9 日（一）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於 11

月 23 日（一）前，將被推薦者之申請資料一份、電子檔彙整送研發企劃組，以利學校

備文函送。應備申請資料相關表件及辦法請至以下網址下載。http://www.wcs.org.tw  

1.「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女性，不限年齡，在生命科學的領域中，

有具體的傑出學術成就，且對台灣社會和科學進步確有貢獻者。推薦方式：1.團體推

薦：遴選委員會邀請學術團體或研究機構，推薦候選人。2.個人推薦：中央研究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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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本獎得主二人以上聯名，得推薦候選人。 

    2.「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配合「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建立國內女性科學家的優良

傳承，獎勵具有發展潛力的青年女性科學研究人員。候選人資格：1. 擁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女性，年齡在遴選當年 12 月 31 日前未滿 40 歲，已取得博士學位的女性科學研究

人員。2.在台灣地區公私立學術研究單位或科學產業研發機構，擔任下列職位之一的

在職人員：（1）副研究員(含)以下;（2）副教授(含)以下;（3）和上述職級相當的科

學產業研究人員。3. 近三年內公開發表有具體的學術研究成果。推薦方式：1.團體推

薦：由遴選委員會邀請學術團體或研究機構，推薦候選人。2.個人推薦：中央研究院

院士或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得主、國內公私立大學講座教授、學術單位主管、或科學

產業機構研發部門主管等，得推薦候選人。 

（三）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99 年度「考察研究獎助金」之甄選訊息—該基金會為獎勵

國內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相關領域之研究人員，在國際知名之學術或研究機構從事短

期研究（以二個月為限），特設置「考察研究獎助金」。該會自即日起至明（99）年 1

月 15 日止受理申請 99 年度「考察研究獎助金」（獎金上限為新台幣 30 萬元），99 年

度名額以 5 名為原則。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申請書表格，請參閱附件檔或至下述網址參

閱與下載：http://w3.itri.org.tw/pan。本獎項之候選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1.獲得國內大學院校博士學位畢業五年內或年齡 35 足歲以下，具備國內博士學位，目前

任職國內之教師或研究人員。 

2.已得獎者五年內該會不再受理申請。 

申請人若於寒暑假期間出訪，需經系教評會審議通過；若於非休假期間出訪需經三級

三審通過。請務必留意三級三審時程。請 各學院於 12 月 11 日（五）前回覆推薦名單，

俟名單核定後，於 12 月 25 日（五）前，將被推薦者之申請資料(含電子檔)彙整送研

發企劃組，以利學校備文函送。 

（四）國科會 99 年度「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8 年 12 月

10 日止。 

（五）國科會「2010 年台澳學者短期研究訪問」受理申請: 校內截止日至 99 年 2 月 8 日止。 

    

六六六六、、、、國際處報告國際處報告國際處報告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與韓國國家奈米科技製造研究中心(Korea Advanced NanoFab Center, KANC)、瑞

典皇家理工學院(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簽訂學術合作協議，為本校師

生提供更多元之研究交流管道。 

（二）大阪大學與本校理學院已有院級合作協議，雙方期望將合作擴展至校級層次，大阪大

學因此組團，包含各領域及負責國際事務之教授等一行七人於 11 月 3 日來訪，與我校

協商校級合作的可行性，先與本校 2 至 3 個學院有實質的學生交換及學術合作，再提

升至校級的合作。大阪大學有一非常完整之國際學程規劃，內含英語學位課程、短期

非學位英語課程，期望本校各院也有完整的國際學程規劃。會後大阪大學在理學院舉

行專題演講，提供雙方更多彼此交換合作的資訊。 

（三）阿拉伯阿布達比科技發展委員會主任等一行四人於 11 月 2 日來訪，針對創新、技轉等

事宜與本校進行交流討論，對方希望未來在智權保護與技轉方面吸取本校的經驗。 

（四）11 月 4 日姊妹校北京交通大學交響樂團來台訪問，先進行兩校藝文、體育活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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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流會談，傍晚並於本校中正堂舉行演奏會。 

（五）本校與法國在台協會合辦「台法理工學院日」，於 11 月 6 日假本校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本次活動有法國 13 個頂尖理工學院校代表參加，目的為介紹法國教育制度，提

供台法合作相關資訊，協助台法理工教育建立合作關係，也藉此推廣宣傳來提升本校

學生至法國交換、就讀的意願。 

 

七七七七、、、、計網計網計網計網中心報告中心報告中心報告中心報告：：：：    

（一）決策支援系統結果報告：    

1.98 年開發決策報表之處室：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書館、計

網中心等七個單位，共計 30 張表。 

2.規劃於本階段將各處室與計網中心負責窗口所整理之資料，提供七個單位一級主管確

認報表資料之適用性與正確性。 

3.各表格整理之結果請參見附件一。（P9-13） 

（二）網路世界大學進度報告：    

1.本校在最近兩次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2009 年 1 月與 7 月份)，Google SCHOLAR 項目

的相對排名與台大、成大、中山等校在 Google Scholar 項目差距較大，經分析差距

主因是歷年碩博士論文之全文電子檔或摘要目錄檔之數量 (查證相關學校在 G. 

Scholar 上的資料分佈 )相差很多。這一部分在 9 月底圖書館新建的數位典藏-碩博士

論文(全文集摘要)完成，已經大幅明顯改善。 

2.本校在 Google Scholar 分項排名已經大幅改善空間對照 9 月和 10 月的統計數據 (如

下表 1 和表 2)，本校與台大、成大、中山等校在 Google Scholar 項目差距較大，差

距已經大幅縮小。    

表 1. Google Scholar 統計數值 (僅採計 2005 年以來) 

學校 9 月 16 日 10 月 27 日 

成大 20500 14500 

台大 9890 13300 

中山 8640 8170 

交大 1130 12600 

清華 1020 1360 

 

表 2. G. Scholar 項目 10 月 27 最新統計 (本校整體及圖書館次網域) 

項目 2005 以後  

Nctu.edu.tw 12600 本校整體 

Lib.nctu.edu.tw 11900 圖書館網域 

Ir.lib.nctu.edu.tw  1350 舊數位典藏系統 

Nctur.lib.nctu.edu.tw  10500 新數位典藏系統-9 月底推出 

3.根據網路上蒐錄的數據以及 webometric 公佈已知的計算方法，計算而得的相對排名

本校與他校的相對排名模擬排名結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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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校與其他 6 校的相對排名 (98.10) 

 

 

 

 

 

 

 

 

 

圖 2:本校與其他 10 校的相對排名 (98.09) 

 

 

 

圖 2: 本校與其他 10 校的相對排名 (98.09) 

 

 

 

 

 

 

 

 

    

    

    

    

    

    

    

（三）將面臨退學處分之同學，進行網管限流與阻擋：依本校規定，連續兩次學期成績總學

分數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或不連續三次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皆會遭受退學處份，故

擬將上學期已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96 人），及曾經不連續二次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

（108 人），進行 popular game 整天阻擋，且於晚間 12:00 至清晨 6:00 進行限流，此

方案己提本次行政會議討論，俟決議情形實施。 

 

八八八八、、、、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一）Google Scholar 收錄資料量排名與成長量：有關網路大學排名四項指標中（Site:20%, 

Visibility:50%, Rich File:15%, Scholar:15%)，圖書館負責 Scholar 部份，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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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止，本校被收錄的資料量與國內其他學校比較如下表所示，近期資料成長

量本校仍維持最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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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分類 SITE 
2009/10/6 查

詢 

2009/10/29 查

詢 
成長率 

學校整體 site:ncku.edu.tw 20,600 14,500 -29.61% 
成大 

圖書館 site:lib.ncku.edu.tw 20,300 13,800 -32.02% 

學校整體 site:ntu.edu.tw 10,200 13,300 30.39% 
台大 

圖書館 site:lib.ntu.edu.tw 8,860 11,500 29.80% 

學校整體 site:nctu.edu.tw 7,690 12,600 63.85% 
交大 

圖書館 site:lib.nctu.edu.tw 7,410 11,900 60.59% 

學校整體 site:nsysu.edu.tw 8,810 8,170 -7.26% 
中山 

圖書館 site:lib.nsysu.edu.tw 7,420 7,740 4.31% 

學校整體 site:nthu.edu.tw 1,100 1,360 23.64% 
清大 

圖書館 site:lib.nthu.edu.tw 517 645 24.76% 

（二）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展：11 月 3 日至 11 月 30 日圖書館於 2F 特展區推出「島田莊司推

理小說展」。一九四八年出生於日本廣島縣的島田莊司，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繪

畫及音樂造詣均十分深厚。他的作品曾多次獲獎及進入暢銷排行榜。此次「島田莊司

推理小說展」，將展出島田大師的作品近五十冊，其中三十冊為在台中文譯本，《開

膛手傑克的百年孤寂》、《利比達寓言》等新作均在收錄之列。 

（三）林毓美老師水墨個展：11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圖書館將於 2F 展示廳推出「林毓美老

師水墨個展」。毓美老師精於水墨，擅繪荷、梅、葡萄及山水，觀其畫猶如置身大自

然之中，田園情趣如交響詩般響起。此次老師傾全力展出畫作近八十幅，歡迎舊雨新

知前來欣賞，並給予鼓勵與指教。 

    

參參參參、、、、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本校本校本校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點點點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請請請請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學務學務學務學務

處處處處提提提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 依據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建議修正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

暨指導費支给原則」第五點，增訂梅竹賽表演項目之起聘及指導費支給標準。 

二、 擬增訂梅竹賽表演賽(五年內)獲勝率全勝列為第一級；獲勝率 8 成(含)以上列為第

二級；獲勝率 6 成(含)以上列為第三級 

三、 本案業經 98 年 10 月 30 日 98 學年度體育室第三次室務會議修訂通過，檢附「98 學

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及「98 學年度體育室第三次室務議會」會議

紀錄(附件二，P14-17)。 

四、 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第五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三。（P18-22）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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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處提處提處提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本校政策補助出國辦法之學系及學位學程，新增電機工程學系甲組以及電子工程系

甲組。 

二、因國外多數學校已廣泛接受 IELTS（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做為正式英語能力測驗系統，故建議將 IELTS 達 6.0 增列為英語能力之測

驗指標。 

三、本校「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四。（P23-25）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擬將學生預警系統結合網管限流與阻擋擬將學生預警系統結合網管限流與阻擋擬將學生預警系統結合網管限流與阻擋擬將學生預警系統結合網管限流與阻擋，，，，請討論決定限流與阻擋之請討論決定限流與阻擋之請討論決定限流與阻擋之請討論決定限流與阻擋之方案方案方案方案。。。。（（（（計網中心計網中心計網中心計網中心

提提提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宿網更新後，已能根據學生 IP Address 對特定學生在特定時段做限流或阻擋，也可

以在交大入口的匣道設備做限流或阻擋，而校園無線網路上也可做到同樣的功能。 

    二、97 學年度預警人數請參考附件五。（P26） 

三、若要對這些學生做網路限流或阻擋，教務處與學務處需訂定明確方案，決定阻擋或

限流(可上網但不能玩線上遊戲等高頻寬活動)的時間(例午夜 12:00-凌晨 6:00)與

範圍(校外網路或校內＋校外網路)。 

四、方案決定後，計中將在一個月內撰寫系統程式，將預警系統資料庫與網路設定結合。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將面臨退學處分者（連續兩次學期成績總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或不連續三次

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經系所諮商老師、導師及系主任輔導確認，並經學生家長同

意後，由系所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向計網中心提出需求。 

二、若非課業問題，然經系所諮商老師、導師及系主任輔導，認為有此需求並經學生家

長同意後，以專案方式簽請計網中心處理。 

三、本方案於本學期試辦檢視後，下學期再決定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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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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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決策支援系統報表 10 月結果 

單位 報表數 各報表 說明 
資料整理進度說明

(2009.9.23) 
資料格式 

(2009.10.27) 
各表格連絡窗口 MIS 負責人員 

進度說明

(2009.5.27) 

進度說明

(2009.7.21) 

教務處 8 各院系課程分析表   半自動 excel 課務組 黃雅坪 

    各院系教師分析表   半自動 excel 教務處 許家菻 

    學生入學及在校統計表   半自動 excel 綜合組 李秀玲 

    學生輔導成效分析表   全自動 excel 教務處 張云馨 

    在職專班總表   半自動 excel 教務處 劉相誼 

    院課程學程成效表   全自動 excel 推教中心 廖婉君 

    霹靂優分析表   全自動 excel 推教中心  劉素梅 

    電子教學平台統計表   全自動 excel 
數位內容中心 

顏智 

學生：彥達、金

婷、向偉 

輔導：怡蓓 

霹靂優：怡蓓 

老師：秀香 

課程：秀香 

學生輔導成效

討論後不只一

張報表 

原 4張報表增

加為 7張報表 

學務處 4 畢業生流向資料統計表 畢業生就業資訊 手動 excel 學務處 黃嘉琳 思名、育姝 

    宿舍收支概算表 
住宿率、收入、各類

支出 
手動 excel     

    各學院獎助學金統計表 
包含各類助學經費

及人數 
半自動 excel     

    
各院系服務學習活動統

計表 
包含具體活動、課程 半自動 excel     

如 5 月會議決

議產出 

如 5月會議決

議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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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表數 各報表 說明 
資料整理進度說明

(2009.9.23) 
資料格式 

(2009.10.27) 
各表格連絡窗口 MIS 負責人員 

進度說明

(2009.5.27) 

進度說明

(2009.7.21) 

總務處 5 營繕工程資訊統計表 
各館舍營繕工程之

時程與成本資訊 
手動 excel 營繕組 王旭斌 淑芬、維順 

    修繕工程經費統計表 
各館舍修繕工程之

經費 
手動 excel     

    機電設備廠牌分析表 
各機電設備廠牌使

用周期之分析 
手動 excel     

    
工友人力配置2.2倍分析

表 

各館舍外包清潔人

力負擔分析表 
手動 excel 事務組 柯慶昆   

    委外廠商基本資料表 
餐廳委外廠商資料

統計 
手動 excel 勤務組 林梅绣   

因原訂之 4張

報表並不符合

總務處之決策

資訊，故重新

調整為： 

1. 委外廠商

基本資料表 

2. 工友人力

配置 2.2 倍分

析表. 

3. 營繕修繕

及機電設備廠

牌統計表 

原 3張報表增

加為 5張報表 

 



11 

 

單位 報表數 各報表 說明 
資料整理進度說明

(2009.9.23) 
資料格式 

(2009.10.27) 
各表格連絡窗口 MIS 負責人員 

進度說明

(2009.5.27) 

進度說明

(2009.7.21) 

研發處 3 研發產出總表 
1.交大與五年五百

億其他各校的評比 
excel 

研發企劃組  

高文玲 
乙誠、銜書 

      

2.交大在各項統計

的評比，含與 CMU、

TIT、台大、成大、

清大的評比 

3.上海交大、網路世

界大學排名 

半自動 

excel     

    研發經費相關統計表 
含公部門與私部門

及技轉等經費 
半自動 excel 

建教：銜書 

國科會：李珮玲 
  

    研發非經費相關統計表 

明年發展系統時，

Index 的 Weight 可

由系所自行調整 

半自動 excel     

如 5 月會議決

議產出 

如 5月會議決

議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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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表數 各報表 說明 
資料整理進度說明

(2009.9.23) 
資料格式 

(2009.10.27) 
各表格連絡窗口 MIS 負責人員 

進度說明

(2009.5.27) 

進度說明

(2009.7.21) 

國際處 4 
外籍生、交換生及雙聯學

位生統計總表 

國際生、Inbound 交

換生、Outbound 交

換生、雙聯學位之統

計 

手動 excel 

    
外籍學位生各國家申請

狀況一覽(A 表) 

各國家申請狀況一

覽表 
手動 excel 

    
各院申請學生國家分佈

一覽表(B 表) 

各院申請學生國家

分佈一覽表 
手動 excel 

   
各學院及華語中心交換

生、雙聯學位生統計表 
 手動 excel 

    
各國家交換生及雙聯學

位生統計 

各學院出國交換統

計表，包括 Inbound

交換生、Outbound

交換生、雙聯學位 

手動 excel 

國際處秘書  

呂馨玲小姐 
怡蓓、宸德 

產出超過決議

之報表數甚多 

統整內容並修

改報表格式後

確認為 4 張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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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表數 各報表 說明 
資料整理進度說明

(2009.9.23) 
資料格式 

(2009.10.27) 
各表格連絡窗口 MIS 負責人員 

進度說明

(2009.5.27) 

進度說明

(2009.7.21) 

圖書館 2 月借還書量統計表 由圖書館提供資料 全自動 excel 
圖書館  

黃明居 
淑芬 

如 5月會議決

議產出 

    
各院分類年借閱量統計

表 
由圖書館提供資料 全自動 excel       

圖書館 9 月再

確認是否再增

加成效相關報

表 

計網中心 4 
網路世界大學排名統計

表 
  全自動 excel 陳昌盛 維順 

待 7/8 討論後

版本修正 

    網路及系統服務統計表   手動 excel 高義智     

    諮詢服務統計表   手動 excel 林惠敏     

    
校務資訊系統使用統計

表 
  全自動 excel 尤淑芬     

7/8 討論後版

本修正 

共計 30 張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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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10 月 09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體育館二樓會議室 

主席：傅學務長恆霖                                   簽核:            

出席人員：黃遠東教授、郭仁財教授、廖威彰主任、李建毅老師、黃杉楹老師  

記錄：蕭伊喬 

 

壹、主席報告：  

(略)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擬新聘任留聖傑先生擔任男排助理教練，請 討論。 

說  明： 

1、經男排教練張振興老師推薦，擬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聘任具備舉球專長之

留聖傑先生擔任男排助理教練。 

2、留聖傑先生相關履歷資料如附件一。 

決  議：同意聘任留聖傑先生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擔任男排助理教練。 

 

案由二：98 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建議名單及指導費支給標準乙案，請 討論。 

說  明： 

1、依據「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辦理（附件二）。 

2、本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建議名單及指導費支給標準如附件三。 

決  議： 

1.建議修正「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给原則」第五條有

關起聘及指導費支給標準，增訂梅竹賽表演項目支给標準(梅竹賽(五年內)

獲勝率全勝列為第一級；梅竹賽(五年內)獲勝率 8 成列為第二級；梅竹賽(五

年內)獲勝率 6 成列為第三級)。 

2.女網伍啟萌教練之教練指導費修正為第 2 級。 

3.女排周德倫助理教練指導費修正為 14000 元/月，交通費為 4680 元/月。 

4.男排留聖傑助理教練指導費修正為 12000 元/月，交通費為 4680 元/月。 

5.足球劉祥興助理教練指導費修正為 10000 元/月。 

6.99 年 2 月王志全教練報到後，其指導費為第四級(3 小時)指導女羽代表隊)，

廖威彰教練指導費則修正為男羽代表隊之教練費(3 小時)。 

叁、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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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運動會籌備會議暨體育室第三次室務會議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運動會籌備會議暨體育室第三次室務會議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運動會籌備會議暨體育室第三次室務會議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運動會籌備會議暨體育室第三次室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9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體育館二樓會議室                           簽核簽核簽核簽核：：：：_______________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廖威彰主任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林秋敏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張生平老師   鄭鯤茂老師（請假）黃杉楹老師   李建毅老師   巫慧萍老師 

   高春德老師   伍啟萌老師   張振興老師   詹益欣老師   鄭智仁老師 

陳忠強老師   游鳳芸老師（請假） 塗為然  蕭伊喬  呂庭慧     

一一一一、、、、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1.研議獎勵教授一年級課程的老師比照開授四年級體育的老師在教學點數上給予加分。 

二二二二、、、、    各組業務報告各組業務報告各組業務報告各組業務報告    

1. 教學推廣組：  

   ○1 一年級新生健康檢查結果有需要注意的學生名單將轉交至教授一年級的任課老師，煩

請老師於授課時加以注意。 

   ○2 各位老師的授課班級中如有學習及出席情形不佳的學生可以到學校課務組的選課系

統給予預警或將名單交於教學組統一上網作業。 

   ○3 大一的大會舞練習因配合運動會的改期，由原先的（11/9～11/27）延至（11/23 至

12/11）。 

   ○4 98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報告。 

2.競賽活動組：  
      ○1 98學年度運動大會競賽規程及體育週活動辦法已公佈在體育室網頁及校園公告、BBS

等，活動海報亦已張貼校內各館舍，報名至 11 月 13 日(星期五)截止，請大一授課

老師在上課時協助推廣。 

○2 體育室、課外活動組及庚寅梅竹後援會本學年度體育週共同舉辦「交大之星 運動大

使選拔賽」，請各代表隊踴躍推薦隊上優秀選手及經理參賽。 

      ○3 98 學年度寒宿調查表已發送給各代表隊，請教練提醒代表隊於 11 月 6 日(星期五)前

將調查表送回競賽組，以便統計人數送住服組辦理。 

   3.場館營運組： 

如後附件 

三三三三、、、、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兼任老師續聘及新聘案，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體育室擬續聘兼任教師吳竹仁老師、余春盛老師、徐國陽老師、林金滄老師、

黃姿瑛老師、詹富鈞老師、楊昌展老師、廖志華老師等八人（附件一）。擬開

授以下課程： 

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任課班別學期任課班別學期任課班別學期任課班別 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    97979797（（（（下下下下））））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吳竹仁老師 跆拳組(3GH)  2 ◎4.07 

余春盛老師 國術組(3EF)國術組(3GH) 

健康體適能（2AB）（2CD） 

   8 ◎ 4.00◎4.03 

尚未評量 

徐國陽老師 二年級男生游泳健身乙組(5CD) 

三年級男生游泳健身乙組(5AB) 

4 ◎ 4.00 

◎ 3.95 

林金滄老師 三年級羽球特早班（3 晨）（4 晨） 

電機 1D（1AB）應化 1（1CD） 

8 ◎ 4.17◎3.78 

◎ 3.5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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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姿瑛老師 二三年級女生羽球甲組（3EF） 

二三年級女生羽球乙組（3GH） 

   4 ◎ 3.95 

◎ 4.06 

詹富鈞老師 人社 1（1EF）外文 1（1GH） 4 ◎4.14◎3.81 

楊昌展老師 電機 1C（1AB）應數 1（1CD） 4 尚未評量 

廖志華老師 資工 1A（3AB）土木 1A（3CD） 4 尚未評量 

2. 體育室擬新聘兼任教師鄭鯤茂老師、李俞麟老師、黃曉筠老師、黃玉萍老師

等四人。擬開授以下課程： 

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任課班別學期任課班別學期任課班別學期任課班別 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鄭鯤茂老師 材料 1（4EF）電資 1（4GH） 4 ◎ 4.14◎4.03◎4.00 

◎ 4.30◎4.26◎4.26 

李俞麟老師 電機 1A（1AB）電物組 1（1CD） 4  

黃曉筠老師 流行舞蹈（5AB）（5CD） 4 二三年級男女生 

黃玉萍老師 養生太極（2EF）（2GH） 4 二三年級男女生 

3.新聘兼任老師人事資料（附件二 ）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兼任老師續聘案：11 人投票，11 票同意，全數通過。  

                 2. 兼任老師新聘案：11 人投票，11 票同意，全數通過。 

（二）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追認 98學年度運動大會開幕時間，請 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98 學年度體育室第二次室務會議通過修訂運動大會舉辦日期為 12 月 16 日，

本案送行政會議修訂時，因當天為校教評會開會時間，校長附帶建議本室考量

提前 30 分鐘舉行校運會,以便各院院長可在校教評會議前出席校運會。 

   2.因時間急迫，競賽組於 10 月 14 日以電子信件通知本室教師，校運會開幕時間

由原訂之 9:10 提前至 8:30 舉行 ，截至 10 月 16 日無教師有疑義，乃於 10 月

19 日正式公佈。 

  3.本案擬於本次室務會議進行追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案由案由案由：：：：運動會各組工作分配及大會裁判，請 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運動會各組工作分配人員如下： 

總幹事：廖威彰            副總幹事：張生平、鄭鯤茂 

競賽組組長：游鳳芸          場地器材組組長：詹益欣 

裁判組組長：高春德          獎品組組長：巫慧萍 

            李建毅(大隊接力) 

記錄組組長：鄭智仁          典禮組組長：伍道樑 

糾察服務組組長：陳忠強      文宣活動組組長：黃杉楹 

醫療組：鄭智仁及衛保組同仁     警衛組：劉富正及駐警隊同仁 

總務組：柯慶昆、塗為然、呂庭慧 

攝影組：呂庭慧、攝影社同學 

2.運動會大會裁判如附件三。 

3.檢附各組工作內容如附件四。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第五條條文 

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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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98 年 10 月 9 日召開之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練評選委員會，建

議本室修正「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给原則」第五

條，增訂梅竹賽表演項目梅竹賽表演項目梅竹賽表演項目梅竹賽表演項目之起聘及指導費支給標準。 

                                                         2.擬增訂梅竹賽表演賽(五年內)獲勝率全勝列為第一級；獲勝率 8 成(含)以

上列為第二級；獲勝率 6 成(含)以上列為第三級。 

                            3.修訂後之條文如附件五。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9年梅竹賽比賽場地及學生參賽資格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98 年梅竹賽籃球項目移至新竹市立體育館舉行，明年(99 年)是否比照。 

                                                   2.過去體資生考上研究所在梅竹賽中仍定為體資生不盡合理，未來的梅竹賽中

若學生未使用入學優待加分，體資生考上研究所是否本室一致對外爭取比照

一般生資格參加梅竹賽。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99 年庚寅梅竹賽各項運動比賽場地，經所有教練討論以在兩校舉行為宜。 

2. 體資生考上研究所是否列為一般生資格參加梅竹賽部分，本校教練贊成

與反對各半。不建議提籌委討論。 

 

 

 

四四四四、、、、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五五五五、、、、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下午一點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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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點點點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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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起聘及指導費支給標準： 

(一) 本校教練部份： 

1、起聘支給等級：分以下四

級，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審

核，經校長同意後核支。 

第一級：曾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之競賽活動

（三年內），一般

項目獲乙組(聯

賽二級) 前三名

以上佳績，或梅

竹賽(五年內)獲

勝率 8 成(含)以

上者，或或或或梅竹表梅竹表梅竹表梅竹表

演賽演賽演賽演賽((((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獲獲獲獲

勝率全勝者勝率全勝者勝率全勝者勝率全勝者，其

指導費比照教授

鐘點費支給。 

第二級：曾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之競賽活動

（三年內），一般

項目獲乙組(聯

賽二級)第四至

八名或聯賽項目

第二級第四至八

名佳績，或梅竹

賽(五年內)獲勝

率 6 成(含)以上

者，或或或或梅竹表演梅竹表演梅竹表演梅竹表演

賽賽賽賽((((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獲勝獲勝獲勝獲勝

率率率率 8888 成成成成((((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者者者者，，，，其指導費比

照副教授鐘點費

支給。 

五、起聘及指導費支給標準： 

(一) 本校教練部份： 

1、起聘支給等級：分以下四

級，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審

核，經校長同意後核支。 

第一級：曾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之競賽活動

（三年內），一般

項目獲乙組(聯

賽二級) 前三名

以上佳績，或梅

竹賽(五年內)獲

勝率 8 成(含)以

上者，其指導費

比照教授鐘點費

支給。 

 

 

第二級：曾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之競賽活動

（三年內），一般

項目獲乙組(聯

賽二級)第四至

八名或聯賽項目

第二級第四至八

名佳績，或梅竹

賽(五年內)獲勝

率 6 成(含)以上

者，其指導費比

照副教授鐘點費

支給。 

 

 

 

梅竹運動項

目表演賽計

有女網、女

羽、女桌、

田徑， 

原條文未訂

定梅竹表演

賽項目支給

標準，擬增

訂相關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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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曾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之競賽活動

（三年內），一般

項目獲乙組(聯

賽二級)進入決

賽，或梅竹賽(五

年內)獲勝率 4

成(含)以上者，

或或或或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

((((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獲勝率獲勝率獲勝率獲勝率

6666 成成成成((((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者者者者，，，，其指導費比

照助理教授鐘點

費支給。 

第四級：未曾獲前述各項

名次者，其指導

費比照講師鐘

點費支給。 

2、支給標準： 

(1) 梅竹賽項目代表隊教

練每年支給十二個

月，非梅竹賽項目教

練每年以支給十個月

為原則，但得依教練

評選委員會決議，至

多調整至十二個月。。 

(2)指導費支給以每週支

給三小時鐘點為原則

（有另聘助理教練

者，該教練指導費維

持 每 週 支 給 兩 小

時），另寒暑假期間

(八月至九月；一月至

二月) 梅竹賽項目代

表隊教練指導費鐘點

加倍核計。 

(二) 外聘教練部份：起聘及支給

標準，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參

照以下條件審核，經校長同

第三級：曾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之競賽活動

（三年內），一般

項目獲乙組(聯

賽二級)進入決

賽，或梅竹賽(五

年內)獲勝率 4

成(含)以上者，

其指導費比照助

理教授鐘點費支

給。 

 

 

 

第四級：未曾獲前述各項

名次者，其指導

費比照講師鐘

點費支給。 

2、支給標準： 

(1) 梅竹賽項目代表隊教

練每年支給十二個

月，非梅竹賽項目教

練每年以支給十個月

為原則，但得依教練

評選委員會決議，至

多調整至十二個月。。 

(2)指導費支給以每週支

給三小時鐘點為原則

（有另聘助理教練

者，該教練指導費維

持 每 週 支 給 兩 小

時），另寒暑假期間

(八月至九月；一月至

二月) 梅竹賽項目代

表隊教練指導費鐘點

加倍核計。 

(二) 外聘教練部份：起聘及支給

標準，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參

照以下條件審核，經校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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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核支。 意後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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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國立交通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 
98 年 10 月 30 日 98 學年度第三次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11 月 07 日 97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0 月 29 日 97 學年度第四次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93 年 9 月 24 日 93 學年度第三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98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981106)修正通過 

一一一一、、、、目    的：：：：鼓勵本校體育教師兼任運動代表隊教練及外聘之兼任教練，發揮專長職責，

俾提昇本校運動代表隊技術水準。 

二二二二、、、、對    象：：：：本校兼任運動代表隊教練之體育教師(以下簡稱本校教練)及外聘兼任教練(以

下簡稱外聘教練)。 

三三三三、、、、聘    任：：：：運動代表隊教練以本校體育教師兼任為優先考量。各運動項目之教練人選，

由體育室提經教練評選委員會審核，經校長同意後聘任；聘期以一年一聘為

原則。 

四、職    責：：：：運動代表隊教練應負責學生運動代表隊之組隊、訓練及比賽等相關事宜。 

五、起聘及指導費支給標準： 

(一) 本校教練部份： 

1、起聘支給等級：分以下四級，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審核，經校長同意後核支。 

第一級：曾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之競賽活動（三年內），一般項目獲

乙組(聯賽二級) 前三名以上佳績，或梅竹賽(五年內)獲勝率8成(含)

以上者，或或或或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獲勝率全勝者獲勝率全勝者獲勝率全勝者獲勝率全勝者，，，，其指導費比照教授鐘

點費支給。 

第二級：曾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之競賽活動（三年內），一般項目獲

乙組(聯賽二級)第四至八名或聯賽項目第二級第四至八名佳績，或梅

竹賽(五年內)獲勝率 6 成(含)以上者，或或或或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獲勝率獲勝率獲勝率獲勝率

8888 成成成成((((含含含含))))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其指導費比照副教授鐘點費支給。 

第三級：曾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之競賽活動（三年內），一般項目獲

乙組(聯賽二級)進入決賽，或梅竹賽(五年內)獲勝率 4 成(含)以上

者，或或或或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梅竹表演賽((((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獲勝率獲勝率獲勝率獲勝率 6666 成成成成((((含含含含))))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其指導費比照助

理教授鐘點費支給。 

第四級：未曾獲前述各項名次者，其指導費比照講師鐘點費支給。 

  2、支給標準： 

(1) 梅竹賽項目代表隊教練每年支給十二個月，非梅竹賽項目教練每年以支給

十個月為原則，但得依教練評選委員會決議，至多調整至十二個月。。 

(2)指導費支給以每週支給三小時鐘點為原則（有另聘助理教練者，該教練指

導費維持每週支給兩小時），另寒暑假期間(八月至九月；一月至二月) 梅

竹賽項目代表隊教練指導費鐘點加倍核計。 

(二) 外聘教練部份：起聘及支給標準，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參照以下條件審核，經校

長同意後核支。 

單位：(元/月 支給標準參考條件 

30000 梅竹賽(3 至 5 年)平均獲勝率 8 成，且大專盃乙組(聯賽二級)獲冠軍乙次以上 

27500 梅竹賽(3 至 5 年)平均獲勝率 7 成，且大專盃乙組(聯賽二級)獲前三名乙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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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梅竹賽(3 至 5 年)平均獲勝率 6 成，且大專盃(聯賽)獲 4~8 名乙次以上 

22500 具備 A 級國家教練資格及奧運級選手資格 

20000 具備 A 級國家教練資格或具奧運級選手資格 

17500 具備 B 級(省市級)教練資格及國家代表隊選手資格 

15000 具備 B 級(省市級)教練資格及具甲組選手資格 

12500 具備 B 級(省市級)教練資格或具甲組選手資格 

10000 具備 C 級(縣市級)教練資格，大學體育相關科系 

六、梅竹賽項目之運動代表隊得視需要設一位助理教練，其指導費支給以教練指導費之五成

至八成為原則。 

七、指導費調整方式： 

(一)教練所指導之運動代表隊，當學年度若獲有指導費支給級數中所述佳績，為校爭光

者，由教練評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於次學年度調整其指導費。 

(二)若連續一年，教練所指導之運動代表隊未達支給級數之成績標準，則調降支給標準。  

(三)教練評選委員會於每年六月份定期召開運動教練指導費支給審核會議。 

八、教練評選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學務長為召集人，除學務長及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由本校體育室教師互為票選二位擔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簽請校長同意後組成之。 

九、教練指導費所需經費，由學校校務基金項目下支應。 

十、本原則經體育室室務會議討論，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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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    

第二條及第五條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二條及第五條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二條及第五條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二條及第五條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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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第（一）項 

（1）因本校政策補助出國辦法

之學系及學位學程（包含:電機

資訊學士班、資訊與財金管理學

系、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

程、電機工程學系甲組以及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甲組以及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甲組以及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甲組以及電子

工程系甲組工程系甲組工程系甲組工程系甲組）之學生。 

第二條第（一）項 

（1）因本校政策補助出國辦法之學

系及學位學程（包含:電機資訊學士

班、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理學院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

士學位學程）之學生。 

 

第五條 英文能力規定 

一、托福成績達 IBT 79 分或或或或

IELTSIELTSIELTSIELTS 達達達達 6.0 6.0 6.0 6.0 分分分分，方可提出申

請，於申請時繳交相關證明文

件。 

第五條 英文能力規定 

一一一一、、、、托福成績達 IBT 79 分，方可提

出申請，於申請時繳交相關證明文

件。    

基於國外許多學校已

廣泛接受 IELTS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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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    
                                                 96.8.31 行政會議通過 

                                              97.3.0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2.20 行政會議修定通過 

98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981106)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培養及拓展本校學生之國際視

野，且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設立此獎學金鼓勵各學院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

學。 

第二條 獎助對象、金額及相關規定 

一、 本校政策補助出國之大學部各系及學位學程以及甄試及指考入學 

 之優秀學生 

（1）因本校政策補助出國辦法之學系及學位學程(包含:電機資訊學士 

     班、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

位學程、電機工程學系甲組電機工程學系甲組電機工程學系甲組電機工程學系甲組、、、、電子工程系甲組電子工程系甲組電子工程系甲組電子工程系甲組)之學生。 

（2）大學部甄試入學評定成績達前 10%以內，或指定考科分發入學成績達前 5%以內

之優秀學生。（以公佈榜單為準，部分學系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上述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 80 分，並符合外語能力規定，以出國   

    進修一學期(含)或以上且修讀學分為原則。由獎學金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補助金額每人以三十萬元為上限，實際補助金額依當年 

    度預算審核調整。 

二、 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學生 

（1）為鼓勵各學院積極推動學生赴國外知名大學短期留學並自行籌募 

     所需之部分經費，採配合款方式實施，學院或個人應提出相等金 

     額之配合款。 

（2）本校各學院與國外知名大學（院系所）簽訂之交換學生計畫下所 

     選派的學生，以至少出國進修一學期且修讀學分為原則，且在校 

     成績平均達班上前 20%，並符合外語能力規定。補助金額每人以 

     二十萬元為上限，實際補助金額及名額依當年度預算審核調整。 

（3）本獎學金審核由獎學金委員會依據各學院提出之交換學生計畫、 

     留學獎學金募款狀況，及該學院交換學生之相關資料進行審查， 

     以學院為單位進行配合款經費之分配。 

第三條 申請截止時間 

             每年 3 月 31 日及 10 月 31 日 

第四條 申請資料 

一、 甄試及指考入學學生： 

            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及系排名）、在學證明書、自傳、 

            學習計畫、系所審查意見表、英文能力證明。 

二、 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學生： 

    學院應提出獎學金配合款申請書一份，說明該學院未來一年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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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計畫、交換學生名單、申請學生相關資料（申請表、歷年成績 

    單（含班排名及系排名）、在學證明書、系所審查意見表、自傳、 

    學習計畫、英文能力證明、推薦信等有利審查資料）、經費籌募狀 

    況及相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英文能力規定 

一、 托福成績達 IBT79 分或或或或 IELTSIELTSIELTSIELTS 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 6.06.06.06.0 分分分分，方可提出申請，於申請時繳交相

關證明文件。 

二、 若申請學校有其他非英語能力規定，依對方學校規定辦法。 

第六條  相關規定 

一、 本獎學金委員會由國際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各學院代表一人組成。 

二、 本獎學金限補助學生出國期間（以至少一學期為原則並應取得專業課程之學分

證明）所需之學雜費、生活費、機票等項目，於出國前檢具護照影本、簽證影

本、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約書，於領取獎學金時附領據辦理獎學金發放事宜。

獎學金一經發放應於下學年內使用完畢，不得保留或延用。 

三、 獲獎學生出國期間，其學費、學籍及兵役問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四、 獲獎學生於國外就學期間，大學部出國一學期者至少應修習相當本校六學分之

課程；大學部出國一年者應修習相當本校十二學分之課程。凡修習課程學分者

於回國後應檢具相關成績與學分證明，經系上認可後，送教務處依相關規定辦

理學分抵免，並於返國後兩個月內提交心得報告及國外大學成績單與學分證明

至國際事務處。 

五、 獲獎學生及其監護人，於領取獎學金時應簽訂合約書，若有違犯合約規定者，

應繳回已領之獎學金。 

六、 獲獎學生應自行購買足以支付海外就讀國家消費水準之海外醫療（含門診及住

院）及意外保險，並於抵達就讀學校一個月內繳交購買證明。 

七、 獲獎學生於同一學位期間，不得再申請或領取本校之留學獎學金。 

八、 獲獎學生赴國外研修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位義務，

如有休學、退學、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應歸還全額獎學金。 

九、 學生在校期間由本辦法補助出國獎學金，以補助一次為限。 

十、 赴瑞典查默斯大學就讀學生，應依學校指派任務參與本校歐洲辦事處之運作，

工作內容由國際服務中心另行告知。 

第七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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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 97 學年度預警人數請參考下表： 

◎確定預警數 

 預警人數 大學部人數 比例 

97學年度第一學期  2139 5247 40.766% 

97學年度第二學期  1845 5161 35.749% 

 

 一科/比例 二科/比例 三科（含以上）/比例 

9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13/23.118% 503/9.586% 423/8.062% 

97學年度第二學期  1074/20.810% 426/8.254% 345/6.685% 

 

◎確定預警+未確認學習狀況者 

 預警人數 大學部人數 比例 

97學年度第一學期  4173 5247 79.531% 

97學年度第二學期  4082 5161 79.093% 

 

 一科/比例 二科/比例 三科（含以上）/比例 

97學年度第一學期  1332/25.386% 1101/20.983% 1740/33.162% 

97學年度第二學期  1301/25.208% 1184/22.941% 1597/30.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