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修正版修正版修正版修正版））））    

時間：九十三年十月六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資訊館（計中）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俊彥校長                                                  記錄：陳素蓉 

出席：陳龍英、彭德保、馮品佳、裘性天（廖威彰代）、林一平、郭建民、黃威（謝漢萍代）、

孫春在、王棣、黃靜華、葉弘德（林泉宏代）、張豐志（莊祚敏代）、朱仲夏、趙如蘋、

莊振益、許元春、傅恒霖、李耀坤、莊祚敏、孟心飛、林貴林、林登松、盧鴻興、陳

鄰安（洪慧念代）、吳重雨、李鎮宜、陳紹基、雷添福、唐震寰、郭仁財（唐震寰代）、

黃家齊、陳信宏、楊谷洋（邱俊誠代）、林進燈（邱俊誠代）、蘇朝琴、徐保羅（陳永

年代）、邱俊誠、陳永平、林清安、張明峰、陳稔、曾煜棋、陳榮傑、莊榮宏、鍾崇斌、

莊仁輝、李嘉晃、賴暎杰、謝漢萍、陳志隆、莊紹勳、黃遠東（鄭裕庭代）、劉增豐

（方永壽代）、傅武雄、陳大潘、蔡忠杓（洪景華代）、盧定昶、李安謙、張良正、

鄭復平、張翼、陳家富、陳重元、黃國華（范士岡代）、范士岡、黎漢林、王耀德、

朱博湧、李昭勝、唐麗英、洪瑞雲、劉復華、許巧鶯、吳宗修、李明山、丁承、唐瓔

璋、陳安斌、劉敦仁、楊千（丁承代）、洪志洋、袁建中、虞孝成、劉尚志（倪貴榮

代）、倪貴榮、汪進財、羅濟群、人社學院院長（戴曉霞代）、劉美君（林若望代）、

馮品佳、林建國、林若望、張恬君、郭良文、李秀珠、朱元鴻（蔣淑貞代）、辛幸純、

蔡今中、戴曉霞、孫于智、郭志華、毛仁淡（曾慶平代）、曾慶平、楊裕雄、何信瑩、

客家學院院長（莊英章代）、郭良文、蔣淑貞、連瑞枝（蔣淑貞代）、楊永良、孫治本

（楊永良代）、劉河北、廖威彰、張生平、林金滄、殷金生、楊恭賜、張永炘、翁金珍、

彭兆光、范鏡棟、呂紹棟、李垂泰、林哲偉、蕭素文、王靜芸、王偉震、蔡幸育、吳

信賢、柯皓榕（李仁喆代） 

請假：陳耀宗、楊宗哲、蔡孟傑、陳登銘、林志忠、周景揚、林大衛、張文鐘、吳炳飛、廖

德誠、陳正、謝續平、施仁忠、許根玉、白曛綾、彭慧玲、吳東昆、曾華璧、蔡熊山、

陳明璋、應正新、 

缺席：陳衛國、陳永富、李素瑛、劉俊秀、韋光華、蔡春進、李經遠、王淑芬、巫木誠、莊

明振、張正、劉育東、張錦滿 

 

甲甲甲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P.1~P.17）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一一一、、、、    感謝各位代表在過去一年對學校的付出及貢獻，也希望未來一年能持續努力。 

二二二二、、、、    本次會議有幾個重要之委員會選舉，請各位代表選出對學校未來發展有重要

影響之委員。 

三三三三、、、、    討論事項第四案及第五案建議改為第三案及第四案。（經詢在場代表意見，原

則同意。） 



四四四四、、、、    本校近年在推動國際化上有卓著的成效，希望各系所配合辦理招收國際留學

生之相關作業。 

五五五五、、、、    新進教師為學校未來的希望，請各系所教師提供新進教師在生活、研究上的

協助，並減少其行政負擔，以期其儘早適應環境。 

六六六六、、、、    因學校規模急速擴充，空間嚴重不足，為解決此問題，目前有六棟大樓須於

短期內興建完成，是一項艱鉅的挑戰，請各單位於此過渡時間配合調整現有

空間。 

七七七七、、、、    目前圖書館館藏有 100 多萬冊，離 150 萬冊目標不遠，此對學校學術研究有重

要的幫助。 

八八八八、、、、    本校經費多為自籌，因此須謹慎使用，使之發揮最大效用。 

 

貳貳貳貳、、、、    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    

一、前次會議（93.06.10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通過「國立交通大學學則」第 49 條條文修訂。 

（二）通過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三）通過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四）通過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訂。 

（五）通過「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更名為「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教育

部同意核定） 

（六）無記名投票通過以調整案報部之系所班有：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擬報

部）、英語教學研究所（教育部同意核定）、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及生

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教育部緩議）。 

（七）通過合併資訊工程學系與資訊科學系為一系，並成立資訊學院。（教育部

同意核定） 

（八）通過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報部核備中） 

（九）通過本校二十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訂。（報部核備中） 

（十）通過修訂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 

（十一） 通過修正本校榮譽退休教授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 

（十二） 通過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

法」。 

    

參參參參、、、、    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    

一、教育部招收國際生方案： 

93 年 9 月 7 日教育部召開「推動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國際留學生方案說明會」。

教育部已擬訂實施方案並訂定獎勵補助計劃要點(草案)，此項計畫已列入教育

部 E 世代人才培育施政計劃，冀望於民國 100 年全國國際學生人數能達 12,830



人。各大學招收國際學生(限修讀學位者)有具體績效者將獲教育部補助，申請

補助條件為國際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數 1％以上，或國際學生人數超過 100 人

之學校，申請計畫經審核後擇優補助，補助最高上限為 1000 萬元，預定每年

十一月提出申請計畫書。各申請學校應配合部份為：設置國際學生服務處、

充實校園雙語化環境、建置外語網站編印外國學生手冊、設置適合外籍生之

英語學程等項。未來各校招收外籍生之績效，將列入大學評鑑之重要指標。

請各系所盡量配合辦理 

二、教務處辦理「新進教師研習營」： 

教務處於去年 11 月底首次舉辦新進教師研習營，普受新進教師正面之迴 

響；為幫助新進教師提早適應交大的生活與文化，今年度新進教師研習營將 

提早於十月九日舉行，除邀請所有新進教師參加外，亦請各系所公佈訊息， 

鼓勵有興趣之教師報名前往聆聽。 

三、教務處辦理「選派優秀大學部學生出國進修」 

教務處於八月底發書面通知到各學院，且請各院依照「國立交通大學選 

派優秀大學部學生出國進修辦法」推薦學生，並於九月底前將學生名單及申 

請資料送至教務處副教務長室；本處將安排甄選委員會審查，並預計於十一 

月公布第一階段審查結果。 

四、招生與註冊業務： 

(一)教育部日前核定本校 94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傳真先

到，如 P.22 附件一，尚待來文)，重要內容包含： 

1. 同意調整新設「分子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英語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另原資工系與資科系整併後調整為「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科

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網路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多媒

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另「生物醫學研究所」緩議。另「語言與文化

研究所碩士班」更名為「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2. 核定招生總量 4071 人：大學部 1198 人，碩士班 1757 人，博士班 503

人，在職專班 613 人。碩士班較本校原報部資料增加 3 名、博士班減

少 5 名。大學部招生名額須於 10/7(週四)報部核定，研究所招生名額須

於 10/20 以前報部核定，目前正由各學院協調各系所確認詳細招生名額

中。 

(二)日前中正大學與成功大學已分別通知本校進行 94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及

考試分發招生簡章校系分則登錄作業，除了已經個別轉知各學系之外，待

總量核定後，於 10 月上旬召開招生會議討論相關事宜。 

(三)94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簡章已通知各系所編撰中，為免考生浪費報

名費，通常各研究所會限制例如限排名前 50%學生報考，惟考量持外國學

校成績考生的報考機會，外國學校成績評定制度各有不同，未必有排名，



建議個系所考量外國學校成績制度差異，在簡章中增列例如「持外國大學

成績報考者不受此限」等彈性。又例如已有多年工作經歷者是否也可以放

寬報考名次門檻，亦請各系所酌參。 

(四)教育部配合行政院政策推展的「大學校院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推動計

畫」已於 9 月 20 日正式發文到校，將轉發相關院系所。此一方案已兩次

在行政會議報告，並已有部份廠商與院系所接洽中。 

(五)本學期註冊人數 

93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學生人數  

                93/09/20 

學 院 博士

班 

碩士

班 

大學

部 

小計 小計(不含專班) 碩士專

班 

電 資 學 院 882 2107 2119 5108 4690 418 

工 學 院 499 997 942 2438 2049 389 

理 學 院 226 498 680 1404 1279 125 

生 科 學 院 67 131 167 365 365 0 

管 理 學 院 375 1493 775 2643 1911 732 

人 社 學 院 31 355 216 602 602 0 

客 家 學 院 0 0 28 28 28 0 

合 計 2080 5581 4927 12588 10924 1664 

男 1775 4319 3725 9819 8479 1340 

女 305 1262 1202 2769 2445 324 

五、教學反應問卷： 92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統計資料已完成，已送

至各單位。(1)個別科目統計表二份，一份由單位存參，一份請系所轉交給各

任課教師。(2)附個別科目統計表之電子檔給老師保存。 

六、網路教務與推廣教育： 

1.新版 e-Campus 教學平台已於 8 月份更新完成，平台使用說明文件已放上網

頁供查詢，這學期目前共有 114 門課程正在線上使用，本學期選課資料每天

持續更新中。教學平台位址為 http://e2.nctu.edu.tw/。 

2.數位內容拍製與管理辦法草案已由馮代教務長召集網教組、出版組及推教中

心共同研議完成。 92 學年下學期之推廣教育教學反應問卷已統計完成，近

期内將送發各學院及主辦單位參考。 

七、出版業務：為利各系所更了解及善用出版社，擬利用系所集會時將出版相關資

料及權利義務等訊息向老師們當面報告及邀書，（僅利用開會前約十分鐘的時

間做一簡單說明）。 洽詢電話為校內分機：31666 張永炘先生，也請各主管能

將此訊息告知同仁，出版組定會為各位做最竭誠的服務。    

    



肆肆肆肆、、、、    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    

一一一一、、、、    多面向新生入學輔導多面向新生入學輔導多面向新生入學輔導多面向新生入學輔導    

（一）9/9~9/11一連三天新生入學指導，搭配社團展演、校歌敎唱、交大簡介及

校園安全等活動，使新生充分認識新環境。 

（二）9/8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及「身心障礙學生入學輔導」。 

（三）辦理全校迎新系列活動：迎新演唱會、生涯規畫、選課說明、社團聯合

招生博覽會及社團聯合成果表演等，提供大學新鮮人一個選擇適合自己

興趣的社團機會。 

（四）針對僑生、外籍生另辦理----9/9「新進僑生座談餐會」、「新進僑生入學輔

導」、9/20「新進外籍生座談會」。 

二二二二、、、、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多元的活動多元的活動多元的活動多元的活動、、、、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一）九十三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將於十二月一日（星期三）進行決賽；該週將

有一系列的相關活動，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參加。 

 

九十三學年度體育週內容表 

序號 時  間 項     目 

1 11/17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教職員壘球賽 

2 11/24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教職員壘球賽 

興農職棒簽名會 

學生田徑比賽預賽 

學生排球發球比賽 

3 11/25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學生拔河比賽預賽 

鐵人三項比賽 

PK 足球大賽預賽 

學生排球發球比賽 

4 11/26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學生拔河比賽預賽 

鐵人三項比賽 

PK 足球大賽預賽 

學生排球發球比賽 

5 11/27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高空彈跳或漆彈 

6 11/28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7 11/29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PK 足球大賽預賽 

學生排球發球比賽 

8 11/30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9 12/01  

健康運動與競技運動圖書展 

運動會暨園遊會 

教職員工環校競走 

教職員工桌球比賽 

教職員工網球比賽 

教職員工羽球比賽 

教職員工籃球比賽 

興農牛職棒簽名會 

選手之夜 

（二）本年度學生手語社、散打摶擊社參與教育部辦理的『大專院校學生社團

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案』二個計畫案，輔導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到新

竹縣市的中小學協助帶動該校社團的發展與活動，並獲教育部表揚。 

（三）九十三年學生活動暑假營隊共三十四隊，高中生營隊十八隊，其餘社團

活動營隊十六隊，一切活動均順利圓滿完成。 

三三三三、、、、    運動場館維修運動場館維修運動場館維修運動場館維修    

（一）體育室本年度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的場地整修案 

1. 足球場、壘球場整地植草工程 

2. 博愛校區游泳池更衣室修繕、電熱水器安裝 

3. 體育館、綜合球館門禁整合系統 

4. 桌球室空調裝設 

（二）體育室本年度正在進行正在進行正在進行正在進行的場地整修案 

1. 室外棒球打擊練習場 

2. 博愛校區籃排球場壓克力面板鋪設 

3. 健身中心第三期工程 

4. 西區網球練習牆 

四四四四、、、、    校園安全維護校園安全維護校園安全維護校園安全維護    

（一）93學年度七至九月份，軍訓室計協助車禍處理4件，傷病就醫（含疾病照

料）18件，特殊事件83件（含竊案處理、糾紛調處、違規輔導、急難救

助、情緒疏導等），其中以特殊事件較多，傷病就醫次之。 

（二）近期有少數同學遭受詐騙集團詐騙數萬元不等及多位家長接獲「假綁架

真詐財」、「假車禍真詐財」情事發生，軍訓室已利用網路及軍訓課時加

強宣導，防止詐騙事件再發生。 



五五五五、、、、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身心健康    

（一）10/1-11/30舉辦”御風行動—體重控制計畫”，預計招收學生共50人，進

行焦點團體及個人輔導，使學生建立健康生活型態並達體重控制。 

（二）11月舉辦「健康飲食月」，內容包括講座、海報展及低熱量健康餐盒等促

進全校師生之健康飲食之活動。 

（三）延續上學期體能提升計畫「竹湖健走活動」，使全校師生養成運動習慣。 

（四）上學年有1364人次同學(含教職員)求助諮商中心，在所求助的問題中以自

我探索與瞭解為最多，其次為兩性情感。值得注意的是「碩博士生」尋

求諮商的比例年年增加，今年已有576人次，為學生諮商人數之50%(去除

教職員)，值得注意。 

（五）緊急個案處理與追蹤本學期共計145人次，較上學年度之125人次增加20

人次，因為緊急個案關乎生命危險性，造成系所諮商師無限壓力。 

六六六六、、、、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一）宿舍整建維修 

1. 學生宿舍七舍、八舍、十二舍、十三舍、研二舍、九舍、十舍、竹軒、

女二舍及逸軒等十棟宿舍，冷氣設備（一對一分離式冷氣、負載用電

器量計、220V電力配電工程）已於八月底全部完竣，營繕組亦於9月22

日送電北區（九舍、十舍、竹軒）宿舍，開始運轉，試用狀況良好，

同學終於可使用冷氣，提升住宿的品質。 

2. 學生宿舍全面裝設學生證ＩＣ進出自動門管制系統，預計於九十四年

春節前施工完成研究所學生四、五、六、七、研二舍等五棟宿舍。 

3. 已規劃完成IC自動門管制系統與錄影監控系統於宿舍區之網路架設。

（行政IP） 

4. 全面檢修新生宿舍之百葉窗、紗窗及桌床櫃等。 

5. 全面粉刷新生宿舍及研二舍等。 

6. 新生寢室及週邊公共區之清潔、消毒，提供更舒適之住宿環境。 

（二）光復國宅業務 

配合新竹市政府收回光復國宅125戶點收相關事宜，自8月24日至9月1日

止，生輔組全員將協助本校F、G、H三棟125戶承租戶，進行國宅遷出檢

查等事宜，併進行國宅修繕復原工作。 

七七七七、、、、    就學獎補助就學獎補助就學獎補助就學獎補助    

（一）針對七二水災、艾莉風災，不同程度之受災戶學生提供學費減免優待。 

（二）宏碁施振榮校友回饋母校，推動學生及社團參與社會活動、服務人群，

特捐款五年五千萬，設立「施振榮社會服務義工獎學金」；九月份開始申

請，9月30召開資格審查會。 

八八八八、、、、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僑生及外籍生輔導僑生及外籍生輔導僑生及外籍生輔導    



（一）九十三學年度大學部新進僑生報到計有45人，外籍生27人。已分別於九

月九日、九月二十日實施新進僑生座談餐會及新進僑外生入學指導，協

助新進僑外生辦理居留、僑保、健保、課業輔導及清寒助學金等事宜；

並在學長姊的細心照顧下展開一系列之迎新活動。 

（二）文化之旅：九十三年八月份辦理文化之旅，認識宜蘭之美。 

（三）編印英文版國際學生手冊，提供外籍生來校求學及國外宣導招生之資訊。 

（四）中文學習：協助語言中心輔導安排外籍生暑假及上學期中文課程學習。 

（五）迎新參訪等活動： 

1. 九月七日與清華大學聯合辦理外籍生新生新竹市區導覽活動，使外籍

生能熟悉地理相關位置。 

2. 九月十日商請管院虞副院長帶領外籍生，參訪科學園區管理局及相關

廠商瞭解科技進步現況。 

3.3.3.3. 九月廿日辦理外籍新生輔導迎新及中秋聯誼，品嚐中國月餅美食。    

    

伍伍伍伍、、、、    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    

一、 新建工程進度報告 

(一) 工六館新建工程 

本工程已於九十三年六月廿七日全部完工，現正積極趕辦驗收作業及取

得使用執照。 

(二) 第三招待所新建工程 

建築師已提交修改後之發包圖說、預算書到校，營繕組簽辦中，預計十

月中旬上網公開招標。 

(三) 環保大樓新建工程 

本建築工程前於九月份辦理第一次公開招標，因無廠商投標故流標，目

前已再次上網辦理第二次公告，預計九十三年十月八日開標。 

(四) 客家文化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九十三年九月九日完成建築師遴選，目前建築師正進行細部規劃設計。 

(五) 光電大樓新建工程 

九十三年九月廿三日召開建築師遴選委員會，僅一家廠商參加，經評選

委員一致認為該廠商監造能力恐有疑慮，故未決標，目前已再次上網，

預計十月廿五日進行資格審查，十一月二日召開第二次評選委員會。 

二、 光復校區宿舍冷氣電源改善工程辦理情形 

（一）本案前於九十二年九月八日蔡副校長主持召開「本校宿舍全面裝設冷氣

協調會」曾決議各宿舍裝設冷氣進度如下：1）九十三年九月底前南區宿

舍（七、八、女二、十三、十二、研二）及北區新生宿舍（竹軒、十舍）



寢室裝冷氣。2）九十四年九月底北區宿舍（九、十一、研一）及博愛校

區宿舍（二、三、四、五、六）寢室裝冷氣。3）本案由生輔組與營繕組

共同計畫依時完成。 

（二）有關營繕組負責發包之電源改善工程已於九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竣工（含

學生九、十、竹軒、七、八、十二、十三、女二、研二舍）。其中北區三

棟宿舍（學生九、十、竹軒）已於九十三年九月廿三日送電，另南區六

棟宿舍（學生七、八、十二、十三、女二、研二舍）俟台電核可後即可

送電（預定九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送電）。 

三、 機車道奈米段積水改善情形 

本案已於九十三年九月廿日由 NDL 改善完成，改善項目包括：①機車道南側

增設 40 ㎝截水溝；①機車道南側斜坡之西側增加排水溝及擋土牆；①原有抽

水馬達由 3 馬力增大至 7 馬力，並另設兩台活動式抽水馬達備用。為了增強

排水效果，近期將由本處再作補強改善。 

四、 九十三年七月九日召開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討論有關客家文化

學院空間配置案，會議決議如下：客家文化學院大樓興建完成前，客家文化

學院辦公室所須 200~220 坪空間，將俟材料系、電物系搬入工六館後所騰空之

科一館和科二館空間規劃之，具體方案請空間委員會副主委劉增豐院長協調。 

五、 公文電子化辦理情形 

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共同委外開發「公文流程管理暨電子表單流程管理系統」

在電子表單部分已於二月份上線使用，包括請假及銷假、出差及取消出差、

加班、領物、派車、離職（教職員工部分）、離校（學生部分）之申請案，皆

需上網使用本系統。至於公文流程系統部分，已要求廠商於十一月份設計完

成，並供本校同仁們上線試用。 

六、 公文橫式書寫辦理情形 

行政院研提「公文書橫式書寫方案」規定要點如下：①所有公務用之各式表

單，其文字及用印皆改為「直式橫書(A4)、由左而右、由上而下」之方式實施。

①各項業務之相關資訊系統亦須配合修正。①本案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正

式實施。 

本校秘書室已規劃實施時程，請各單位配合修正所屬之各式表單及其資訊系

統。至於公文函稿等格式，文書組將會置於文書組網頁上供本校同仁下載使

用。本案訂於九十三年十一月起試行，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依規定正式施行。 

七、 中央機關集中採購電子化推動方案辦理情形 

為配合加速中央機關集中採購電子化推動方案，購運組已於九十三年九月一

日起由網路進行共同供應契約商品訂購。購運組統籌全校各使用單位之集中

採購並代為電子下訂，使用單位收到貨後，逕行驗收及電子結案之動作，即

可完成校內請款結報。 



八、 九十三年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應繳人數 12,894 人，應收金額 306,458,290 元。

截至十月一日已繳人數 10,989 人，共收取學雜費計 260,383,311 元（不含助學

貸款人數及金額），第二階段學分費預定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廿五日收取。 

 

陸陸陸陸、、、、    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    

一一一一、、、、    研發企劃研發企劃研發企劃研發企劃    

（一） 學生研發競賽： 

「「「「第第第第 14141414 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開鑼了開鑼了開鑼了開鑼了！！！！------------    

1.1.1.1. 本校「思源創意競賽」邁入第 14 年舉行，將承襲一貫的思源研發

與創意精神，加以發揚光大，期望藉著活動的舉辦，進而激發更多

的同學在應用、創意與思考上，發揮深厚的研究潛力。敬請各學系

主任與教師鼓勵同學組隊參賽或推薦學生組隊參賽，更歡迎全校大

學部同學主動積極參與競賽。 

2.2.2.2. 競賽獎勵包括：金竹獎-三至五 萬元（一名）、銀竹獎-二至三 萬元  

(一名)、銅竹獎-一萬元 (二名)、佳作獎-五仟元 （若干名）。 

3.3.3.3.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93 年 11 月 5 日截止。報名時，請一併附上創

意說明構想書。詳細之參賽辦法與報名表，請上網下載。網址：

http://www.nctu.edu.tw/news/rd-0924.htm。 

（二） 教師獎項申請：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九十四年度第一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九十四年度第一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九十四年度第一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九十四年度第一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

之申請之申請之申請之申請 

1. 業於日前通知各系所。 

2. 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 10 月 25 日截止。 

3. 研究工作性質分二種︰1）進行專題研究 2）研究特定技術。研究期

限為 2 至 6 個月，並得酌發領研究獎勵金，相關辦法及申請書表，

請至 http://www.sinica.edu.tw/as/law/as-affair.html 參閱及下載。 

二二二二、、、、    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    

（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9393939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 

國科會為培育獎勵青年菁英研究人員長期投入學術研究，於 90 年 7 月

訂定實施「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申請作業要點」，申請者須於申請國科會

年度專題計畫時一併勾選，本校 93 年度勾選申請者共 12 人。 

本校申請者中電控系林源倍副教授榮獲此獎項，國科會核定文函附件

已於 7 月底印送系所轉知獲獎人。獲獎者將由國科會頒發獎牌一面，

另於其主持之專題計畫核給每年 30 萬元研究經費。 

（二）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9292929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 

大專學生參與專題計畫，依限繳交報告及內容經評審優良具創意者，



國科會將頒發「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可獲發獎金 1 萬元及獎狀，另

其指導教授獲頒獎牌。此外，獲獎人 3 年內若進入研究所就讀並參與

國科會專題計畫，可獲核至多 2 年每月 1 萬元之研究助學金。 

本校 92 年度參與評選者共 39 件，獲核 5 件，計有資工系-陳厚坤、電

控系-陳建安、電信系-紀佩綾、運管系-劉又禎及管科系-林孜蓉等同學

獲獎，其指導教授分別為張明峰、林錫寬、林育德、卓訓榮及陳一平

等教師。 

（三）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國科會函知修訂「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自本年 8 月 1 日

起生效，除擴大大產學要點之宗旨，並增訂合作企業須先繳交先期技

轉金，及增訂智財權歸屬及管理運用等相關規定。已印送文函、本校

與廠商簽約填用之大產學計畫合約書範本及先期技轉授權合約書範本

等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辦。本年 8 月 1 日以前經國科會核定執

行之多年期大產學計畫，其第 2 或 3 年之申請案，則可依原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辦理。  

（（（（四四四四））））    國科會新訂國科會新訂國科會新訂國科會新訂「「「「補助補助補助補助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國科會為落實數位內容先導性與實用性技術研究，結合數位內容產業

需求，培育企業研發潛力與人才，增進產品附加價值，特訂定「補助

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其計畫類型及作業方式類同小

產學計畫，惟國科會補助金額、廠商配合款、先期技轉金及成果協議

書等規定有所不同。文函附件等資料已印送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

辦，校內申請作業至 10 月 12 日（週二）止，請申請單位依限將申請資

料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五）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國外研究作業要點國外研究作業要點國外研究作業要點」」」」 

國科會函送新修訂「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

點」，本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已印送文函附件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參辦。

本年度辦理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遴選案自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受理。本年度博士生赴國外研究遴選案則已於 8 月底線上彙整

傳送辦理申請，本校申請案共 20 件。94 年起，二項申請案合併作業，

原作業要點均廢止，申請日期訂為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每年

11 月 30 日前公告核定名單。 

（六）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國科會 94 年度「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申請作業

至 10 月 12 日（週二）止，文函附件及應辦事項已於 8 月 31 日印送相

關系所轉知參辦，請申請單位依限將申請資料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柒柒柒柒、、、、    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一、 館藏現況（截至 93.9.30） 

冊冊冊冊////本本本本////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資料型態資料型態資料型態資料型態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西文西文西文西文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圖書（含電子書） 275,005 251,861 526,866 

期刊 123,016 397,670 520,686 

視聽資料 32,370 5,887 38,257 

總館藏量總館藏量總館藏量總館藏量    1,085,8091,085,8091,085,8091,085,809    

二、 日前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一次行政主管會議決議，先行分配 2005 年全校期刊

經費 NT$53,750,000 元。目前圖書館已完成 2005 年全校各系所的期刊增刪訂，

並即將依法進行採購作業。預計十一月底決標，明年一月期刊順利到館。 

三、 圖書館二樓大廳展覽區，目前正進行「2004 年大學新鮮人專題書展」。所選推

薦書目均適合各學院閱讀，歡迎新生多加利用，透過閱讀豐富視野。 

四、 圖書館希望與各系所合作，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歡迎各系所安排論文研討

或其他課程時間，由圖書館派員上課，請與參考諮詢組巫惠屏小姐聯繫上課

時間(分機 52642, E-mail: ping@lib.nctu.edu.tw)。上課內容包括：介紹館藏檢索

技巧、全國館際合作系統使用說明、浩然數位圖書館使用說明、書目辨識、

文獻原文取得方法介紹等。 

五、 本校發展館於今年四月配合校慶正式開幕，位於圖書館七樓，佔地四百餘坪。

內容包括：校史區、校園生活區、計算機區、半導體區與人文藝術等特展區。

迄九月底參觀人數已達 6400 餘人次。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至

下午 5:00。若需專人導覽，或配合貴賓及團體之參觀行程，請洽發展館。 

六、 圖書館自本年度起徵集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電子檔，感謝各系所配合與協

助，截至 93 年 9 月 30 日止，已徵集本年度學位論文電子檔共 1646 篇。 

七、 圖書館本年度與資訊科學系(施仁忠教授)、應用藝術研究所(陳一平教授)共同

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劉興欽、葉宏甲、牛哥等三位漫畫大師之

原稿為典藏，發展漫畫數位博物館以及相關加值應用。 

八、 執行 93 年度第二期的「盲人有聲圖書館建置計劃」暨行政院「公共服務擴大

就業方案」並完成計劃成果報告書：獲補助的經費為 781,900 元，共五位的人

力補助，工作期間為六個月；目前已建立「全國視障有聲書製作平台」(網址

是 http://140.114.71.38 目前申請的用戶已達 60 位)，逐步整合國內目前八個視障

有聲書製作單位所製作的有聲書約 24,556 冊(235,956 捲錄音帶)，將各單位的

有聲書數位化(MP3)並展現在電腦平台上，以提供全國視障讀者查詢與借閱。 

九、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執行成效 

（一）四校數位圖書館建置 

1. 建立資料庫之鏡射站(Mirror Site)：配合電子資源聯合採購，由交大



圖書館統一建置超星電子書、台灣文獻叢刊數位圖書館、報紙資料

庫、中國期刊網、Digital Curriculum 等資料庫之鏡射站，供四校共

同使用，節省鏡射站之設備經費，以及管理之人力。 

2. 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系統之建置：鑒於學位論文為大學院校重要的

學術資產，為因應數位化資訊服務的時代趨勢，使此一資產能夠以

數位化的方式加以典藏及傳播，並有助於學術成果國際化，交通大

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於，共同建置完成博碩士論文

系統，並自 92 學年度起徵集碩博士學位論文全文電子檔。 

（二）介面整合與服務資源系統 

1. 建立電子資源整合檢索系統與個人化圖書資訊環境：由於各校所訂

購之電子資源系統眾多，讀者在找尋學研資訊時必須逐一進入各電

子資源檢索系統，並熟悉各電子資源系統的檢索介面。本工作項目

之主要目的為建置一電子資源整合檢索系統，讀者只要進入本系

統，便可一次檢索多個電子資源系統內的學研資訊，本系統並提供

個人化服務。透過本系統之建置，可大幅縮短讀者找尋學研資訊的

時間。 

2. 發展並運作線上合作參考諮詢網路系統：提供一線上表單，讓讀者

可隨時隨地詢問圖書館利用的相關問題﹔並運用知識庫的機制，累

積使用者常問問題，提供檢索功能。四館館員並可互相支援，合作

回答讀者問題。 

（三）四校聯合訂購電子資源：四校擬定共同所需之電子資源，共同向電子

資源廠商爭取優惠的價格，共聯合訂購 Cell Press、Refworks、Digital 

Curriculum、中國期刊網、聯合知識庫等電子資源。 

（四）四校聯合期刊目次服務系統：整合台灣聯大四校現有五千多種中文、

西文及大陸期刊之期刊目次資源，資料總量超過五百多萬筆，並每週

持續更新。查詢結果顯示時會一併提供讀者四校館藏串連、ILL 館合申

請服務、電子期刊全文等網路資源整合服務﹔提供讀者方便迅速地進

行期刊目次的檢索，並主動提供讀者最新期刊目次傳送服務 

（五）合作館藏發展：依照 (A) 清大：理工、人文、台灣研究、奈米及腦科

學研究﹔(B) 交大：當代社會思想與文化理論、生物科技﹔(C) 中央：

永續發展﹔(D) 陽明：基礎醫學及生物醫學 之特色館藏主題，共同合

作發展館藏。 

（六）圖書資源服務 

1. 實施圖書代借代還機制：四校自 92.09.15 起實施圖書代借代還機

制，四校讀者可上網申請借閱其他三所學校的圖書，並利用四校校

際專車運送圖書，免除讀者奔波四校間借書的辛苦。本項服務於 92



年 9 月開辦，92 年 9 月至 12 月之服務量為：代 3,472 人次借還書，

代借還 5,073 冊次圖書；93 年 1 月至 6 月之服務量為：代 6,850 人次

借還書，代借還 9,605 冊次圖書。 

2. 實施快速期刊複印機制：四校讀者申請複印資料時，被申請館均限

時在二個工作天內將資料電子檔傳至申請讀者所屬之圖書館，並以

email 通知讀者付費取件；92 年度四館提供相互申請之服務量為

1,224 件，93 年 1 月至 6 月之服務量為 750 件。 

    

捌捌捌捌、、、、    計網中心報告計網中心報告計網中心報告計網中心報告：：：：    

一、 新生盃校內程式競賽(去年入學的新生)已於九月十日順利完成，此次共有五十

位同學組成十六隊報名參賽。 

二、 為響應教育部提昇全民英語能力以因應國際化政策，計網中心將利用週末電

腦教室閒置時段參與提供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環境，已與中華民國多媒體

英語文教學學會會完成協商。 

三、 為因應美國商務部決定 2006 年開始導入 IPV6，我國政府也有意跟進，為提高

交大更多研究計畫使用 IPV6 網路環境，計網中心將於年底前先行在教學研究

區導入 IPV4、IPV6 網路並存之升級計畫，教學館舍部分預計將花費 1200 萬。

行政網路與宿舍網路將視教學研究網路使用成效以及國內外 IPV6 推動情形再

行建置。 

四、 計網中心正積極測試網路電話系統，可使用個人電腦軟體，亦可使用桌上網

路話機，可以留言、撥入、播出、電話會議、多支話機同號，品質比市話稍

差，但比行動電話好，具全球漫遊功能。未來將規劃全校師生一萬兩千門之

系統，每門分機將可配發三種門號：美國門號、國內行動電話門號、交大交

換機分機門號。 

    

玖玖玖玖、、、、    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    

一一一一、、、、    九十三九十三九十三九十三年度九月份校務基金財務狀況報告年度九月份校務基金財務狀況報告年度九月份校務基金財務狀況報告年度九月份校務基金財務狀況報告（（（（詳詳詳詳 PPPP.23~P.24.23~P.24.23~P.24.23~P.24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一）業務收支：本年度業務總收入預算編列 35 億 372 萬元，截至九月底止

實際業務總收入 25 億 712 萬元，占年度預算總收入之 71.56%，業務總

成本預算編列 34 億 7,823 萬 2 千元，截至九月底止實際業務總成本 27

億 8,421 萬 4 千元，占年度預算總成本之 80.05 %，收支相抵截至九月

底短絀 2 億 7,709 萬 4 千元，較 92 年同期增加短絀 2 億 37 萬元，主要

係因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中財產報廢及攤銷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1 億

3,333 萬 1 千元、學校教學補助收入減少 2,447 萬 8 千元、增加支應推

動新校區經費 1,147 萬 3 千元、先行墊支學生宿舍冷氣計費系統及工程

3,852 萬 8 千元所致。 



（二）資本支出：本年度資本支出應執行數 5 億 5,979 萬 3 千元（含以前年度

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機械雜項設備等保留數 1 億 2,718 萬 7 千元），

截至九月底止實際執行 3 億 3,327 萬 4 千元（含應付數 3,511 萬 4 千元），

執行率 59.54%，其中差異或進度落後部分，請總務單位儘速執行，並

預擬執行落後原因分析或改善措施。 

二二二二、、、、    九十三年度資本支出至九月底分項工程預算執行情形九十三年度資本支出至九月底分項工程預算執行情形九十三年度資本支出至九月底分項工程預算執行情形九十三年度資本支出至九月底分項工程預算執行情形：：：：        

（一）「土地改良物」：包括未開發校地整建（88 下 89 年度預算保留）及西

區聯絡橋等（92 年度預算保留）工程可用預算數共計 5 千 840 萬 8 千

元，截至九月底止實際執行數為 3 千 469 萬元，執行率 59.39%，明細

如下： 

1、 88 下 89 年度預算保留經費：依規定本年度為最後一年保留，年度

結束後未執行數不得再保留。 

（1）西區委託細部規劃設計監造：可用預算數 429 萬 1 千元，本年

度迄今尚未請款。 

（2）南大門新建工程：可用預算數 1,042 萬 4 千元，實支數 563 萬

1 千元，應付未付數 427 萬 5 千元，執行率 95.03%。 

2、 92 年度預算保留經費： 

（3）西區聯絡橋及引道工程：可用預算數 2,603 萬元，實支數 1,732

萬 8 千元，應付未付數 695 萬 6 千元，執行率 93.29%。 

（4）西區校地開發施工階段環評監測：可用預算數 191 萬 7 千元，

實支數 50 萬元，執行率 26.07%。 

（5）室外網球練習牆新建工程：可用預算數 80 萬元，93.8.11 決標，

尚未提出執行資料。 

（6）溜冰場及垃圾資源回收場：可用預算數 321 萬元，93.8.11 決

標，尚未提出執行資料。 

（7）西區圍牆：可用預算數 212 萬元，尚未發包。 

（8）本年度保留部分扣除 3~7 項，尚餘 962 萬元未發包。 

（二）「房屋及建築」：包括工六館、機車 D 棚、第三招待所、環保大樓，可

用預算數共 1 億 9 千 225 萬 4 千元，截至九月底止實際執行數為 1 億

400 萬 6 千元，執行率 54.10%。明細如下： 

1、 工六館：可用預算數 1 億 3,340 萬 7 千元，實支數 7,099 萬 9 千元，

應付未付數 2,301 萬 1 千元，執行率 70.47%。 

2、 機車 D 棚及環保大樓：可用預算數分別為 864 萬 7 千元及 100 萬元，

執行率均達 100%。 

3、 第三招待所：可用預算數 4,920 萬元，實際執行數 25 萬 4 千元，執

行率 0.52%。 



綜上，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計畫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評核要點」資本支出

預算執行進度未達百分之九十者，相關人員予以議處，本校年度執行進度落

後之各工程，請總務處研擬有效對策，加強檢討並積極執行，以免年底受預

算執行之考核而遭處分。 

三三三三、、、、    九十四年度概算報告九十四年度概算報告九十四年度概算報告九十四年度概算報告    

94 年度預算案（已送立法院）：於 7 月 28 日第三次籌編會議審核後，因教育

部通知調薪 3%，增加本校補助經費 2,687 萬 2 千元，配合修正結果如下： 

（一） 業務總收入核列 36 億 5,669 萬 8 千元（包括教育部國庫補助收入 12 億

6,918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1 億 5,297 萬 8 千元；業務總支出核列

36 億 1,043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1 億 3,220 萬 2 千元；收支互抵，

94 年度賸餘 4,626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增加 2,077 萬 6 千元。 

（二） 資本支出核列 4 億 2,374 萬 9 千元（含環保大樓新建工程 8,900 萬元）

（包括教育部國庫撥款 2 億 4,948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885 萬 7

千元。 

（（（（三三三三））））    收支分析：九十四年度總收入（包括經常收入及資本收入）計 38 億

7,931 萬 2 千元，總支出（包括經常支出及資本支出）計 40 億 3,418 萬

3 千元，支出扣除報廢 1 億元（不產生現金流出），則 94 年度現金超支

5,487 萬 1 千元。超支係因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支應環保大樓 4,400

萬元、游泳池整修 1,400 萬元；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墊支學生

宿舍冷氣設備 2,806 萬 3 千元（分五年攤還）所致。    

    

壹拾壹拾壹拾壹拾、、、、    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    

一、 教育部九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台人(三)字第０九三０一一七三八七Ｂ號函

（如 P.25~P.26 附件三）示：「為落實公教分離政策，行政院核定選擇實施

學術研究費分級制之『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表』，試行學術

研究費分級制學校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

發生短絀之前提下發生短絀之前提下發生短絀之前提下發生短絀之前提下辦理。」修正學術研究費表重點如下： 

(一) 選擇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其各職級教育人員月支數額為： 

教授 36,589~67,951，副教授 30,352~56,368，助理教授 26,478~49,173，

講師 20,759~38,552。 

(二) 選擇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學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由各校於各該職稱所訂數額範圍內自訂學術研究費之等級及數

額，但不得均高(或均低)於現行未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各職稱學

術研究費數額標準。 

2. 學校應建立嚴謹之教師評鑑機制，依評鑑結果適度調整教師學術

研究費，並應至少三年辦理一次。 



3. 學校應將年度執行情形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4. 試行學校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

發生短絀之前提下辦理。 

5. 實施日期由各校自行訂定。 

二二二二、、、、    為增進新進人員業務處理能力及熟知本校各項行政作業程序與法令規

章，訂於九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三)及二十一日(星期四)辦理新進人員業

務研習（如 P.27 附件四研習計畫），希望藉以幫助同仁了解並熟稔承辦各

項業務之相關作業流程，請各單位指派新進人員參加。    

    

壹拾壹壹拾壹壹拾壹壹拾壹、、、、    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報告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報告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報告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報告：：：：    

送本次會議審議之提案共八件，經本會於 93.09.30 會議議決，同意全部提會討

論。（口頭補充說明）    

 

乙乙乙乙、、、、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 案由：請投票圈選九十三學年(一)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委員五位、(二)法

規委員會委員八位、(三)舉薦委員會委員五位、(四)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四位。

（秘書室提） 

說明： 

(一) 依 92.10.15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校務會議議事規

則」第八條規定：「本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

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中心主任、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本會議

教授（副教授）代表中票選五人組成之；主任秘書為召集人。」（如 P.28~P.29

附件五） 

(二) 依 92.12.24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法規委員會組織

規程」第四條規定：「本會置委員十三人，教務長與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

學生代表一人、八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互選產生、二人由校長聘請校內人

士擔任，任期均為一年，均得連任。」（如 P.30 附件六） 

(三) 依 89.6.14 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之「舉薦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三條規定：「本會置委員若干人，除一位副校長為主任委員外，校內委

員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授代表七人（五名由校務會議代

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之；二名由校長就本校教授中遴聘之），及校外

委員三人（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之），任期一年，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如 P.31~P.32 附件七） 

(四) 1.依 93.06.10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經費稽核委員

會 組織規程」第二條規定：「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



選八人，另一人由校長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經或

會計專長之教師擔任。前項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重

疊，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另第

四條規定：「本會委員任期二年（至下屆委員產生前），每年改選半數，

連選得連任」（如 P.33 附件八）。 

2.依 86.11.5 八十六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每學年得

票數最高者，為第一次會議之召集人。 

3.本學年度續任委員有：劉尚志、林建國、林鵬、張新立；校務基金委

員續任委員有雷添福、吳光雄、洪志洋，校長提名委員有陳家富、宋

開泰、傅恒霖。 

(五) 依 87.6.17 八十六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決議，除選票上所列事先提名之

名單外，亦得當場提名候選人列入名單。同時，並決議各委員會投票方

式均採無記名單記法。 

(六) 依 84.10.4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校務會議代表及校

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第六條第二、三項規定：如當選之委員放棄，

其遺缺由得票次高者遞補；如以最高票當選委員者，以不宜放棄為原則。

（如 P.34 附件九） 

(七) 請推舉唱票、計票及監票人員各兩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議：各委員會經無記名投票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1. 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委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委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委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委員：李素瑛、林進燈、戴曉霞、 

巫木誠、洪瑞雲等五位。 

2. 法規委員會委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法規委員會委員：：：：唐麗英、徐保羅、戴曉霞、莊祚敏、陳正、吳宗修、 

倪貴榮、劉俊秀等八位。 

3. 舉薦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陳信宏、李安謙、雷添福、陳稔、朱博湧等五位。 

4.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洪瑞雲、周景揚、許巧鶯、劉復華等四位。 

 

二、 案由：九十三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長遴選委員，請行使同意權。(秘書室提) 

說明： 

(一) 依 93.06.10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委員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會

計主任及校務會議同意之代表組成之；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人士參與，委員除校外人士外均為

無給職。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委員其任期二年，每年改

選半數」之規定辦理。（如 P.35 附件十） 

(二) 本會委員共十四位，其中經校長遴選經校務會議同意之委員有六位。 



(三) 本學年簽請校長遴選之委員：電控系宋開泰教授、材料系陳家富教授、

應數系傅恒霖教授，請行使同意票。  

決議：經無記名投票通過同意傅恒霖、宋開泰、陳家富等三名為九十三學年度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傅恒霖同意 96 票/不同意 1 票/無意見 12 票；宋開泰

同意 90 票/不同意 1 票/無意見 18 票；陳家富同意 79 票不同意 12 票/無意見

19 票）。 

 

三、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請討論。(教師

評審委員會提) 

說明： 

（一）檢附新修正草案及條文對照表供參。（如 P.36~P.37 附件十一、P.38~P.39

附件十二） 

（二）本案前經 93.03.17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第三條條文

『得保留服務年資』之修訂原則；建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徵詢全校教師

之意見作為修正相關條文之參考，修正條文草案再提會討論。 

（三）案經 93.04.21 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就保留服務

年資之適用對象及適用時間部分擬具修正條文徵詢校內教師意見後再

議。（如 P.40 附件十三） 

（四）人事室就新修正草案以書面函送教務處、研發處及各教學單位徵詢教

師意見，並提經 93.06.18 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

過。（如 P.41 附件十四） 

決議：本修正案通過。 

 

四、 案由：擬修正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請討論。（教師評審委員會提） 

說明： 

（一）檢附修正草案及條文對照表供參。（如 P.42 附件十五、P.43 附件十六） 

（二）本校榮譽教授聘任程序，擬比照本校講座聘任方式，依擬聘學者所具

資格區分，如為諾貝爾得獎人或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或國家講座、曾獲國科會傑出獎三次（含）以上者或特約研究員、國

際知名之國家院士、曾獲國際知名大學之講座教授者，得由校長聘任，

並知會校級教評會；未具上開資格者，則須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敦聘

之。 

（三）本修正案前經 93.06.18 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如 P.41

附件十四） 

決議：本修正案通過。 

 

五、 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部分條文，請核備。（教務處

提） 

說明： 

（一）檢附「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條文修訂對照表供參（如 P.44~P.46

附件十七、如 P.47~P.49 附件十八）。 



（二）依教育部 92.12.03 台高（二）字第 0920180980 號函（如 P.50~P.59 附件

十九）修訂第二、五、九、十一、十二、十三及十五條文。另附「公

立大學校院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注意事項」供參（如 P.60 附件

二十）。 

（三）本案業經 93.03.10、93.06.09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四次教務會議修訂通

過。（如 P.61~P.62 附件二一） 

決議：同意核備本案修訂條文如附件（P.44~P.46 附件十七）。 

附註：有關在職專班之教學時數及鐘點費計算事宜，經 92.11.21 九十二學年

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之「國立交通大學碩士在職專班作業辦

法」可以包括適用。另專班授課鐘點以及授課教師資格等問題提教務

會議討論並修定現有之作業辦法。 

 

六、 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第二條及

第三條條文，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明： 

（一）檢附本回饋辦法供參。（如 P.63～P.64 附件二二） 

（二）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及「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借調處理準則」辦理條文修訂。（如 P.65～P.69

附件二三～二五） 

（三）本辦法前經 93.07.23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本修訂案通過。 

 

七、 案由：擬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 

(一) 檢附「通識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供參（如 P.70 附件二六）。 

(二) 本會組織規程業經 93.06.18、93.07.23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七次、第二十

九次行政會議討論及修訂通過（如 P.71~P.72 附件二七）。 

(三)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備。 

決議：本案通過成立。 

 

八、 案由：「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 

（一）檢附「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如 P.73

附件二八） 

（二）依教育部 93.07.22 台訓（三）字第 0930087101B 號函送 93.06.23 華總一

義字第 09300117611 號令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第九條條

文及 93.08.20 台訓（三）字第 0930104969 號函之規定，設置「國立交

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如 P.74~P.85 附件二九） 

（三）原設置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依規裁撤，

其相關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四）本案前經 93.09.24 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第八條修正為「本會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後通過。 

 

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 案由：有關環校機車道違規停車問題、D 棚設施改善工程、宿舍冷氣改善工程、熱

水器供水等問題，請校方積極處理。（學生聯合會提） 

決議：請總務處成立馬上辦中心，將學生反應之問題作立即處理。 

附帶決議：學生若在生活、學習等方面有任何問題，可隨時或於行政會議中反應提

出，以爭取時效處理。 

 

丁、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1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