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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98 年 12 月 3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          執行長：劉尚志教授 

出  席：李嘉晃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趙昌博代理）、李鎮宜

研發長、曾仁杰總務長、張靄珠主任秘書、莊振益院長、謝漢萍院長、

陳俊勳院長、張新立院長、李弘祺院長、黃鎮剛院長、莊英章院長（曾

華璧代理）、李弘褀主任委員、周景揚委員、黃中垚委員、黃遠東委員、

徐保羅委員、袁賢銘委員、鍾崇斌委員、莊榮宏委員、陳永富委員、

陳登銘委員、林貴林委員、金大仁委員、陳仁浩委員、劉尚志委員、

趙瑞益委員、張玉佩委員、莊明振委員、蔡熊山委員（黃漢昌代理）、

廖威彰委員、徐晨皓委員 

請  假：傅恆霖學務長、林一平院長、林寶樹主任、王蒞君委員、蘇育德委員、

洪慧念委員、張翼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韓復華委員、戴

曉霞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張基義主任委員、會計室葉甫文主任（呂

明蓉代理）、勤務組林梅綉組長、李建漳先生、計網中心林惠敏副組長、

呂怡芬小姐、服務學習中心白啟光主任 

記  錄：柯梅玉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謝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98年11月 20日召開之98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一）人社院擬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跨領域「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

士學位國際學程」案，業經 98年 11月 25日召開之98學年度第

4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擬於 100 學年度成立「傳播與科

技學系數位媒體碩士班」案，業經 98年 11月 25日召開之98學

年度第4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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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一）業於 98 年 11 月 9日召開 98 學年度第 2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

委員會完竣，決議事項詳如會議紀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P.P.P.P.6666~P.1~P.1~P.1~P.11111）））），重

要決議報告如下： 

為維護校園景觀擬修正「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

其修正事項為： 

1.校內可懸掛布幔位置僅為圖書館大門牆面。 

2.學生宿舍十二、十三舍可懸掛牆面減為三面。 

3.每次懸掛期限為三個月，收費 5,000 元，必要時可申請展延

一次，全校性藝文活動宣傳不收費。 

（二）業於 98 年 11 月 30 日召開 98 學年度第 3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

議委員會完竣，決議事項詳如會議紀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P.P.P.P.11112222~P.~P.~P.~P.11114444）））），

重要決議報告如下： 

1.「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已修訂完成，擬提行

政會議通過後實施。布幔尺寸將由總務處統一訂定。 

2.委由建築所規劃校內海報牆，提供校內各類活動宣傳。 

3.本次申請懸掛布幔期限同意懸掛至此次申請期限為止，不得

延長。 

4.因博愛校區資源回收場即將興建水質淨化廠，考量綠地整體

性及足球運動空間，同意於管科系教學大樓正後方新設，對

整體綠地破壞較小。面臨館舍部份，使用植栽作圍籬，工作

面由左方進入。 

 

四、總務處報告： 

  有關本校新建地下停車場之規劃案進度說明如下： 

（一）原規劃設置於綜合一館及工五館間草坪空間之地下停車場規劃

案，經評估造價成本過高不經濟，規劃結果提陳 97 年 4月 14 日

96 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97 年 10 月 13 日 97 學年度

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報告，建議本案不可行。 

（二）因本校光復校區校地有限，且為減少開挖地下停車場所衍生之

高昂建築費用，經評估以體育設施半立體化複合設置方案規

劃，其中就棒球場現址，面積約 9,600 平方公尺，利用下挖兩

公尺及現況地形高層差，地面層維持棒球場使用，半地下空間

設置汽車停車場，估計可設置 375 輛停車位，總工程經費估計

為 1.2 億元，惟興建期間應有替代場地與方案，否則推動有困

難。另西區利用現有凹地興建立體停車場，因與環評核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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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程序較為繁複，建議併

同於建築物興建時附建地下停車場方式執行。 

（三）檢附新建停車場評估範圍圖請參閱。 
                                                                
 
 
 
 
 
 
 
 
 
 
 
 
 
 
 
 
 
             

    

    

貳貳貳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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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計網中心北側增設餐亭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98 年 4月 14 日計網中心提議於計中北側增設餐亭。 

二、有關餐亭之基地位置，擬增設於計中北側廣場；餐亭主體之面積

規模約 6坪。 

三、本案擬俟校規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公開招商；有關餐亭造型與內

部動線，俟與得標廠商檢討確認後，再提出細部設計圖說，送景

觀會審查。 

四、本案業經 98 年 7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PPPP....11115555））））、98 年 9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

員會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PPPP....11116666））））及 98 年 10 月 7日 98 學年度第 1次餐飲

管理委員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PPPP....11117777））））審議通過。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22222222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111 票票票票））））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請總務處將委員之相關建議納入考量請總務處將委員之相關建議納入考量請總務處將委員之相關建議納入考量請總務處將委員之相關建議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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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擬將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更名為「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請討論。（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一一一、、、、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原名計算機中心，於民國 88 年因應網路之重要

性，更名為「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而近幾年來計算機與網路之應

用皆日趨成熟，重點也移轉至 e 化系統，強調校務資訊的開發與

使用，經觀察國內外其他大學，已有多所學校更名為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P.P.P.P.18181818））））。 

二、本案業經 98 年 9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P.P.P.P.19191919））））。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28282828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0000 票票票票））））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請計網中心儘速完成本校單一入口網站之統整規劃請計網中心儘速完成本校單一入口網站之統整規劃請計網中心儘速完成本校單一入口網站之統整規劃請計網中心儘速完成本校單一入口網站之統整規劃。。。。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擬將「服務學習中心」由任務型單位改制為正式行政單位，請討

論。（學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本校於 96 學年度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97 年 7月 31 日)通過以任

務型編組方式成立「服務學習中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P.P.P.P.20202020））））。    

二、服務學習中心自成立以來積極協助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媒介全國

社服、公益團體與系所合作，擴大學生服務參與層面，並致力於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服務學習中心除辦理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外，同時於全校推廣服務

學習，邀請知名公益人士、結合鄰近社區，打造社群總體營造之

共生理念。此外，更積極推動國際志工業務，與國內外之 NPO、NGO

洽談、合作。希望藉由「服務-學習」的推動，讓本校學生更具備

全球視野、落實本土深耕，培養人道關懷、溝通協調、解決問題

等能力，透過專業知識與服務之結合，打造未來領袖之人才。 

四、為利業務長遠規劃及推行，擬將「服務學習中心」以任務編組形

式改制為正式單位，以明確定位其功能及屬性，確實發揮行政效

能。 

五、本案業經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P.P.P.P.21212121））））。 

六、檢附本校「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101010，，，，P.P.P.P.22222222））））及中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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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執行服務學習課程之實施成果（（（（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P.P.P.P.23232323~P.~P.~P.~P.34343434））））。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增訂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增訂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增訂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增訂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之修法程序之修法程序之修法程序之修法程序，，，，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後之設置辦法如修正後之設置辦法如修正後之設置辦法如修正後之設置辦法如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12121212（（（（P.P.P.P.35353535））））。。。。    

二二二二、、、、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16161616票票票票，，，，不不不不同意同意同意同意1111票票票票））））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313131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6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次次次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8年 11月 9日（一）中午 12：1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主任委員 
出席：曾仁杰委員、傅恆霖委員（廖威彰代）、張文鐘委員、陳衛國委員、張新立委員、陳

一平委員、黃廷祿委員、廖威彰委員、曾成德委員、陳重元委員、洪士林委員、蘇育

德委員、徐晨皓委員 

請假：林進燈委員、尹慶中委員、張家靖委員、林欽榮委員 
列席：事務組、營繕組、推廣教育中心、藝文中心、資管所、科法所、EMBA、財金所 
記錄：王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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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務組報告勤務組報告勤務組報告勤務組報告：：：： 
計中北側景觀餐亭計畫計中北側景觀餐亭計畫計中北側景觀餐亭計畫計中北側景觀餐亭計畫 
1.總務處業依照 98.09.18景觀會決議「進行餐亭整體規劃設計作業」中。 
2.並於 98.11.26提送景觀會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決議略以：本案基地位置業經 98.09.18景觀

會議審議通過，後續經餐管會（按 98.10.07餐管會已審議通過）暨校規會審議通過後，同

意先行招商；有關餐亭造型與內部動線乙節，俟與得標廠商確認需求後，再提出細部設計

圖說送景觀會審查餐亭造型。 

張新立委員建議張新立委員建議張新立委員建議張新立委員建議：：：：綜合一館前南區餐亭黑色遮陽布幕隨風飄揚綜合一館前南區餐亭黑色遮陽布幕隨風飄揚綜合一館前南區餐亭黑色遮陽布幕隨風飄揚綜合一館前南區餐亭黑色遮陽布幕隨風飄揚，，，，有礙景有礙景有礙景有礙景觀觀觀觀，，，，請承辦單位評估請承辦單位評估請承辦單位評估請承辦單位評估

改善計畫改善計畫改善計畫改善計畫。。。。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後續將找幾位專家或委員勘查檢討後續將找幾位專家或委員勘查檢討後續將找幾位專家或委員勘查檢討後續將找幾位專家或委員勘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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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

管理之收費標準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管理之收費標準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管理之收費標準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管理之收費標準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總務總務總務總務

處事務組提處事務組提處事務組提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依據「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98年 9月 18日會議決議內容，針對收費標準及張

貼優先順序之內容，提出相關增修條文。 
2.本草案修訂重點內容如下：（簡略說明條文重點如下） 

(1) 懸掛地點：增訂第八條，可設置地點為活動中心（A）、圖書館（B）、中正堂（D）、

人社二館（C）、學生宿舍 12舍（E、F）、13舍（G、H、I、J）。 
(2) 張貼優先順序：增訂第九條，依序為校級、院級、系所、社團及其他宣傳活動。 
(3) 收費標準：增訂第十條，訂定二級收費標準及收費調整機制。 
(4) 懸掛期限：增訂第十一條，原則上每次申請之懸掛期限為半年。 
(5) 審查重點：增訂第十二條，審查重點為布幔尺寸、布幔定著外牆施工方法、內容及

設計圖樣、申請之懸掛期限等 
3.「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及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修

正草案條文比較表詳見附件一。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1.為維護校內景觀建議減少校內布幕張貼地點，以舉手表決活動中心（A）、中正堂（D）、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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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二館（C）三個位置是否適合列為文宣廣告物懸掛位置，表決票數如下： 
(1) 活動中心（A）：贊成懸掛 0票、反對懸掛 11票。 
(2) 人社二館（C）：贊成懸掛 0票、反對懸掛 9票。 
(3) 中正堂（D）：贊成懸掛 0票、反對懸掛 11票。 

2.學生宿舍十二、十三六面牆面僅留下三個（G、I、J）懸掛位置（舉手表決贊成 9票、

反對 0票） 
3.若要進行校內活動行銷，請考量其他方式，如使用海報張貼，或是如工三、工四、交映

樓等館舍，大廳皆設有螢幕，可將活動資料交由館舍管理員撥放。 
4.每次布幕懸掛期限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可申請展延一次，每三個月收費 5000元。 
5.藝文中心，全校性的藝文活動宣傳不收費。 
6.請依上列事項修訂本辦法，並於下次會議再議。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二二二二：：：：請同意每年於請同意每年於請同意每年於請同意每年於 13 舍外牆懸掛本校各學院舍外牆懸掛本校各學院舍外牆懸掛本校各學院舍外牆懸掛本校各學院、、、、系所及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招生宣傳系所及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招生宣傳系所及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招生宣傳系所及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招生宣傳

大幅帆布廣告宣傳大幅帆布廣告宣傳大幅帆布廣告宣傳大幅帆布廣告宣傳，，，，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提提提提）））） 
說 明： 

1. 推廣教育中心為全校辦理推廣教育課程之彙整單位，每年六月皆定期更新全校性推廣教

育招生大幅帆布廣告並懸掛於 13 舍外牆。 
2. 因為各單位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開班時程不一致，故招生期間為全年，宣傳廣告期間亦

須為全年。 
3. 為提昇交大推廣教育形象並加深往來園區上班人士對交大辦理推廣教育課程之印象，本

中心特委託專業設計公司設計，以兼顧交大景觀之美化。 
4. 附上 98 學年度廣告圖示及外牆懸掛示意圖，如下：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三三三三：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四塊於活動中心外牆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四塊於活動中心外牆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四塊於活動中心外牆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四塊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處側門弧形外牆等處側門弧形外牆等處側門弧形外牆等處，，，，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藝文中心提藝文中心提藝文中心提藝文中心提）））） 
說 明： 

1.為了宣傳推廣本校藝文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與音樂研究所於 98學年度第一學期合作

主辦之藝文性活動，暨搭配大一藝文護照課程推廣，擬循往例刊登大型戶外帆布廣告於



 8 

校園中，以擴大藝文性活動可見度。 
2.為結合藝術與生活，使藝文知性氣息瀰漫美化校園環境，特聘請本校應用藝術研究所畢

業之優秀專業設計師製作精緻、優美、富知性之帆布廣告彩樣，詳見下表之廣告彩樣稿

與實景模擬圖四式。 
 

序

號 欲懸掛處 
帆布廣告內

容 
帆布廣告尺寸 欲懸掛處模擬掛圖照片 

一 
活動中心外

牆 

98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

之藝文性活

動  （ 藝 文 中

心、通識教育委

員會、音樂研究

所等合作主辦） 

1040(H)x1850(W)cm 

 

二 
浩然圖書館

大門旁外牆 

98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

之藝文性活

動  （ 藝 文 中

心、通識教育委

員會、音樂研究

所等合作主辦） 

680 (H) x 780(W)cm 

 

三 
浩然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

外牆 

98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

之展覽活動 
176(H) x 2076(W)cm 

 

四 

浩然圖書館

B1 側門瑞典

CHALMERS
辦公室外牆 

98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

之表演活動 
151(H) x 1020(W)cm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四四四四：：：：資管所申請資管所申請資管所申請資管所申請 12 舍面對新安路外牆面舍面對新安路外牆面舍面對新安路外牆面舍面對新安路外牆面，，，，懸掛廣告文宣懸掛廣告文宣懸掛廣告文宣懸掛廣告文宣，，，，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資管所提資管所提資管所提資管所提））））  
說 明： 

資管所申請借用 12舍面對新安路外牆面，懸掛廣告文宣（如下圖所示）。時間為 98年
10月 1日至 99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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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樣                 

位置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五五五五：：：：科技法律研究所擬懸掛帆布廣告一幅於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擬懸掛帆布廣告一幅於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擬懸掛帆布廣告一幅於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擬懸掛帆布廣告一幅於學生十三生十三生十三生十三舍西側外牆舍西側外牆舍西側外牆舍西側外牆，，，，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科法所科法所科法所科法所提提提提）））） 
說 明： 

1.本所自 2000年創立以來，致力於法學及科技的跨領域研究。培育具備當代前瞻法學分

析能力的人才，是本所一貫的使命，近幾年來的律師高考與司法官特考更是開出亮眼的

成績。除了延續已有多年教學經驗的智慧財產權教育外，更提供學生完整的一般法律、

英美法學及因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國際經貿和產業競爭等課程。每年碩、專、博班應考

人數高達 300人次。 
2.本所開設之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為全國第一所教育部審核通過設立之「智慧財產權管理

學分班」，自 1994年開始舉辦至今已邁入第 15個年頭，以培養「科技法律」專業人才

之主軸，整合科技、法律與管理相關知識，提供企業人士及有興趣人員研習進修。目前

每年進修人數約為 600人。 
3.交通大學因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對於本所開設課程產業需求極高，已成為科學園區產業

進修不可或缺管道之ㄧ。新安路為園區之交通要道，車潮往來間，將可達到最大的宣傳

效益。 
原懸掛處 帆布廣告內容 帆布廣告尺寸 懸掛處目前實景照片 
學生十三

舍外牆 
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以實證深耕法

學   以創新放

眼國際 
 
知識新勢力 
法學教育領航

者 

110cm(W)*480c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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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懸掛處 帆布廣告內容 帆布廣告尺寸 懸掛處合成照片 
學生十三

舍西側外

牆 

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以實證深耕法

學   以創新放

眼國際 
知識新勢力 
法學教育領航

者 
懸掛時間： 
98年 11月 1日

至 99年 10月
31日止 

110cm(W)*480
cm(H)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六六六六：：：：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擬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擬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擬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擬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EMBA 提提提提）））） 
說 明： 

1.為了宣傳本校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招生活動，擬循往例刊登大型戶外帆布廣告，以擴

大招生活動可見度。 
2.EMBA2010招生作業本學程委由專業公司製作精緻、優美之帆布廣告，預定於 98年 11
月 1日起懸掛於十三舍西側外牆，傳遞 EMBA2010招生訊息，吸引潛在考生注意力。 

序號 欲懸掛處 帆布廣告內容 帆布廣告尺寸 擬申請懸掛圖片 

一 
十三舍外

牆 

2010年 EMBA
招生廣告 （內

容包括：招生日

期、考試科目、

網址、電話） 

550(H) x 250(W)cm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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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七七七七：：：：財金所擬懸掛帆布廣告財金所擬懸掛帆布廣告財金所擬懸掛帆布廣告財金所擬懸掛帆布廣告一一一一塊於學生十二舍西側外牆塊於學生十二舍西側外牆塊於學生十二舍西側外牆塊於學生十二舍西側外牆，，，，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財金所提財金所提財金所提財金所提）））） 
說 明： 

1.本校財金所主持之碩士在職專班為廣為宣傳，並促進科學圈區工作人員參與財金所推廣

教育，擬刊登大型戶外帆布廣告於校園中，以擴大本校財金所碩士專班與學分班之可見

度。 
2.預計懸掛期間：98年 9月 1日至 99年 12月 31日止。 

欲懸

掛處 
帆布 

廣告內容 
帆布廣告尺寸 懸掛處模擬照片及帆布廣告稿 

學 生

十 二

舍 西

側 外

牆 

交大財金

所在職專

班暨學分

班熱烈招

生中 

540cm*1200cm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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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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3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8年 11月 30日（一）中午 12：0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主任委員 
出席：曾仁杰委員、林進燈委員（趙昌博代）、傅恆霖委員（廖威彰代）、尹慶中委員、

陳衛國委員、張新立委員、陳一平委員、黃廷祿委員、張家靖委員、林欽榮委員、

廖威彰委員、曾成德委員、洪士林委員、蘇育德委員 
請假：張文鐘委員、陳重元委員、徐晨皓委員 
列席：事務組、藝文中心、資管所 
記錄：王雅慧 
 

陸陸陸陸、、、、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略 
 

柒柒柒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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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增訂校園建築物外牆廣告

管理之收費標準管理之收費標準管理之收費標準管理之收費標準、、、、可懸掛地點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可懸掛地點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可懸掛地點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可懸掛地點及張貼優先順序內容條文，，，，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請討請討請討請討論論論論。。。。(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依據「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98年 11月 9日會議決議內容，提出相關增修條文。 
2.本草案修訂重點內容如下：（簡略說明條文重點如下） 

(6) 增訂第八條懸掛地點，刪除部分原先可懸掛之地點，可設置地點為圖書館（B）、學

生宿舍 13舍（G、I、J）。 
(7) 增訂第九條張貼優先順序，依序為校級、院級、系所、社團及其他宣傳活動。 
(8) 增訂第十條收費標準，訂定三級收費標準。 
(9) 增訂第十一條懸掛期限，原則上每次申請之懸掛期限減短為三個月。 
(10) 增訂第十二條審查重點，審查重點為布幔尺寸、布幔定著外牆施工方法、內容及設

計圖樣、申請之懸掛期限等。 
3.「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及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修

正草案條文比較表詳見附件一。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修訂後通過，修訂訂內容如下 
1.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刪除，第一項第二款「設置位置」，授權由事務組調整。 
2.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增列「中心」，修正後為：「…校際藝文中心活動宣傳專用。」。 
3.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核准」改為「審議」，修正後為：「…再提景觀委員會審議，…」。 
4.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刪除。 
5.第十一條第一項增列「（藝文中心校際藝文活動宣傳除外）」，修正後為：「…以一次為限。

（藝文中心校際藝文活動宣傳除外）」。 
6.第十三條第一項增列「或賠償」，修正後為：「…限期改善、拆除或賠償：…」。 
7.授權總務處評估懸掛布幔尺寸，於下次會議中討論。申請單位布幔尺寸應依規定，懸掛

時須先向總務處確認。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校園內增設海報牆校園內增設海報牆校園內增設海報牆校園內增設海報牆，，，，提供校內各類活動張貼海報以達宣傳之效提供校內各類活動張貼海報以達宣傳之效提供校內各類活動張貼海報以達宣傳之效提供校內各類活動張貼海報以達宣傳之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總務處事總務處事總務處事總務處事

務組提務組提務組提務組提) 
說 明： 

1.依據「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98年 11月 9日會議決議內容，刪除部分布幔懸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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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地點，爾後只提供圖書館（B）、學生宿舍 13舍（G、I、J）可以申請懸掛布幔。 
2.曾成德委員建議，減少布幔懸掛地點需有配套措施，在校園內增設海報牆，提供校內

各類活動張貼海報以達宣傳之效。 
3.依據曾委員之提議，於校園內實地勘查可供新設海報牆之地點，請委員討論決定適合

之地點及設置數量。 
4.「校園海報牆勘景報告」（詳見附件二）。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本案同意由主席及曾委員協助進行校內海報牆調查及規劃後再提出討論。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各單位申請於館舍外牆懸掛布幔各單位申請於館舍外牆懸掛布幔各單位申請於館舍外牆懸掛布幔各單位申請於館舍外牆懸掛布幔，，，，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98年 11月 9日議程中有 6個單位（推廣教育中心、藝文中心、資管所、科法所、EMBA、
財金所）申請懸掛布幔提案未於當日會議中討論，現統整為一個提案。 
2.提案單位及懸掛位置說明如下表： 

 提案單位 申請位置 備註 
1. 推廣教育中

心 
13舍（J） 98/11/9會議決議保留J地點 

2. 藝文中心 1.活動中心（A） 
2.圖書館（B） 
3.圖書館 B1弧形外牆

（其他） 
4.圖書館瑞典辦公室

外牆（其他） 

1. 98/11/9會議決議刪除 A
地點，保留 B 地點 

2. 其他二處懸掛地點需景

觀會同意方可懸掛。 

3. 資管所 12舍（E） 98/11/9會議決議刪除 E地

點 
4. 科法所 13舍（H） 98/11/9會議決議刪除 H 地

點 
5. EMBA 13舍（I） 98/11/9會議決議保留 I 地點 
6. 財金所 12舍（F） 98/11/9會議決議刪除 F地

點 
3.各單位懸掛說明及樣式內容表，詳見附件三。 
4.本次申請同意懸掛地點則以景觀會核准時間為止，不得延長，刪除之地點以後不得再申

請懸掛。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本次申請懸掛布幔期限同意懸掛至此次申請期限為止，不得延長。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博愛校區資源回收場博愛校區資源回收場博愛校區資源回收場博愛校區資源回收場（（（（約約約約 27 坪坪坪坪））））現址即將興建水質淨化廠現址即將興建水質淨化廠現址即將興建水質淨化廠現址即將興建水質淨化廠，，，，擬新設資源回收場之地擬新設資源回收場之地擬新設資源回收場之地擬新設資源回收場之地

點點點點，，，，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已於 98年 11月 11日開標決標，預計 98年 12月 15日動工。 
2.資源回收場原則上堆置修剪之樹枝資源回收場原則上堆置修剪之樹枝資源回收場原則上堆置修剪之樹枝資源回收場原則上堆置修剪之樹枝、、、、樹葉及資源回收物樹葉及資源回收物樹葉及資源回收物樹葉及資源回收物，，，，垃圾每日由垃圾車清運至焚化垃圾每日由垃圾車清運至焚化垃圾每日由垃圾車清運至焚化垃圾每日由垃圾車清運至焚化

爐爐爐爐，，，，原則不堆置於資源回收場原則不堆置於資源回收場原則不堆置於資源回收場原則不堆置於資源回收場，，，，資源回收場沒有臭味及蒼蠅資源回收場沒有臭味及蒼蠅資源回收場沒有臭味及蒼蠅資源回收場沒有臭味及蒼蠅，，，，對周圍環境影響不大對周圍環境影響不大對周圍環境影響不大對周圍環境影響不大，，，，但但但但

基於景觀考量基於景觀考量基於景觀考量基於景觀考量，，，，地點宜在偏僻位置地點宜在偏僻位置地點宜在偏僻位置地點宜在偏僻位置。。。。 
3.博愛校區位置圖及現場照片如附件四。 
4.待選位置優缺點待選位置優缺點待選位置優缺點待選位置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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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優點 缺點 
A：管科系教學大樓正後

方 
面積：長 15m×寬 5m，約

22坪 

1.地點偏僻。 
2.現地已有水泥鋪面。 
3.不影響草皮。 
4.對周邊鄰居影響較小。 

1.需移除一側灌木拓寬

道路，長度較短。 
2.離管科教學大樓較近。 

B：面對管科系教學大樓

後方左側角落 
面積：長 16m×寬 7m 約

33坪 

1.地點偏僻。 
2.離管科教學大樓較遠。 

1.需拓寬道路，長度較

長。 
2.犧牲部分草皮施做道

路及水泥鋪面。 
3.對周邊鄰居影響較大。 

5.施工方式：以鐵網作為四周圍籬，高度約 2公尺。 
6.管科系林主任表示：A 方案地點學生偶爾會使用，且距離館舍較近，希望設置在 B 方案。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基於考量綠地整體性及足球運動空間，同意設置地點為 A 方案，對整體綠地破壞較小。

面臨館舍部份，使用植栽作圍籬，工作面由左方進入。 
 

捌捌捌捌、、、、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玖玖玖玖、、、、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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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7學年度第22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 98 年7 月16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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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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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中心陳信宏代理主任（缺席）、電機學

院謝漢萍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石至文副院長代理）、工學院方永壽院長、管理學院張

新立院長（缺席）、人社學院李弘祺院長（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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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網中心林盈達

主任（王國禎副主任代理）、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李弘祺主委（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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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尤克強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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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長、學聯會褚立陽會長、總務處林梅綉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略 
. 
.  (略) 
. 
案由三：擬請勤務組協助招商於資訊館北側空地設置簡餐吧，請討論。(計網中心提) 
說 明： 
一、資訊館南側之簡餐吧設立後，廣受學生好評，經常大排長龍，同時也活絡了校園戶外人

文氣息，但因南側餐亭已無法再擴充，為增加可服務的人數，並善用資訊館北 
側閒置多年的大廣場，建議增設一個簡餐吧，提供較多元餐點，新設之簡餐吧可置 
於廣場北端，離資訊館較遠處，便可降低對資訊館的環境干擾。 
二、計網中心已會同總務處勤務組先行與物理所協商，而物理所於6 月24 日所務會議中討論

（附件七，P16），節錄所務會議意見供參： 
（一）北側餐亭設置不應產生食物味道與噪音問題，影響本所研究與教學品質。 
（二）希望校方儘快就校園內類似的餐飲問題作長遠、整體的規劃。 
決 議：照案通過。 
. 
.  (略) 
. 
陸、散會 11:2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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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8學年度第1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8 年9 月18 日（五）中午12：1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主任委員 
出席：曾仁杰委員、林進燈委員、傅恆霖委員、張文鐘委員（請假）、尹慶中委員（請假）、 
陳衛國委員、張新立委員、陳一平委員（王秀鳳代）、黃廷祿委員、張家靖委員、 
林欽榮委員、廖威彰委員、曾成德委員、陳重元委員（請假）、洪士林委員（請假）、 
蘇育德委員、徐晨皓委員 
列席：事務組、勤務組、營繕組、推廣教育中心、藝文中心、資管所、財金所、科法所 
記錄：王雅慧 
. 
.(略) 
. 
案由四：本校擬設置「計中北側餐亭」之基地位置、量體、造型乙案，請討論。(總務處勤務

組提) 
說 明： 
1.依據98.04.14 計算機中心所提「於計中北側增設餐亭」暨98.07.16 行政會議紀錄（附件三）

辦理。 
2.有關餐亭之基地位置，擬增設於計中北側廣場(詳附件四，p.9)；餐亭主體之面積規模約6 坪。 
3.本案便利餐亭之造型及樣式，將由投資廠商於「服務計畫書」中詳列規劃圖說送招商評選

委員會審議；俟招商評選優勝廠商後，廠商應再擬具詳細施工設計圖說送景觀會議審議。 
4.檢附「本校便利餐亭實施計劃--計網中心申請增設餐亭」資料乙份（附件四）。 
決 議： 
1.本案位置請提校規會審議。 
2.校園餐亭建築物外觀應具一致性，請總務處進行整體之規劃、設計，提景觀會討論。 
. 
.(以下略) 
. 
肆、 散會 14：45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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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餐飲管理委員會紀錄（節錄） 

時間：九十八年十月七日中午十二時。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曾仁杰主任委員。 
出席：林梅綉委員、李佐文委員、鄭裕庭委員、陳金鑫委員、劉美華委員、李榮耀委員、 
包曉天委員、曾志明委員、余立寶委員、孫承憲委員、黃學惇委員、陳建都委員、 
白鈞文委員、徐晨皓委員、陳恩翊委員、張筑軒委員、劉煜楣委員、劉峻言委員、 
趙正宇委員、吳紹華委員。 
列席：女二舍A 棟一、二樓餐廳五六公司代表，二餐一樓康城公司代表，一餐鴻發興公司代

表、 
勤務組劉美玉、黃馨儂、李建漳、謝淑珍。 
記錄：黃馨儂。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 

.(略略略略) 

.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本校擬設置「計中北側餐亭」一案，請討論(勤務組提案)。 
說 明： 
一、依據98.04.14 計算機中心所提「於計中北側增設餐亭」暨98.07.16 行政會議紀錄詳 

附件玖附件玖附件玖附件玖辦理。 
二、有關餐亭之基地位置，擬增設於計中北側廣場(詳附件拾附件拾附件拾附件拾第五頁)；餐亭主體之面積規模

約6坪。 
三、依據98.09.18景觀會決議，便利餐亭之造型及樣式，由本校委託設計完成，送景觀會審查

同意後，再進行招商作業。 
四、檢附「本校便利餐亭實施計劃--計網中心申請增設餐亭」資料1份(附件拾附件拾附件拾附件拾)。 
擬 辦：請委員討論，待決議後依序送景觀會、校規會審議通過後始辦理招商作業。 
決 議：經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同意：11票。 
不同意：3票。 

故同意設置「計中北側餐亭」，並依序送景觀會、校規會審議通過後始辦理招商作業。 
.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略略略略) 
. 

肆、散會：下午二時二十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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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學 
台大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Networking Center 
清大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Computer & Communication 

Center 
中山 圖書與資訊處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中興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Computer &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CINC) 
師大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淡江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enter 

逢甲 資訊處 Information Center 
元智 圖書資訊服務處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輔仁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亞洲 資訊發展處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台北大學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長庚 資訊中心 Computer Center 
 

國外大學 
UC Berkele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Stanfo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MI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CMU Computing/Technology Services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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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8 學年度第3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 98 年9 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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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千樹副校長代理）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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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斌副總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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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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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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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貴主任代理）、光電學院王淑霞院 

長（請假）、計網中心林盈達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李美燕組長代理）、通識教 

育委員會李弘祺主委（缺席）、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陳加再主任、張靄珠主任 

秘書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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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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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雯 

小姐代理）、學聯會徐晨皓會長、會計室呂明蓉組長、保管組鄒永興組長、購運組呂 

昆明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三：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擬更名為「資訊技術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請討論。(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 

說 明： 

一、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原名計算機中心，於民國88 年因應網路的重要性，更名為「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而近幾年來計算機與網路的應用都日趨成熟，重點也移轉至e 化系

統，強調校務資訊的開發與使用，觀察國內外其他大學，已有多所學校更名為資訊中

心，請參閱附件五。（P17） 

二、本更名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擬循序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為「資訊技術服務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以下略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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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6 學年度第22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民國97 年7 月31 日(四)中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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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雨校長、李嘉晃副校長、許和鈞副校長、周景揚副校長(請假)、林進燈教務長、

李大嵩學務長、李鎮宜研發長、張新立總務長、莊紹勳國際長(許尚華副國際長代)、

黃志彬執行長、黃威主任(謝漢萍院長代)、謝漢萍院長、李遠鵬院長(莊振益副院長

代)、方永壽院長、卓訓榮代理院長(請假)、戴曉霞院長、黃鎮剛院長、莊英章院長(楊

永良教授代)、林一平院長(簡榮宏副院長代)、王國禎代理主任、劉美君館長、李弘

祺主委(請假)、葉甫文主任(呂明蓉組長代)、陳加再主任、郭仁財主任秘書 

列 席：韓復華教授、趙昌博組長、焦佳弘會長（李容瑄同學代） 

記 錄：劉相誼、施珮瑜 

 

甲、報告事項(略) 

 

乙、討論事項 

案由三：擬設置「服務學習中心」，請 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響應教育部推動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提升良好的公民素質之理念，於96學年度

第一學期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由校長指派白啟光教授擔任召集人，課

外活動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聘行政人員一名專責推動相關業務。 

二、小組自成立以來積極協助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媒介全國社服、公益團體與系所合作，

擴大學生服務參與層面，其成果日漸茁壯且有目共睹；為長遠規劃並有效推動學生

服務學習制度，擬修訂組織架構，成立「服務學習中心」，以明確定位其功能及屬

性，確實發揮行政效能。 

三、檢附「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附件五;P.19）。 

 

決 議：通過以任務型單位運作。 

以下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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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98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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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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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錫嘉組長代理）、許尚華國際長（陳慶

耀副國際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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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梁高榮主任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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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璧副院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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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計網中心

林盈達主任（林惠敏副組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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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瓊華組長代理）、張靄珠主任秘書（楊淨

棻組長代理）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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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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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學聯會徐晨皓會長、購運組呂昆明組長、事務組柯慶昆組長、服務學習中心白啟光

主任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六：擬將「服務學習中心」由任務型單位改制為正式行政單位，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於96學年度第22次行政會議(97年7月31日)通過以任務型編組方式成立「服務學

習中心」。 

二、服務學習中心自成立以來積極協助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媒介全國社服、公益團體與

系所合作，擴大學生服務參與層面，並致力於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三、服務學習中心除辦理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外，同時於全校推廣服務學習，邀請知名公

益人士、結合鄰近社區，打造社群總體營造的共生理念。此外，更積極推動國際志

工業務，與國內外之NPO、NGO洽談、合作。希望藉由「服務-學習」的推動，讓本校

學生更具備全球視野、落實本土深耕，培養人道關懷、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等能力，

透由專業知識與服務之結合，打造未來領袖之人才。 

四、為利業務長遠規劃及推行，擬將「服務學習中心」以任務編組形式改制為正式單位，

以明確定位其功能及屬性，確實發揮行政效能。 

五、本校「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條文及中

心目前執行之成果及規劃，請參閱附件八。（P31-44） 

決  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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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    

 

97 年 7 月 31 日 96 學年度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之公民意識，開拓其學習新視野，與建立

其志願服務與貢獻社會之人生觀，推動服務學習內涵，特成立「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

習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於學生事務處，為本校二級行政單位。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責如下： 

一、執行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決議及推動事項。 

二、鼓勵與輔導本校學生參與國內志工服務活動。 

三、鼓勵與輔導本校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四、其他服務學習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與行政人員若干人，主任由學務長提名，簽請校長聘任之。  

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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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成果 

【成果摘要】 

一一一一、、、、課程數及修課人數課程數及修課人數課程數及修課人數課程數及修課人數    

● 96 學年共開設 31 門服務學習課程，共計 1,742 修課人次。 

● 97 學年共開設 51 門服務學習課程，共計 2,654 修課人次。 

● 98 學年上學期共開設 32 門服務學習課程，共計 1,280 修課人次。 

二二二二、、、、本校提供服務人次本校提供服務人次本校提供服務人次本校提供服務人次：：：：97979797 學學學學年度學生提供服務年度學生提供服務年度學生提供服務年度學生提供服務 54,62954,62954,62954,629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三三三三、、、、教教教教師及助教培訓師及助教培訓師及助教培訓師及助教培訓    

● 97 學年度教師及助教培訓已舉辦 3 場，教師共計 106 人次參與。 

● 98 學年上學期教師及助教培訓已舉辦 2 場，教師共計 50 人次參與。 

四四四四、、、、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課課課課程講座程講座程講座程講座    

● 97 學年度舉辦全校性大型演講 3 場，合計約 303 人參與。 

● 98 學年度上學期舉辦全校性大型演講 7 場，合計約 1,353 人參與。 

五五五五、、、、服務學習宣導服務學習宣導服務學習宣導服務學習宣導    

● 98 學年度上學期邀請李家同校長、曾志朗政務委員蒞臨開學典禮演講。 

● 錄製及播放授課教師、助教、修課學生、服務對象、協力單位主管之心得分享影音。 

六六六六、、、、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學學學學生核心能力及服務意願生核心能力及服務意願生核心能力及服務意願生核心能力及服務意願    

● 97 學年度上學期問卷調查結果 

有效樣本共 868 份，學生對其核心能力(例如團隊合作、溝通協調…等能力)養成，

表示表示正向回應者佔 75.00%；負向回應者佔則累計佔 24.22%，遺失值約為 0.78%。

學生認為在修課之後「願意參加公益活動」、「運用專長從事志願服務」、「更關心、更

慎思社會議題」等項目，表示表示正向回應者佔 71.54%；負向回應者佔佔 27.76%，

遺失值為 0.69%。 

 ● 97 學年度下學期問卷調查結果 

有效樣本 964 份，學生對其核心能力(例如團隊合作、溝通協調…等能力)養成方

面，表示正向回應者佔 77.59%；負向回應佔 22.10%，遺失值約為 0.31%。 學生認為

在修課之後「願意參加公益活動」、「運用專長從事志願服務」等項目，表示正向回應

者佔 78.58%；負向回應者佔 21.27%，遺失值為 0.15%。  

七七七七、、、、推動國際志工推動國際志工推動國際志工推動國際志工    

● 98 學年上學期開設『服務學習(二)國際志工理念與實踐』課程。 

● 規劃及推動國際志工工作。 

八八八八、、、、97979797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經費學年獲教育部補助經費學年獲教育部補助經費學年獲教育部補助經費 80808080 萬萬萬萬，，，，98989898 學學學學年則獲得年則獲得年則獲得年則獲得 125125125125 萬萬萬萬，，，，為為為為國立大學中最高者國立大學中最高者國立大學中最高者國立大學中最高者。。。。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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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服務學習成果展服務學習成果展服務學習成果展服務學習成果展：：：：於 98 年 9 月假浩然圖書館舉辦 97 學年服務學習成果展，彙整團隊成

果，促進服務學習師生之交流。    

十十十十、、、、服務學習成果獎服務學習成果獎服務學習成果獎服務學習成果獎：：：：「國立交通大學優良服務學習獎」於 98 年 8 月 20 日經由外聘委員評定

後，選出四名優勝及二名佳作隊伍，並於 9 月 8 日於開學典禮上頒奬表揚。 

 

【實施成果】 

本校自 96 學年起正式開辦大學部服務學習課程，凡本校大學部 96 學年度(含)以後入

學之大學部學生均須修畢本課程後，始能畢業。茲將服務學習組織運作及推動成果羅列如下： 

 

一、服務學習推動組織及運作模式： 

(一)、規劃單位 

為規劃及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於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委員會」

由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教師代表、課外活動組組長、通識中心主任、學生

代表及其他相關單位共同組成，由校長指派召集人，請課外活動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二)、專責單位 

本校於 97 學年度起在學務處下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服務學習中心」，設主任一名，

行政人員 4 名(頂尖計劃助理 2 名、教育部短期人力專案助理 2 名)，專責推動全校服務

學習相關業務之進行。 

 

 

 

 

 

 

      整體規劃                       行政交辦 

 

 

  

(三)、定位及分工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為規劃層級，行政運作由服務學習中心統籌執行，並與其他

單位協調配合。主要運作內容如下： 

1.服務學習相關培訓辦理：教師/助教/學生 

2.國際志工發展計畫  

學務處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 

服務學習中心 

表 A 組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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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學習課程實施 

4.教育部服務學習計畫申請、實施 

5.服務學習課程合作協力單位洽商與管理 

6.服務學習網建置與管理 

7.服務學習影音講堂彙編與管理  

8.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成果獎勵競賽  

9.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成果展 

10.服務學習教學問卷調查 

11.服務學習核心課程演講/講座規劃 

12.服務學習中心相關辦法研擬及實施 

13.服務學習中心帳務申報與管理 

(四)、運作模式 

服務學習課程由推動委員會制定規劃原則、服務學習中心推行，並由各學系負責細

部規劃與執行，任課教師參與督導，各行政單位配合執行。但亦得由推動委員會視教育

目標與實際需求，提出方案，提供給各學系參酌辦理。 

 

 

 

 

 

 

 

 

 

 

 

 

 

 

 

 

服務學習 

推動小組 

籌畫 

各單位/系所 

執行/配合 

執行成效 

檢討 

服務學習 

中心執行 

表 B 運作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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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中心 

聯繫公益團體/學校等機構 

詢問志工機會 

製作協力單位清冊 

供教師/學生選取 

該課程已有屬意機構， 

但無列於合作列表上 

協助媒合有意願合作之 

課程，並持續追蹤 

 

另提出希望合作類別 

該類別無適合機構於 

合作列表上 

增列於協力機構列表上 

持續追蹤 

協助尋找相關機構 

二、與協力單位合作模式 

 

三、辦理現況及成果 

（一）制度 

贊同並響應教育部推動服務學習之理念，本校於 95 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中通過

『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於 96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交通

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細則』。決議大學部同學應修畢服務學習兩學期始得結束畢業，並

於 96 學年度下學期起全面開設課程。 

除『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細則』

外，為鼓勵教師開設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內涵，另於 9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國立交通大學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開課獎勵辦法』。後於 97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

會議通過『國立交通大學優良服務學習獎勵要點』。至此服務學習全面於本校推廣，並逐

步落實。 

（二）課程 

1. 課程規劃面：依據現行『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學生需修習兩學

期之服務學習課程，共分為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 

（1） 服務學習（一）： 

由各系開課，學生必須選修該系開設課程不得跨系選修。服務學習（一）主

要為建立理念，針對同學對於服務學習之概念全面的培養與建立，搭配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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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提出課程 

學校行政程序審查流程 

（三級三審） 

服務學習中心備查 

服務學習課程 

服務學習（一） 服務學習（二） 

各系開課 

學生限修本系課程 

系所開課 

1.一般課程 

教學中心 

開設課程提出專業

行政中心/社團 

開設 

表 C 整體課程規劃 

表 D   服務學習（一）/系所服務學習（二）開設方式 

時之實作，讓同學與系上老師間的互動更為緊密，促進系所整體凝聚力。 

（2） 服務學習（二）： 

以服務學習融入課程之規劃及學生之校外服務為原則。同學服務學習（二）得

跨系選修，針對其喜好之方案進行服務學習課程。開課方式分為： 

① 各學系開課為主 

② 其他單位開課為輔：如學生社團、行政單位亦得以開設課程，但須至

少一位學校正式老師指導，方得開授。 

③ 開設專業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需於授課前一學期提出課綱，說

明如何將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內涵，送服務學習推動小組審議後方

得認證為服務學習（二）。 

 

 

 

 

 

 

 

 

 

 

 

 

 

 

 

 

 

 

 

 

 

 

 

 

 

 



 28

提出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教師提出課程申請 

學校行政程序審查 

成為系/所/教學中心 

必/選修課程 

送服務學習中心申請 

通過服務學習課程 

推動小組審查 

送校課程委員會 

成為專業融入服務學

習內涵課程 

於課程後加註 

表 E  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服務學習（二）開設方式 

表 F  社團/行政中心開設服務學習（二）方式 

 

 

 

 

 

 

 

 

 

 

 

 

 

 

 

 

 

 

 

 

 

 

 

 

 

 

 

 

 

 

 

 

 

 

 

 

社團/行政中心提案 

服務學習中心彙整 

 

通過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查 

 

送校課程委員會成為服務學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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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學習（一）為理念建立，將所學應用於服務學習（二）中，讓同學於

實作過程中體會服務學習之內涵。每門課授課前教師需先引導服務學習之

內涵，後透由實作實踐，並於實踐課程後進行反思，反思形式視教師引導

而定。任課老師或導師參與督導及討論，各行政單位配合執行。 

（4） 服務學習（一）、（二）最低服務時數各為 10 小時，學分由各開課單位自

訂。 

（5） 課程主要內容分： 

① 基礎理念培訓：藉由教師本身講解有關於服務學習之概念、延請校外

志工分享不同志工領域之經驗及心態及服務學習參考書籍之閱讀，讓

同學們先認識何謂服務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同學們對於服務學習的理

念開始慢慢的建立，就本校而言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同學第一次接觸服

務學習的概念，百分之三十一的人表示有服務學習的經驗。因此基礎

理念培訓成了服務學習課程開始的第一步，藉由各種靜態授課及體驗

式活動是同學更全方位的認識何謂服務學習，以及接下來他們實作課

程中所應有的理念與態度。 

② 實作項目： 

I. 課業輔導：針對國高、中小學生進行國、英、數、物理、化學等

輔導。 

II.專業融入：本校學生多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但如何將其

所學更廣大的去付出及協助他人便是一個值得去規劃、執行的課

題。例如：帶領國民學校的同學進行科普實驗，對其有所認識、

於維基百科編纂專業領域知識，提供大眾查詢等。 

III. 閱讀推廣：至國小或育幼院說故事給孩童聽、線上書庫及閱

讀分站，摘錄書籍的大意以及讀後感想至線上，供偏遠地區孩童

及需要人士閱讀。 

IV.資訊志工：主要為蒐集資訊、架設網站並將相關訊息與國際間分

享、交流等。 

V. 國際志工：學期間進行國際志工之培訓，於暑假出隊至國外服務，

教授中英文、協住架設網站、資料庫整理等。 

VI.愛校服務：針對校園環境及周邊社區為主體進行服務，有校園環

境清潔、校園資源分類、校園導覽、圖書館館藏資料庫整合、實

驗室安全維護、校園周邊社區環境清潔及設備檢查等。藉由付出

的過程中讓同學培養惜福習勞之精神，體會他人的付出，使學校

成為更開放、積極與成長的學習環境。透由愛校服務增進了師生

之間的互動，整合校內外資源，也與周邊社區慢慢建立起良好的

關係，學校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孤島，而是與外界有溝通、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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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服務學習（一）課程數及修課人次 

表 H 服務學習（二）課程數及修課人次 

開放校園。 

VII. 其他：市區市容設計改善、公益義賣、弱勢兒童照顧等等。 

2. 已開設課程執行現況及成效： 

（1） 人數統計：97 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共開設 82 門，服務學習（一）47 門、

服務學習（二）35 門，目前總修課人次為 438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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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比例圖志工服務比例圖志工服務比例圖志工服務比例圖

課輔

34%

科學志工

9%

愛校服務

24%

其他

12%

閱讀推廣

9%

科普導覽

6%

老人/兒童關懷

6%

課輔 老人/兒童關懷 科學志工 閱讀推廣 科普導覽 愛校服務 其他

表 I  服務學習志工服務類型分佈圖 

志工服務類型分佈： 

 

 

（2） 學生學習成效：97 年度建立學生反應資料，歸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及建

議如下：  

① 學生對「修習服務學習課程目的了解程度」，與其「修習服務學習課

程的成效」有高度正相關 (r=0.89, p <.01) 。  

② 學生對於修習服務學習課程目的了解程度，表示「稍微同意」、「同意」

與「非常同意」者合計約佔 76.40%；「稍微不同意」、「不同意」與「非

常不同意」三者則累計約佔 23.22%，遺失值約為 0.38%。 

③ 「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目標及內容」與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的成效」

有高度正相關 (r=0.82, p <.01)。 

④ 學生對於「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目標及內容」的認同程度，表示「稍微

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三者合計佔 66.39%；「稍微不同意」、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三者累計佔 32.07%，遺失值約為 1.54%。 

⑤ 在服務學習理念方面，以「服務他人」、「學習」、「團隊合作」、「無私

奉獻」等內容令學生印象最為深刻。本學期服務實作內容包含「校內

外環境清潔」、「市區或偏遠地區中小學課輔、交通導護等」、「公益團

體服務」、「協助交大外籍學生課業」、「訪談服務學習課程教師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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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社區合作推展文化產業」、「辦理弱勢兒童營隊」等活動。 

⑥ 反思為服務學習課程極為重要的一項活動，但由前述資料可知，約

53.11%有效樣本學生對於「教師或助教會帶領進行實作服務學的反

思」表示「稍微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尚有 45.05%表示「稍

微不同意」、「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遺失值為 1.84%。 

⑦ 在反思方式方面，教師及助教帶領的方式以「課堂討論」、「成果報告」

或「課後討論(如小組討論)」為主。學生自行反思之方式則包含「撰

寫服務記錄」、「自我冥思」、「編寫網誌或日記」等。 

⑧ 學生對其核心能力養成方面，表示「稍微同意」、「同意」與「非常同

意」三者合計佔 75.00%；「稍微不同意」、「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三者則累計佔 24.22%，遺失值約為 0.78%。 

⑨ 學生認為在修課之後「願意參加公益活動」、「運用專長從事志願服

務」、「更關心、更慎思社會議題」等項目，表示「稍微同意」、「同意」

與「非常同意」三者合計佔 71.54%；「稍微不同意」、「不同意」與「非

常不同意」三者累計佔 27.76%，遺失值為 0.69%。 

⑩ 學生在修課過程中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是「時間管理」，其次是「人際

互動」、「不了解課程目的」、「不知如何進行實作服務」、「交通」等問

題。而學生認為修課最大的獲益是「了解服務學習理念及藉由實作體

會服務的真諦」，其次則是如「溝通表達」、「電腦技能」、「分析彙整」、

「整理環境」、「團隊合作」、「體力」等自我能力的提升。 

⑪ 學生對課程的建議以「改變上課方式」比例最高，認為「課程目的應

被彰顯」比例次之，其他建議內容則如「時間規劃應更有效率」、「能

與老師多接觸」…等。 

（三）師資培訓現況： 

本校原則上於每學期初、學期末各辦理一次師資培訓，其餘視情況予以增辦，亦有

教師個別訪談，針對教師需求予以協助。培訓內容以講座分享與討論為主。學期初以理

念建立及引導為主軸，請專家學者演講，並請過去帶領服務學習課程成效優良之教師分

享。學期末以反思、回饋為主軸，針對期末反應調查做說明，並由各位老師交流經驗，

以利下學期之課程推動，97 學年度教師培訓已舉辦 3 場，教師共計 106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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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深耕現況： 

1. 全校理念推廣：為利全校師生對於服務學習有更多元的認識，本校舉辦 97 學年度

上學期舉辦全校性演講一場，邀請成功大學邵揮洲教授講授「從服務學習觀點看

科技與環保」，讓非修課的同學及其他教職員工也能一同體會服務學習之內涵。 

2. 助教引導： 97 學年度下學期邀請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名譽理事長陳武雄先生

針對教師及助教講授「服務學習的實施策略及課程規劃」，使助教對於服務學習內

涵體會更深，進而協助教師帶領學生進行課程。 

3. 公益合作及推廣：針對學生還有鄰近社區、大學舉辦「好天天」公益紀錄片放映

及座談會，與心路社福基金會、台積電文教基金會、IC 之音合作，體會弱勢族群

的生活，進而從弱勢族群的角度探討服務學習，日後將持續增加辦理全校性服務

學習講座。 

（五）評鑑與獎勵： 

1. 全校性服務學習獎勵：服務學習雖然是課程但希望營造的是感恩服務的校園、環

境，希望是一個團體（師、生、行政人員）一同學習。為提升服務學習課程品質，

鼓勵學生參與服務，增進人文關懷精神，培養全方位人才。97 學年度第 6 次行

政會議本校通過『國立交通大學優良服務學習獎勵要點』。此獎項每學年辦理一

次，獎勵對象為國立交通大學之服務學習團隊（含助教/行政人員），由各開課教

師推薦或由各團隊自行報名，評分標準為：服務規劃執行及團隊精神 20％、社會

資源整合能力 20％、活動完整紀錄及呈現能力 20％、服務貢獻及服務成效 20％、

學習成效 20％。所有團隊之成果資料，服務學習中心會放置於本校相關網站，以

利服務學習的傳承、分享。 

2. 鼓勵專業融入課程開設：藉由鼓勵教師開設相關課程，以期啟發學生之多元智慧、

引導學生將專長發揮於社會關懷，培養服務的人生觀。本校於 96 學年度第 2 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國立交通大學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開課獎勵辦法』，教師於

開設專業課時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並提出申請，於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查通

過後，授課鐘點經開課單位同意得以 1.5 倍計算，但超支鐘點費之計算仍以未加

計前鐘點數為計算基準，至今已有 6 門課程開設。 

（六）其他配套措施： 

1. 經費補助：為鼓勵服務學習課程推動，本校補助課程情形如下 

（1） 保險費及交通費補助：故課程出隊之保險及交通皆依學校行政程序予以補

助。 

（2） 講師費補助：開課教師邀請校外講師進行服務學習理念及實務演講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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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放參與並供服務學習中心錄製成為影音學習講堂課程，中心將予以補

助講師經費。 

2. 服務學習影音講堂：除實體上課以外，本校服務學習推動亦設有服務學習影音講

堂。將不定期辦理之全校性演講、座談，及固定全校性課程，請本校數位內容製

作中心專業人士拍攝。拍攝後有老師及專人設計影片導讀、演講大綱、發展討論

議題，並將其放置於網站上，成立服務學習線上講堂，供老師當作教案規劃、參

考，亦讓同學能有更完整多元的認識。 

（七）學校辦理特色： 

1. 全面必修：本校自 96 學年度下學期全面開設服務學習，為少數將其列為必修課程

之大學。 

2. 課程多元化：課程推廣至今，採開放鼓勵方式開設課程，除各系開設外，尚有行

政單位/社團等開設，課程內容多元化，涵蓋多個向度的服務內容，學生有多種選

擇可以參與。 

3. 生命教育結合：希望讓同學們知識不再將止於課堂，透由實作，讓同學們反思，

最後不止在課堂上進行服務學習，而是融入生命，成為生命的一部份，讓品德與

生命更進一步的提升。 

4. 導入人文關懷：諾貝爾獎得主威瑟爾（Torsten N. Wiesel），他說：「科學家沒有

人道關懷，一定不是個好科學家！」。本校學生大多為理工背景，我們希望學生除

了其專業領域外，更能夠導入人文關懷的精神，科學本身不是冷漠不重視人的，

如果與人道關懷相輔相成，是能夠去利益這個社會的！因此，將所學之專業結合

人文關懷，此亦為本校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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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設置辦法    

 

97 年 7 月 31 日 96 學年度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98989898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989898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次校務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次校務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次校務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之公民意識，開拓其學習新視野，與建立

其志願服務與貢獻社會之人生觀，推動服務學習內涵，特成立「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

習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於學生事務處，為本校二級行政單位。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責如下： 

一、執行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決議及推動事項。 

二、鼓勵與輔導本校學生參與國內志工服務活動。 

三、鼓勵與輔導本校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四、其他服務學習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與行政人員若干人，主任由學務長提名，簽請校長聘任之。  

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12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