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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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99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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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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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李鎮宜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

長（王旭斌副總務長代理）、李鎮宜研發長、許尚華國際長（蔡佳雬副國際長代理）、

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請假）、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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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學院莊明振代理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

客家學院莊英章院長（簡美玲主任代理）、資訊學院林一平院長（簡榮宏副院長代

理）、光電學院葉伯琦院長（請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

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譚潔芝主任（廖瓊

華組長、李承潔組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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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如小姐代理）、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林健

正召集人（梁嘉雯小姐代理）、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學聯會陳慕天會長（陳

良敬副會長代理）、電物系趙天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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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獲得國科會 99 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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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9 月 10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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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系提醒教師進行導生選課輔導：99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之相關時程如下，請各

學系提醒教師，可由「網路選課系統」連結至「全人教育系統-全方位導師服務功能」，

查詢導生、指導的學生之選課狀況，進行選課輔導，該功能並可同時寄信件給學生。 

    1.開學加退選為 9 月 13 日至 24 日（開學後兩週內）：學生選課以網路為主，若遇特殊課

程（人數限制、系所限制），無法於網路直接加退選時，可填寫書面「網路選課加退選

處理表」。 

    2.開學第三週（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學生逾期加退選（逾期加退選申請表）及老師

選課輔導（選課輔導單）。 

（二）本學期「碩博班免收學分費申請」：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止，本校一般生碩士及博士

(不含專班)若修課符合免收學分費條件者，得申請辦理。 

（三）本學期學生學分費繳交日期為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 日：自 10 月 20 日起學生可至出納

組 網 頁 → 各 項 查 詢 → 學 雜 費 查 詢 → 學 雜 費 管 理 系 統

(http://140.113.103.55/cashier/)下載「學分費繳費單」，請各系所多加提醒學生於

期限內辦理繳納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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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9 年暑期霹靂優學園課程已圓滿結束，各課程招生人數及結業人數如下表，請參考。 

學院 學系 課程 教師 
修課

人數 

結業

人數 

結業

率 
學分 

電機學院 電機系 電機專題入門 陳永平、王宜楷 24 23 96% 2 

電機學院 電子系 淺論電子學 陳龍英 47 41 87% 2 

資訊學院 資工系 高等競技程式設計(一) 
荊宇泰、蔡錫鈞

及黃世昆 
7 5 71% 3 

資訊學院 資工系 數位電路設計 單智君 35 32 91% 3 

生科院 生科系 分子生物科技導論 張育甄 11 7 64% 1 

理學院 應數系 微積分一 白啟光、余啟哲 222 23 10% 4 

理學院 電物系 物理（一） 李威儀 82 29 35% 4 

理學院 化學系 化學（一） 李大偉 49 15 31% 3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 中國與東亞文明史 劉河北 26 11 42% 2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 
當代世界：跨國社會與

經濟議題 
孫治本 58 25 43% 2 

電機學院 電機系 訊息與碼的轉換與演進 王忠炫 49 15 31% 3 

合計  11 門  610 226 37% 29 

（五）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試辦「樂齡大學」計畫： 

    1.為因應我國高齡社會來臨，鼓勵大學校院開放豐富的資源，提供高齡者（55）使用，

為我國老人教育創新管道，教育部特擬訂本計畫，以期落實高齡者追求健康、獨立，

快樂學習的願景。 

    2.將請校內各系所提供適合之課程與高齡者上課，推廣教育中心再依選修人數及學分數

計算，酌予補助該課程教師。本計畫九月底前需提出申請，因學校已開學，故課程預

計自 99 年 11 月起開始實施。上學期依實際週數，下學期 18 週課程，共計二期，歡迎

各系所踴躍提供適合高齡者課程。 

（六）98 學年度「傑出教學助理獎」名單已公布，共計選出 20 名傑出教學助理獎及 30 名優

良教學助理獎。教學發展中心將於 9 月 24 日「TA 教學工作坊」中頒獎，詳細資訊請

見教學發展中心網站 http://ctld.nctu.edu.tw/。 

（七）博士生教學助理：99學年度第一學期博士生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核定名單已公布，詳

情請見教發中心網站 http://ctld.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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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訂本(99)年 9 月 28 日中午 12 時，假資訊技術中心二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99 學年

度第 1 次導師會議，歡迎本校導師參加。 

（二）仿效班代制度協助班級經營，諮商中心推動「輔導股長制度」-規劃從本學年大一新生

實施輔導股長制度及服務學習實做內容，每班推選 1 至 2 位擔任輔導股長，每週服務

1 小時，並定期與系所諮商師回報及討論服務狀況，希望借重輔導股長搭起學校與學

生之間的溝通橋樑，主動反應與協助提高服務品質，進而得以掌握與及時處理需要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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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同學。主要服務內容包含（1）協助諮商中心宣傳相關業務及心理衛生活動，（2）

關懷班級學生，轉介有服務需求的學生至諮商中心，（3）協助系所諮商師聯繫各班學

生。輔導股長為一學年制，每學期初並舉辦 6 小時訓練課程，主題包含認識校園常見

學生適應問題及精神疾病，同理心與傾聽技巧訓練團體。本學期於 9 月 21 日中午舉辦

輔導股長期初餐會，說明服務內容，並於 9 月 27 日至 10 月 8 日兩週內舉辦六場訓練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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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時效管制作業要點實施說明會已於 8 月 18 日辦理完成。本次說明會主要目的

係向同仁們說明公文時效管制作業要點詳細內容，並就公文管理系統所提供之流程控

管功能（如展期申請、改分申請、公文流程查詢及各項統計報表等），予以說明，以利

同仁們熟悉如何利用公文管理系統，提高公文處理時效。本次說明會共進行 3 個小時，

約有 76 位同仁參加。 

（二）有關公文時效管制作業實施時程（分為試行及正式兩個階段實施）已於 9 月 2 日公告

於文書組網頁最新消息，並於 078 期Ｅ-news 上刊登。請各單位主管督促所屬承辦人

在公文處理（包括收文、單位登記桌、承辦、會辦、審核、發文、點收等作業）上，

務必依本作業要點規定處理時效辦理，以免被列入逾期處理清冊中。 

（三）公文時效統計業務： 

    1.本校 99 年 7 月份公文時效統計表如附件一（P9-18）。7 月份收文及發文件數共 2,362

件，其中逾期未辦結公文件數為 102 件。 

 2.有關至 8 月 10 日逾期未辦結之公文稽催共計 66 件，截至 8 月 31 日止，辦理情形如下

表： 

    

     

 

 

3.承前項，經文書組催辦後，目前尚有 2 件未結案（附件二，P19），請相關單位主管能

予以注意，以免耽誤公文處理時效。 

（四）教育部於 8 月 30 日早上 9：30 由檔案科王耿隆科長率領檔案科同仁約 6 人至交大參訪

本校檔管業務，已圓滿完成。本校檔管系統及檔管同仁們的努力成果深獲讚賞。 

（五）98 年新版電子公文系統上線後，全校性通知已登載於第三類公文中，並以電子郵件發

送給各單位登記桌，請其轉發給單位內相關人員，而不再以紙本發送。請主管們能提醒

所屬單位登記桌務必將此電子郵件轉寄給單位內同仁，以免同仁們漏失讀取通知類公文

的訊息；並鼓勵同仁們儘量利用第三類公文（電子公佈欄）刊登及讀取訊息，不要再發

紙本公文。本案之實施若能落實，對於節能減紙、為地球降溫應有很大的助益。 

（六）本處營繕重要工程進度報告： 

1. 管理一館增建工程：增建工程使用執照已於日前核發，室內裝修工程、EMBA 空間裝修

及光寶廳屋頂防水等工持均已完成驗收及點交使用。另管一館周邊景觀工程亦已完工，

刻正辦理後續驗收作業。 

2. 客家學院大樓工程：大樓工程業已完工驗收並取得使用執照，並於 99 年 2 月開始陸續

已辦理展期 已辦結歸檔 已決行未歸檔 仍在辦理中 

5 件 57 件 0 件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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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及進駐使用。4 樓國際會議廳統包工程完成評選後已於 7 月 28 日決標，基本設計

已審核完成，刻正進行細部設計及圖說，預計 10 月 2 日提送審查，俟核定後進行室裝

及後續施工；另數位攝影棚建置工程建築師已開始進行細部設計，預計 9 月 15 日前提

送預算書圖審查。六家校區之其他周邊人行道、停車場棚、圍籬、照明等雜項工程，亦

均配合使用單位陸續辦理中。 

3. 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於 99 年 1 月 17 日開工，目前已完成南棟（5 層）建築結構體，

刻正進行東側（7 層）第 6 樓之牆柱結構體施做，實際進度為 41.77％，較預定進度 41.76

％，整體進度尚屬正常，現正配合使用單位檢討使用需求調整辦理變更設計，預估完工

時間仍暫訂為 100 年 10 月。 

4. 游泳池工程：工程於 98 年 5 月 20 日決標，建照執照已由科學園區管理局審發，並於

98 年 10 月 12 日進場施作，因配合使用單位日後使用與營運等需求辦理建造變更，建

照業經科管局核准，並於 8 月 10 復工，實際進度為 34.98％，較預定進度 36.85％略落

後約 1.87％，本案建築主體完工時間目前暫訂為今年 12 月。 

5. 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開發水保工程於 98 年 12 月 28 日決標，山坡地開發之水保開

工許可及雜項執照開工許可均已取得，刻正進行整地及排水設施結構體施做，惟因今年

4-6 月梅雨季節降雨嚴重影響山坡地機具施工進度，同時配合雜項執照與核定水保計畫

調整變更，整體進度因此受影響而有延後，目前施工進度已超過 96％，預定於 99 年 9

月底開始辦理水保完工證明及雜項使用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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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深耕專案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9 月 27 日止。 

（二）國科會科教處徵求 100 年度「國科會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構想書截止日至

99 年 11 月 5 日止 

（三）國科會徵求 99 年度「台灣與英國頂尖大學前期合作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99 年 9

月 28 日止。 

（四）內政部營建署與經濟部水利署「100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受理申請：請

向補助標的物(共 50 處)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洽詢受理截止日期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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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教育部第15次工作圈會議紀錄，教育部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網站之建置及維

護管理委由本校負責，本案由本室擔任規劃及聯絡窗口，網站設計及後續相關軟硬體

管理由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支援。99年9月20目已至教育部進一步開會討論，將針對相關

意見繼續進行網站設置。 

（二）本校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入口網頁，委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設置。配合第二期頂

尖大學計畫第一階段研究領域審查，已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先行協助設置本校第二期

頂尖大學計畫研究中心網頁，其他教學、研究、國際化等計畫相關連結將於日後儘速

更新。 

（三）依據教育部第16次工作圈會議紀錄及頂尖大學策略聯盟會議決議，推派台灣大學、政

治大學、成功大學、台聯大系統代表陽明大學代表與MIT、UC Berkeley、Uni. Chicago、



5 

Imperial College四校洽談合作(合作領域詳見下表)。本校將由國際處負責辦理後續

校內選才辦法之訂定以及配合相關時程檢送碩博生選送審查資料等事宜。 

國外合作學校(我方代表學校) 擬合作領域 

MIT (台灣大學) 合作領域以人文社會為優先，雲端運

算、能源科技及生醫工程次之為原則 

UC Berkeley (政治大學) 人文社會領域(以東亞人文、經濟、社

會、政治、媒體等議題為研究範疇建立

學術研究網絡) 

Chicago (成功大學) 以人文社會領域優先，理論科學(數學、

天文)及醫學領域次之為原則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台聯大系統代表-陽明大學) 

以人文社會為優先，臨床醫學、醫工、

產業創新(Imperial Innovations)、倫

理學相關領域次之為原則。 

    

七七七七、、、、資訊技術服務資訊技術服務資訊技術服務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中心報告中心報告中心報告：：：：    

（一）第五次交通大學網路世界大學排名暨中英文網頁評鑑：為使網頁評鑑能協助提升交大

各系所國際競爭力，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舉辦「第五次交通大學網路世界大學排名暨中

英文網頁評鑑」。評鑑包含兩大部份：一是西班牙網路世界大學排名指標

（Webometrics）；二是中英文網頁內容。評鑑結果摘要報告如下: 

    1.觀察本次 Webometrics 排名結果，發現總排名有長足進步的單位，在 Rich Files 的排

名皆有顯著進步。另外，依照四項指標比重，Visibility 佔 50%，Size 佔 25% ，所

以提昇這兩項指標，對整體名次也有相當助益。提昇 Visibility 與 Size 的作法是充

實各單位網頁品質與數量，使其具有被引用的價值，並易於被 search engine 所搜尋。 

    2.行政單位在本次中文網頁評鑑均有長足的進步，造成排名差異的主要原因，主要在是

否符合無障礙網頁標準與連結正確性等項目。這兩項都可利用工具定期檢查，即時發

現，立即更正。可在以下網址下載安裝檢測工具：網頁連結正確性檢測工具：

http://home.snafu.de/tilman/XENU.ZIP 無障礙網頁（機器檢測部分）檢測工具：

http://www.webguide.nat.gov.tw/wSite/ct?xItem=36316&ctNode=14521&mp=1 

    3.部分教學單位自上次評鑑以來，仍未建置英文網站，建議改善。 

    4.少數教學單位英文網頁之招生資訊，直接翻譯自本國生之招生資訊，並非針對外國學

生撰寫，應予修正。 

    5.部分教學單位之[國際學生入學資訊]的連結放在網頁內，並無獨立的選項，造成資訊

不易尋找。建議各單位將國際生資訊整合為專頁，提昇至選單項目（如設立

「International Admission」頁面），以便使用者查閱。 

（二）請防範釣魚信件詐騙：校園內持續發現假冒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發出之釣魚信件，本中

心絶不會主動要求使用者提供帳號、密碼等個人資訊，提醒全校教職員生切勿受騙。

如果收到可疑郵件(不論中英文)，請直接忽略，或來電資訊中心服務櫃台(31888)詢問。 

    

八八八八、、、、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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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完成智慧型手機館藏查詢介面，讀者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查詢館藏資料，全校師

生可上網查詢：http://aleph.lib.nctu.edu.tw/F/?func=find-b-0&CON_LNG=mob 

（二）過去許多讀者於校外藉由圖書館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連結商業影音的網站，

佔據許多網路頻寬，影響其他讀者於校外使用圖書館資料庫之權益。因應此問題，圖

書館已經控管代理伺服器連結設定，未來讀者透過圖書館代理伺服器上網，僅能連結

圖書館相關的資料庫。 

（三）藝文特展：風城頌歌展—風城藝術玻璃作家協進會會員聯展，9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於

圖書館二樓大廳展出。 

（四）主題書展：：：：饗閱讀‧Fun 世界《旅行文學特展》，8 月 13 日至 9 月 29 日於圖書館二樓

特展區展出。 

（五）圖書館於 9 月 1 日舉辦「圖書館研究攻略營」，參加人次約 184 人，新生對於此活動多

半表示高滿意度，問卷分析尚在進行中。演講資料已開放於圖書館網頁上，影片已開

放於線上演講中心。 

（六）暑期學術集成上傳文件約 909 件，主要為期刊論文與國科會計畫專案。 

    

九九九九、、、、秘秘秘秘書室報告書室報告書室報告書室報告：：：：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本校相關作業說明如下：    

（一）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99 年 9 月 13 日函送「校務評鑑建置學生學習成

效機制」補充說明資料(如附件三，P20-28)，該補充說明資料，係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計畫主要規劃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王保進教授，刊載於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發行之第 27 期評鑑雙月刊之文章，內容將五個評鑑項目之參考效標中，與學生

學習成效機制相關之參考效標及可提供之基本文件資料加以說明，供為學校進行自我

評鑑作業之參考。 

（二）本校校務評鑑自評報告之資料蒐集、填寫，現已完成由各學院/一級行政單位上線填報

作業（即第一階段）；爰已轉知各學院/一級行政單位，將該補充說明資料備為實地訪

評時可提供之基本文件資料參考，亦請後續階段之各彙整單位於編寫時統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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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請審議請審議請審議請審議。（。（。（。（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室提室提室提室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教育部為落實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政策，建立學生正確之智慧財產權觀念，99 年 4

月 28 日來函修正「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實施期間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滿再行檢討。 

二、本校 96 年 11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並於 97 年 1 月 25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訂定本校執行項目，決議校內執行單位與督

導單位。目前依第四點規定，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 

三、依教育部 99 年 4 月 28 日來函修正之「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規定，保護

智慧產權小組成員應納入學生代表，爰據以修正本校設置要點第三點，另條文中委

員人數原未包含近年成立之台南校區光電學院院長，擬併予修正為 21 人。 

四、有關學生代表 1 人擬請學務處推薦。 



7 

五、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四。（P29-31）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條文第三點修正條文第三點修正條文第三點修正條文第三點「「「「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文字修正為文字修正為文字修正為文字修正為「「「「資訊技術服務中資訊技術服務中資訊技術服務中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心心心」」」」後通過後通過後通過後通過。。。。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本校本校本校本校「「「「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鑽石計畫推動辦公鑽石計畫推動辦公鑽石計畫推動辦公鑽石計畫推動辦公

室提室提室提室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本校「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五。

（P31-32）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修正事項如下修正事項如下修正事項如下：：：：    

（（（（一一一一））））本案本案本案本案「「「「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補助辦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鑽石計畫實驗室鑽石計畫實驗室鑽石計畫實驗室鑽石計畫實驗室

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    

（（（（二二二二））））條文內條文內條文內條文內「「「「專職專職專職專職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員」」」」均修正為均修正為均修正為均修正為「「「「專職研究人員專職研究人員專職研究人員專職研究人員」。」。」。」。    

（（（（三三三三））））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員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員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員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員……………………專案簽呈專案簽呈專案簽呈專案簽呈，，，，經經經經校長核校長核校長核校長核可可可可……………………增加研增加研增加研增加研

究員數量究員數量究員數量究員數量，，，，需另案簽核需另案簽核需另案簽核需另案簽核。。。。」」」」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人人人人員員員員……………………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簽呈校長核簽呈校長核簽呈校長核簽呈校長核可可可可……………………增加研究增加研究增加研究增加研究人人人人員數量員數量員數量員數量，，，，需另案簽核需另案簽核需另案簽核需另案簽核。。。。」」」」    

（（（（四四四四））））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員得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員得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員得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員得依照各實驗室營運狀況依照各實驗室營運狀況依照各實驗室營運狀況依照各實驗室營運狀況獲本校薪資補助獲本校薪資補助獲本校薪資補助獲本校薪資補助，，，，........................

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籌措最低籌措最低籌措最低籌措最低比例如下比例如下比例如下比例如下表所示表所示表所示表所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實驗室專職研究實驗室專職研究實驗室專職研究人人人人員薪員薪員薪員薪

資資資資經費分攤原則經費分攤原則經費分攤原則經費分攤原則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五五五五））））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校方薪資校方薪資校方薪資校方薪資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修修修修

正為正為正為正為「「「「校方校方校方校方分攤分攤分攤分攤薪資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薪資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薪資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薪資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自籌經費自籌經費自籌經費自籌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    

。。。。」」」」。。。。    

二二二二、、、、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本校本校本校「「「「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辦法」」」」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PPPP33333333））））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請停止或修正本校請停止或修正本校請停止或修正本校請停止或修正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理學院提理學院提理學院提理學院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七，P34），對新聘教師做實質專業

審查，有違本校組織法中三級三審中專業審查之精神；且該會實質專業審查如何做

並不明確。 

二、系對新聘教師完成系務會議投票及系教評外審通過後，再送審議委員會審議，當審

議委員會另做專業審查且不通過時，會造成系所增聘新人時，作業困難，無所適從。 

三、審議委員會另做專業審查不通過時，未附審查具有之意見，僅以「不通過」為由通

知系所，對於系所於新聘教師聘任之努力一筆勾銷，而且不符目前本校組織法中三

級三審對不通過申請者需檢附具體不通過理由之精神。 

四、該設置要點為行政會議通過，未獲校務會議之討論後通過；且實施後，已有許多系

所諸多抱怨，恐造成校管理與系運作之落差及諸多抱怨不平，故請重新檢討該要點。 

五、本要點業經 99 年 7 月 27 日理學院院主管會議通過，相關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八。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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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請許副校長蒐集各學院請許副校長蒐集各學院請許副校長蒐集各學院請許副校長蒐集各學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含通識教育委員會含通識教育委員會含通識教育委員會））））意見意見意見意見，，，，儘速研議後修正儘速研議後修正儘速研議後修正儘速研議後修正。。。。    

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請教務長參考與會主管意見修正請教務長參考與會主管意見修正請教務長參考與會主管意見修正請教務長參考與會主管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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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獲獲獲台灣獎學金台灣獎學金台灣獎學金台灣獎學金至至至至本本本本校就讀之校就讀之校就讀之校就讀之外籍外籍外籍外籍生生生生，，，，若無法繳交註冊費者若無法繳交註冊費者若無法繳交註冊費者若無法繳交註冊費者，，，，得請其簽具得請其簽具得請其簽具得請其簽具切結切結切結切結

書書書書向向向向本校先行本校先行本校先行本校先行借支借支借支借支，，，，並並並並於其獎學金中於其獎學金中於其獎學金中於其獎學金中按月扣按月扣按月扣按月扣還還還還。。。。學期中休學學期中休學學期中休學學期中休學、、、、肄業無肄業無肄業無肄業無法扣還者法扣還者法扣還者法扣還者，，，，另依法另依法另依法另依法

律程序追討律程序追討律程序追討律程序追討。。。。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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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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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逾期未結案稽催單逾期未結案稽催單逾期未結案稽催單逾期未結案稽催單    

製表日期：99/9/16 

序號 承辦單位 承辦人 收創文號 
電子/

紙本 
主旨 收創日期 限辦日期 

稽催

次數 

逾期

天數 
備註 

1 營繕組 蔡毅中 0990007831 電子 

檢附三能建築師事務所受委本校「國立交通大

學台北校區（台北郵局古蹟）屋頂修復工程規

劃設計暨施工監造案」第三期款請領款單 

99/06/14 99/06/23 53 29 受會辦理中 

2 
電控工程研究

所 
陳青慧 0990008004 電子 

檢送國立清華大學執行經濟部學研聯合研究計

畫「智慧生活之環境與行為感知技術計畫」，經

費結餘款新台幣 624 , 060 元整支票乙紙 

99/06/17 99/06/22 54 30 承辦人辦理中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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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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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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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小組置委員 21 人，由副

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

秘書、圖書館館長、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及科技法律研究所所

長、智權技轉組組長、學生

代表一人共同組成，並由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

擔任執行秘書。 

三、本小組置委員 19 人，

由副校長一人、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圖

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及科技法律研

究所所長、智權技轉組

組長共同組成，並由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

秘書擔任執行秘書。 

1.依據教育部 99 年 4 月 28 日

台高通字第0990059758號函

修正公布之校園保護智慧財

產權行動方案，保護智慧財

產權小組「由校長或副校長

擔任小組召集人，並納入學

生代表，規劃及辦理相關活

動。」 

2.另委員人數原未包含光電學

院院長，併予修正由 19 人增

為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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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96 年 11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昇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推動及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政策，特設「國立交通

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與法令，並規劃相關宣導活動。 

  （二）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採取有效措施，落實校園合法軟體、圖書、教

科書及影音光碟等之使用。 

  （三）制定校園網路管理機制。 

（四）訂定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 

  （五）其他保護智慧財產權措施之規劃與執行事項。 

三、本小組置委員 21 人，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

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科技法律

研究所所長、智權技轉組組長、學生代表一人共同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

秘書擔任執行秘書。 

四、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開會時得邀請

有關單位列席。 

五、本小組需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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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研究水

準，加強產學合作精神，創設鑽石計畫實驗室（以

下簡稱本計畫實驗室），為使本計畫實驗室在草

創初期能有充足經費延攬相關研究人才，訂定本

辦法。 

本校為推動鑽石計畫，延攬及留住

傑出專職研究人員，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計畫實驗室晉用之專職研

究員。 

本辦法適用之對象 

第三條 本計畫實驗室之專職研究員（職級包含研究員、

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需經過「國立交通大

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三級三

審施行程序進用之。 

本辦法適用對象之資格說明 

第四條 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員人數需在實驗

室成立第一年度經專案簽呈，經校長核可後方得

進用。爾後若需增加研究員數量，需另案簽核。 

計畫內實驗室專職研究人員人數

控管機制 

第五條 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員得依照各實驗室營運

狀況獲本校薪資補助，惟補助金額將逐年遞減。

至本計畫實驗室成立第六年起研究員薪資得自

給自足，不得申請校方薪資補助。各年度補助薪

資最高比例及實驗室自行籌措最低比例如下表

所示：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 

最高比例最高比例最高比例最高比例 

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籌措籌措籌措籌措 

最低比例最低比例最低比例最低比例 

籌備年 

第一年 
100％ 0％ 

第二年 80％ 20％ 

第三年 60％ 40％ 

第四年 40％ 60％ 

第五年 20％ 80％ 

第六年起 0％ 100％  

實驗室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比例

分年說明 

第六條 校方薪資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或其他校

方相關經費；實驗室自行籌措之經費來源包含國

科會計畫、公私部門建教合作計畫、教育部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及鑽石計畫會員收入。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 

第七條 本辦法經鑽石計畫推動辦公室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及修訂程序說明 



 32

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鑽石計畫專職研究員薪資補助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研究水準，加強產學合作精神，創設鑽石計

畫實驗室（以下簡稱本計畫實驗室），為使本計畫實驗室在草創初期能有充足經費延

攬相關研究人才，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計畫實驗室進用之專職研究員。 

第三條 本計畫實驗室之專職研究員（職級包含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需經過「國

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三級三審施行程序進用之。 

第四條 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員人數需在實驗室成立第一年度經專案簽呈，經校長

核可後方得進用。爾後若需增加研究員數量，需另案簽核。 

第五條 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員得依照各實驗室營運狀況獲本校薪資補助，惟補助金額將

逐年遞減。至本計畫實驗室成立第六年起研究員薪資得自給自足，不得申請校方薪

資補助。各年度補助薪資最高比例及實驗室自行籌措最低比例如下表所示：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最高比例最高比例最高比例最高比例    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籌措最低比例籌措最低比例籌措最低比例籌措最低比例    

籌備年 

第一年 
100％ 0％ 

第二年 80％ 20％ 

第三年 60％ 40％ 

第四年 40％ 60％ 

第五年 20％ 80％ 

第六年起 0％ 100％ 

    

第六條 校方薪資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實驗室自行籌措之經費

來源包含國科會計畫、公私部門建教合作計畫、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鑽石計

畫會員收入。 

第七條 本辦法經鑽石計畫推動辦公室提請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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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鑽石計畫實驗室研究人人人人員薪資員薪資員薪資員薪資經費分攤比例經費分攤比例經費分攤比例經費分攤比例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九十九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99924)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研究水準，加強產學合作精神，創設鑽石計

畫實驗室（以下簡稱本計畫實驗室），為使本計畫實驗室在草創初期能有充足經費延

攬相關研究人才，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計畫實驗室進用之專職研究人人人人員。 

第三條 本計畫實驗室之專職研究人人人人員（職級包含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需經過

「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三級三審施行程序進用之。 

第四條 本計畫實驗室所需之專職研究人人人人員人數需在實驗室成立第一年度經專案簽呈校長核

可後方得進用。爾後若需增加研究人人人人員數量，需另案簽核。 

第五條 本計畫實驗室專職研究人人人人員薪資經費分攤原則薪資經費分攤原則薪資經費分攤原則薪資經費分攤原則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校方薪資補助最高比例最高比例最高比例最高比例    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實驗室自行籌措最低比例籌措最低比例籌措最低比例籌措最低比例    

籌備年 

第一年 
100％ 0％ 

第二年 80％ 20％ 

第三年 60％ 40％ 

第四年 40％ 60％ 

第五年 20％ 80％ 

第六年起 0％ 100％ 

    

第六條 校方分攤分攤分攤分攤薪資經費來源為校務基金自籌經費自籌經費自籌經費自籌經費或其他校方相關經費；實驗室自行籌措

之經費來源包含國科會計畫、公私部門建教合作計畫、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

鑽石計畫會員收入。 

第八條 本辦法經鑽石計畫推動辦公室提請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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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98.12.4  9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各系（所）延聘優秀師資，特設置教師徵聘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之徵聘，其辦理程序如下： 

（一）系（所）簽請員額配置審議小組同意核給（使用）員額後，由各系（所）進行

教師徵聘作業。 

（二）提系（所）教評會審議。 

（三）提本委員會審議。 

（四）提院教評會審議。 

（五）提校教評會審議。 

三、本校各系（所）擬徵聘專任教師經員額配置審議小組通過，並經各系（所）教師徵聘

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應先提本委員會審議。 

前項本委員會係就擬聘師資人選是否為該系（所）中長期發展所需之優秀人才加以審

查。 

四、本委員會委員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教務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七人組成；以副校長為召

集人，開會時並為主席，並請相關學院院長列席說明。 

五、本校各系（所）延聘專任教師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提院、校教評會審議。 

六、本要點經員額配置審議小組通過，並送請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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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主管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主管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主管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主管會議紀錄 
（（（（摘錄摘錄摘錄摘錄）））） 

會議名稱：九十八學年度理學院第十一次主管會議 
時    間：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 12:00 
地    點：科學二館 SB208 室 
主    席：莊振益院長          紀錄：劉佳菁 
出    席：鍾文聖副院長、趙天生主任、陳秋媛主任、陳登銘主任、林俊源所長、 

陳永富主任、盧鴻興主任 
請    假： 石至文副院長、王秀瑛所長 

一一一一、、、、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莊院長莊院長莊院長莊院長：：：： 

99 年本校大一學生「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團體成績分析表，理學院學生成績不甚理想。

本校語言中心每學期都提供多項免費英文學習資源，請多鼓勵  貴系所同學利用課後時

間參加各項語言學習活動。 

二二二二、、、、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略） 

三三三三、、、、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電物系電物系電物系電物系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 請停止或修正本校請停止或修正本校請停止或修正本校請停止或修正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依據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詳附件 2），對新聘教師做實質專業審查，有

違本校組織法中三級三審中專業審查之精神；且該會實質專業審查如何做並不明確。 

2. 系對新聘教師完成系務會議投票及系教評外審通過後，再送審議委員會審議，當審議委員

會另做專業審查且不通過時，會造成系所增聘新人時，作業困難，無所適從。 

3. 審議委員會另做專業審查不通過時，未附審查具有之意見，僅以「不通過」為由通知系所，

對於系所於新聘教師聘任之努力一筆勾銷，而且不符目前本校組織法中三級三審對不通過

申請者需檢附具體不通過理由之精神。 

4. 該設置要點為行政會議通過，未獲校務會議之討論後通過；且實施後，已有許多系所諸多

抱怨，恐造成校管理與系運作之落差及諸多抱怨不平，故請重新檢討該要點。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經討論後，同意電物系提送本案至校級行政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