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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國國立立立立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99998888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4444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 
（一）大學甄選入學招生 

業於 5月 10 日統一分發放榜，本校共有缺額 68 人(去年 51 人)，

因今年甄選名額由 40%調增為約 50%，錄取 572 人較去年 417 人增

加。本校今年大學甄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分別於 4月 2日至 3日、

4月 9日至 11 日、 4 月 16 日至 17 日期間舉行。其中第一梯次(4

月 2日至 3日)適逢清明節假期，相較於其他大學皆於春假之後辦

理，相關人員倍極辛勞，校長亦於 4月 3日對超過 1000 名的考生

與家長演講，提昇考生與家長對本校之認同，其中電機與資訊等

有四班的學系甄試錄取結果均令人滿意。建請各學系對於有功人

員給予適當的獎勵。 

（二）本校目前正著手進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二期（100-104 年）計

畫書之撰寫，未來在強化教學效能方面，將推動的重點項目為「全

人教育」，其內涵包括： 

1.領袖人才培育學程：本計畫以通識教育為主、外語能力訓練為

輔，規劃完整的國際英語能力訓練、專業企業管理課程、辯論

課程以及海內外服務學習等，企圖營造有助於學生核心能力養

成的學習環境，形塑屬於交大特有的校園文化。 

2.思源書院-博雅教育：擬將校友與企業結合之住宿活動、與各

學院合作提出導航計畫之議題引導式學習，作為本計畫之主要

特色。規劃完善的新生輔導方案，替大一新生規劃多元且豐富

的學習藍圖，大三、四則以專業教育為主。 

另在精進教學方面仍延續推動第一期計畫內容之推動，並以博

士生教學助理及 OCW 開放式課程計畫為重點項目，並希望規劃

成立 Admissions Office。 

 （三）教學觀摩會暨教學獎選拔 

業於4月 26日假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觀摩會」。

會中邀請各院推薦之「傑出教學獎」24 位候選人，分享其教學經

驗，講授自身教學方法秘笈及成效。 

（四）98 學年度第 2學期之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 

預定於 99 年 6月 7日至 18 日實施，已於日前通知各教學單位，

並啟動相關前置作業，同時會呼籲與提醒同學以耐心、中肯、公

平且公正的填答。 

（五）99 學年度第 1學期的課程時間表與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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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將上網公告，教師可上網編輯課程綱要；學生可上網查詢課

程。同時，99 學年度第 1學期初選將分別於 6月 15 日及 17 日及

6月 22 日至 24 日進行。另 98 學年度「暑期課程」選課辦法及課

程時間表：將在 6月上旬左右公告，並於 7月 5-8 日進行選課、

繳費、繳單等作業。 

（六）網路教學及數位內容出版計畫 

1.網路教學業務：積極開發 easy e3 的介面與功能，期望下學

期提供更親切的使用介面，以協助教學。 

2.拍攝製作業務：本學期固定拍攝的課程有 10 門，也將持續支

援重要演講與活動的拍攝，並就大量課程錄影的可行性作進

一步的研究。 

3.出版計畫與行銷業務： 

 （1）4 月至 5 月已出版：《科技社會人－STS 跨領域新視界》

一書(楊谷洋、陳永平、林文源、方俊育編著)；《薪傳，

在交大－交大優良導師的故事》及盛慶琜教授著《The 

Intricacies of Unified Utilitarian Theory》。 

 （2）目前正在進行的計畫如：張靄珠教授的《性別越界與酷

兒表演》與莊英章、簡美玲教授編著的《客家的形成與

變遷》及《看動畫．玩科學－魔法機器人先修班》數位

教材。預計六月底發行，搭配宋開泰教授團隊於 7月 8

日及 8月 12 日舉辦二場「魔法機器人科學營」單日活動，

相關活動網址：

http://isci.cn.nctu.edu.tw/MagicRobot/ 。 

（3）與中華電信 emome 書城合作的電子書出版進行中，並在

研擬交大出版社電子書的出版。 

 (七)開放式課程(OCW) 推動校際與國際合作 

1.開放式課程(OCW)發布：開放式課程 98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已陸

續完成上線，並擬規劃拍攝多個普通物理實驗，並規劃暑期開

放式課程作業及聯繫 99 學年度各院所推薦之授課教師。另外，

第四屆開放式課程認證作業已進行規劃預計將於 9 月 4 日至 5

日進行檢測。另於高雄中學、台北科技大學、南科實中、輔仁

大學進行開放式課程宣傳與演講。 

2.開放式課程(OCW) 推動校際與國際合作：已於 5 月份參與全球

開放式課程聯盟年會。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OCWC)新加入東吳

大學及嘉義大學，共計 18 所聯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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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生事務處報告學生事務處報告學生事務處報告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99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 99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共獲得 9金 7

銅之佳績，在全國 144 所(體育科系學校)參賽學校中排名第 10

名。其中團體賽項目榮獲一般男子組田徑總錦標冠軍、一般男子

組羽球團體賽冠軍、一般女子組羽球團體賽季軍、一般男子組跆

拳道總錦標季軍。另本校田徑隊黃信揚以一般組選手身分獲頒全

大運首度頒發之最佳運動精神獎，難能可貴。 

（二）98 學年度畢業典禮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籌備工作持續進行，分別於 5 月、6 月各召開

1 次籌備會議，確定典禮程序及各單位分辦業務。第一場時間為

99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 點半，參加對象為理、工、管理、客家學

院之碩、博士畢業生，第二場時間為 99 年 6月 26 日下午 4點，

參加對象為電機、資訊、人社、生科學院之碩、博士畢業生，第

三場時間為 99 年 6月 26 日下午 7點，參加對象為大學部全體畢

業生，地點在中正堂。相關注意事項將陸續公布於校園公告及

BBS。 

（三）社團優異表現 

本校音樂性社團 3月份參加 9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專業獲

肯定： 

 1.國樂社參加團體項目國樂合奏大專團體 B組榮獲優等。 

2.友聲合唱團參加團體項目混聲合唱大專團體 B組榮獲甲等。 

3.口琴社參加團體項目口琴合奏大專團體組榮獲優等。 

4.管弦樂社管樂團參加團體項目管樂室內男隊大專團體B組榮獲

優等。 

（四）生命關懷、公益活動 

1.諮商中心在 98 年下學期辦理生命關懷週，將重點圍繞在母親

節。由於繁重的課業壓力，導致交大人對於朋友及家人的相處

變少，也因此表現得相對冷漠。諮商中心志工團在諮商中心指

導下，策劃與執行“回到溫暖的起點（Way Back Home）”以

家庭議題為主軸之系列生命關懷活動，把最真摯的祝福送給關

心你的家人。 

2.學生社團「魔術社」第 3年舉辦聯合慈善魔術晚會，邀請仁愛

之家、家扶中心等弱勢團體免費欣賞，帶給小朋友一個神奇快

樂的夜晚。 

3.2010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印尼國際志工團隊，將於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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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4 日-7 月 28 日出訪服務，已甄選 13 名交通大學國際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與專業培訓課程，從事熱帶雨林氣候變遷

研究科技提供與協助紅毛猩猩保育工作。  

（五）暑期宿舍大型整修 

1.博愛校區五、六舍預計於今年暑假進行二人床改四人床位整修

工程，完竣後將增加 384 張研究生床位供給。目前已完成招標

作業，整修費初估為 18,469,691 元；針對 99 年暑期工程進度，

將妥善規劃安排學生住宿事宜。 

2.暑期將進行九舍、女二舍耐震工程，屆時，九舍不提供暑期住

宿申請，而女二舍在安全、安寧考量下將開放五樓以上住宿申

請。 

（六）就業媒合與職涯輔導 

2010 年本校 OpenHouse(OH)企業校園徵才活動，反應大環境景

氣回升，並與學生團隊積極爭取各廠商參與，今年徵才廠商多達

128 家，爭取 155 個攤位，共有 1 萬 3000 多個職缺，平均本校

每位畢業生有六個工作機會可以選擇。是全國大專院校最專業與

最大型的科技企業徵才活動之一。行政院長及勞委會主委等貴賓

親臨徵才現場為活動揭幕，媒體均大幅報導，提升本校競爭優勢。 

（七）品德教育 

1.於 3月中旬舉辦 99 年度導師會議暨品德教育講座，邀請終身

志工孫越先生蒞校演講「尊重生命」，鼓舞師生點燃生命的熱

情，擴充生命的無限可能。 

2.經傳播所師生協助，將 11 位績優導師春風化雨事蹟，編纂『薪

傳在交大』一書，並於 4 月 7 日中午浩然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

廳舉行新書發表會。11 位績優導師分別為：電信系陳富強副

教授、經管所曾芳代助理教授、運科管系李明山老師、軍訓室

鄧惠成教官、電物系徐琅副教授、工管系許錫美教授、外文系

劉辰生副教授、應數系陳秋媛教授、諮商中心莊景同老師、科

法所林志潔助理教授、語言中心上條純惠老師。未來生輔組會

持續發掘校園中默默耕耘的師長，傳承愛的故事。 

 
三三三三、、、、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    

(一)自 99 年 7 月 1 日起往來廠商貨款將以匯款為原則 

為加速廠商撥款速度，提高行政效率，自 99 年 7 月 1 日起往來廠

商貨款將以匯款為原則。未來校內各單位經由請購系統辦理單據核

銷時，系統將會自動檢核該廠商是否有電匯帳號，已請各單位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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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申請電匯之廠商盡速配合辦理。 

(二)重要工程進度 

1.管理一館增建工程：增建工程使用執照刻正申辦中，室內裝修工

程已於 99 年 4 月 29 日完成驗收及點交作業。EMBA 空間裝修工

程已完成驗收。管一館周邊景觀工程與光寶廳屋頂防水均已開

始進行施作，預計 5月底可完成。 

2.工五館搬遷工程：接續辦理工五館 5樓之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搬遷

工程，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搬遷整修工程已經協調於 5月 10 日開

始施工，預計 6 月中旬完成；另教育推廣中心及教務處之教學

發展中心，均已完成隔間裝修，使用單位已開始進行遷入使用。 

3.客家學院大樓工程：已完工驗收並取得使用執照，99 年 2 月開

始陸續搬遷及進駐使用。4樓國際會議廳統包工程第一次招標，

由於預算金額過低而流標，業已重新檢討功能需求及調整合理

預算後，重新簽辦招標作業，以配合下學期能開放使用。其餘

全區之周邊停車場、圍籬、照明等雜項工程，亦配合使用單位

確認需求後辦理。 

4.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於 99 年 1月 17 日正式開工，已完成地

下室開挖及結構體施做前之素地微震量測（背景值），目前已經

完成筏基樓版澆置，工程進度尚正常，現正配合使用單位檢討

使用需求辦理變更設計，預估完工時間仍暫訂為 100 年 8月。 

5.游泳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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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因地下室開挖

時地下水位過高，辦理變更設計追加擋土支撐及排水作業外，

以及因雨天影響基礎施作，致進度難以全面展開，目前配合使

用單位針對營運需求、SPA 池尺寸及設備系統等辦理變更，因涉

及建照變更程序，預估本案建築主體工程完工時間為今年10月。 

6.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水保工程於 98 年 12 月 28 日決標，開

發工程之水土保持開工許可以及雜項執照開工許可均已取得，

目前進行整地及排水設施結構體施作，初期因梅雨致影響坡地

機具施工進度，致工程略有延遲，業已督促承商加緊趕工，預

計於 99 年 9月可完成西區水土保持開發計畫之水保排水設施，

並辦理水保完工證明及雜項使用執照申請。 

    

四四四四、、、、研究發展處報告研究發展處報告研究發展處報告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恭賀本校資工系曾煜棋教授、教育所佘曉清教授、工工系彭文理

教授、外文系林若望教授、電機系張仲儒教授及電子系李鎮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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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榮獲國科會 98 年度「傑出研究獎」。 

（二） 國科會徵求「2011 年度台德（NSC-DAAD）雙邊計畫下人員交流（PPP）

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6月 11 日止。 

（三）國科會徵求「2010 年台印(度)雙邊科技合作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7月 27 日止。 

（四）國科會 99 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自 6月 1日起受理申請：

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7月 26 日止。 

（五）國立臺東大學函告教育部委託辦理之「2010 年世界南島（台灣地

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暨人才培育專案」開放第 2梯次申請：

截止日至 99 年 6月 15 日止。 

 

五五五五、、、、國際事務處報告國際事務處報告國際事務處報告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學術交流合作 

1.本校於 99 年 4月至 99 年 5月間與 9所知名大學及企業簽訂學

術交流合約，合作對象、合約內容表列如下： 

(1)與諾基亞西門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簽訂TD-LTE實驗網合作

協議。 

(2)與香港中文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3)本校資訊學院及電機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簽訂合

作協議。 

(4)與與東京工業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續約五年。 

(5)與日本奈良先端技術大學院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6)與捷克馬薩里克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交換學生合

作協議。 

(7)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8)與內蒙古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9)與西南交通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2.99 年 4 月至 99 年 5月間來訪外賓共計有 12 團 179 人次。 

來訪單位表列如下： 

(1)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2)香港中文大學。 

(3)上海交通大學。 

(4)中國移動。 

(5)西安交通大學。 

(6)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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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拿大亞伯他大學。 

(8)越南胡志明市自然科學大學。 

(9)印度安納大學。 

(10)韓國花村賢都社會福祉大學。 

(11)德國基民黨青年聯盟訪問團。 

(12)越南宏德大學。 

3.出訪、參加教育展： 

 (1)4 月 18 日至 4月 25 日國際處許尚華國際長、工學院陳俊

勳院長、管理學院姚銘忠老師出訪美國，參訪北卡州立大

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及華盛頓大學等三所學校，

洽談合作機會。 

(2) 4 月 19 日至 4月 21 日國際處陳慶耀副國際長、教務處沈

定濤副教務長赴馬來西亞參加「第三屆世界大學排名 QS 

World Class 國際會議」，與世界各大學代表交流，提升本

校知名度，並與 QS 代表會晤，進一步了解大學排名運作

方式。 

(3) 4月 10日至 4月 18日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李品瑩赴澳

洲參加 2010 年亞太教育者年會，會中與三所姊妹校代表

會晤，討論目前合作遇到的問題；另拜會五所學校代表，

希望雙方能夠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或交換學生合作協

議，並藉此機會參訪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洽談兩校合作

可能性。 

（二）國際招生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秋季班）國際學生共 256 人申請，共錄取

156 人（電機學院 24 人、資訊學院 20 人、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

程 12 人、工學院 23 人、理學院 17 人、管理學院 39 人、人社院

12 人、生科院 9 人），其中大學部占 22％、碩士班 47％、博士

班 31％。 

 

六六六六、、、、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 
（一）99 年度 5月份校務基金財務狀況 

1.業務收支：本年度業務總收入預算編列 47 億 6,445 萬 4千元，

截至 5月底止實際業務總收入 21 億 6,199 萬 8千元，占年度

預算總收入之 45.38%，業務總成本預算編列 48 億 6,176 萬 2

千元，截至 5月底止實際業務總成本 22 億 9,026 萬 8千元，

占年度預算總成本之 47.11 %，收支相抵短絀 1億 2,82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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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不需現金支出之財產折舊、短絀及攤銷共計 3億 6,089 萬

8千元) ((((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1111，，，，P.P.P.P.11114444）））） 

2.資本支出：本年度資本支出應執行數 5億 6,826 萬元（含以前

年度保留數 5,356 萬元、補辦預算 0元），截至 5月底止實際

執行 2 億 6,039 萬 6 千元，執行率 45.82%，其中工程部分，

請總務處盡速執行；頂尖計畫部份請頂尖辦公室加強督導盡

速執行；另校內分配各項圖儀設備費，由會計室定期通知各

單位盡速執行((((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2222，，，，P.P.P.P.15151515））））。 

   （二）校務基金歷年節餘財務規劃情形 

自85至98年度本校可自行運用資金節餘為7億6,690萬1千元，惟

尚須支應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撥充支應各項工程預算3億

7,829萬2千元、墊支款1億1,604萬7千元及控留2個月教職員薪資

額度1億6,780萬元(94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決議)，節餘尚可動

支數為1億0,476萬2千((((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3333，，，，P.P.P.P.16161616））））元。 

（三）100年度概算編列情形 

100 年度概算業經 99 年 4月 2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8 學年

度第 4次會議審查通過，依 99 年 5月 10 日台會(一)字第

0990064268F 函通知核定 100 年度基本需求補助額度修編，並已

送教育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審議中，其預算收支內容如下： 

1.業務總收入編列 46 億 2,439 萬 5千元（包括教育部國庫補助

收入 13 億 8,169 萬 5千元、教育部補助頂尖計畫 2億 1,500

萬元），較上年度減少 1億 4,005 萬 9千元；業務總成本與費

用 49 億 1,212 萬 1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5,035 萬 9千元；本

期短絀 2 億 8,772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1 億 9,041 萬 8

千元。 

2.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編列 9億 8,112 萬 5千元(其中國庫

撥充 1億 4,145 萬 9千元、頂尖計畫 1億 6,000 萬元、營運

資金撥充 6億 7,966 萬 6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3億 1,642 萬

5千元。 

包括項目如下：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3 億 4,340

萬 5千元（其中頂尖計畫支應 1億 5,000 萬元）、南區立體機

車棚新建工程 4,920 萬元、蓄水池及平面車格暨景觀工程

2,080 萬元、室內溫水游泳池新建工程 4,830 萬元、室外游

泳池更新工程 2,103 萬元、全校性教學設備 1 億元、全校性

教學設備電力、電錶以及給排水、機電、熱泵等設備之汰換

更新 6,756 萬元、全校性交通運輸設備 200 萬元、圖書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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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各單位用雜項設備 9,000 萬元、頂尖計畫購置教學設備

1,000 萬元、收支併列設備費 2億 2,883 萬元。 

另無形資產編列 0 元，全校性代管資產大修修繕工程遞延費

用 1,000 萬元、收支併列遞延費用編列 700 萬元，合計 1,700

萬元，總計較上年度增加 685 萬 5千元。 

3.可運用資源預計：收入總計 22 億 3,595 萬 4 千元，支出總計

26 億 2,143 萬 3 千元，加回：校管會同意由歷年節餘支應及

已控留之學校新建工程經費 4億 0,029 萬 5千元，預計年度現

金賸餘預計為 1,481 萬 6千元。惟如當年度預算分配時，新增

專項需求超過 1,481 萬 6千元，則得刪減各單位基本需求或超

支分配，請各單位共體時艱，共同努力撙節支出。 

 
七七七七、、、、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 

（一）研修本校相關人事章則 

 研修本校「教師申請離校進修研究或講學辦法」、本校「與學術

機構合作準則」、本校「教職員工小型旅遊活動實施計畫」等。 

（二）99 年上半年辦理教職員工終身學習課程研習 

1.2 月 2 日「不能沒有你」影片欣賞及評析，講座：本校魏玓老

師。  

2.3 月 18 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數位學習，播放視聽課程

並施以學習評量。 

3.3 月 25 日「藝術暨生態」之旅研習活動，講座：霓虹藝術黃順

樂老師。 

4.4 月 6 日「杜拉克教我的 17 堂課導讀會」，講座：本校林崇偉

老師。 

5.4 月 7日「營向健康揮別壓力」，講座：劉敬蓉老師。 

6.4 月 15 日至 6月 17 日「公務英語溝通課程」，講座：本校秦毓

婷老師。 

7. 6 月 1日「教師資格審查法規與實務」，講座：教育部學審會

王委員明源。 

8.6 月 15 日「扶桑花女孩」性別意識影片賞析，講座：本校許鶯

珠主任。 

（三）本校 98 年度第 2次自強康樂委員會決議通過，為增進同仁參與旅

遊活動意願並促進身心健康，99 年度教職員工旅遊活動仍以自行

組團方式辦理，活動方式及補助經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小型旅遊活



 10

動實施計畫辦理，實施計畫及相關表格可至人事室網頁，自強康

樂委員會項下下載。 

 

八八八八、、、、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 
（一）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業經教育部 99 年 5月 26 日

台高(二)字第 0990052426 號函核復，組織規程全文 56 條，除第

6條及第 36 條條文外，餘均經核定；組織系統表部分，則需依教

育部核復意見，將本校 94 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之組織系統，以學

年度為單位分案，再依序陳報教育部審核。 

（二）前述經核定之組織規程，已張貼於秘書室網頁，並以書函公告通

知全校各單位，組織規程條文中，涉及授權各單位訂定與業務權

責相關法規部分，請各單位審慎檢視並據以訂定或修正相關法

規。 

（三）頃接教育部 99 年 6月 4日台高(二)字第 0990093289 號函示，依

其所訂「公私立大學校院訂定或修正組織規程參考原則(釋例)」

精神，校務會議下設之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應依大學法規定

將重要事項(如委員會之名稱、任務及組成)明定於組織規程中，

至於其他關於委員會設置及運作之細項事宜，得另以辦法定之，

免報教育部核定。 

（四）承上，爰本校併同組織規程修正案所送包括：校務會議代表選舉

辦法、校務會議議事規則、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法規委員

會設置辦法、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等 7項辦法，須依前揭原則將委員會組成納

入組織規程第 14 條修正後，另案再報核。 

 
九九九九、、、、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一）學研資訊服務 

1.圖書館「陪你作研究」：業於 3月 19 日舉辦「如何成功投稿國

際期刊」講座，會中邀請到 Elsevier 國際期刊統籌 Mr. 

Arnout Jacobs 與本校許千樹副校長一同分享國際期刊審稿

流程準則。是日講座計有來自清交師生、研究人員約 200 多人

參加，76%為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人員，問卷中以「Know-How」

的需求最大。活動完整內容可在「交大線上演講中心」、「開放

課程」原版重現，歡迎多加利用。 

2.資料庫利用講習課程：各項利用推廣課程與碩博士論文上傳活

動說明，共計 33 場，790 人次參加；活動推廣之內容除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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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料庫說明，還包含書報會的客製化推展，歡迎老師依課程

提出服務需求。 

3.「學術論文資料系統」分析與應用：於 2 月 26 日協同研發處

企劃組合辦「學術論文資料系統」分析應用說明會，共同推廣

WOS、Scopus、Spotlight 之應，會中說明本校研究者各項指

標的查詢與被引用的分析等。 

4.協助客家學院圖書室之建立，包括（1）協助專業館員的招募

與徵選，並進行為期三週的專業訓練(2) 5 月 4日搬運第一批

館藏共計 290 箱，其中包含圖書、視聽資料共 9,741 冊，期刊

404 冊，未來暑假將再進行第二批館藏的移送。 

5.本學期數度接到出版社通知說交大網域內有人不當大量下載

學術文章，為維護全校之讀者權益與智慧財產權，已發函予各

單位，籲請遵守法律合理使用電子資源，並對各實驗室所屬之

網站入口予以適當之管理。 

（二）圖書館館藏發展 

1.截至 4月 30 日圖書館之中文館藏為 1,035,461 冊，西文館藏

為 1,403,662 冊，總館藏量，包括視聽資料與期刊合訂本等，

共有 2,439,123 冊。其詳細統計量如下表所示。 

圖書館館藏統計量(至 2010/04/30）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別別別別 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 西西西西    文文文文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圖書冊數 443,971 787,063 1,231,034 

期刊合訂本數 41,765 108,112 149,877 

視聽資料件數 49,725 8,487 58,212 

微縮資料片數 500,000 500,000 1,000,000 

總館藏量(本/件/片/

捲) 
1,035,461 1,403,662 2,439,123 

 

2.電子書之館藏發展：電子書因具有透過網路即可檢索、便於利

用、不限時間及距離等優點，成為未來圖書館館藏發展之主要

趨勢。圖書館已參加全國性電子書聯盟，如全國學術資源倍增

行動方案聯盟、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Full Text、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等，藉聯盟議

價力量及聯盟館互助，投入最少經費，使用最多數量電子書館

藏之方式，以加強優質學術電子書之典藏，並提供本校教職員

生更優質、更方便的教學、研究資源、提昇本校競爭力，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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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學。經過數年的努力，目前本校已典藏 516,100 種

電子書（中文 78,500 種、西文 437,600 種），包括 SpringerLnk、

NetLibrary、Wiley Interscience online book、CRC NetBase、

EEBO 等 34 個電子書平台，涵蓋各種學域，本校教職員生可利

用圖書館網頁的圖書館藏查詢系統或資料庫網頁查詢、閱讀及

下載電子書，並請尊重著作權法合理使用電子資源。 

3.電子資源資料庫之館藏發展：目前可檢索到 252 種各種學術型

資料庫，4萬 6千多種電子期刊，內容側重理工與資訊電機領

域，每個月在資料庫流量上在 15 萬人次左右，中文資料庫以

專利、法律與商管資料庫利用率較佳，外文資料庫以 Elsevier

期刊合集最大宗外，與資訊電機專門領域為主要使用資源。 

 
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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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行政系統 

1.決策支援報表靜態版上線：決策支援報表靜態版已依教務處、

總務處、學務處、國際處、圖書館、研發處及資訊中心等 7個

處室之主管權限完成設定，各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之一、二級

主管可依開放之權限，線上查詢靜態報表資料，此階段各處室

提供的報表明細及權限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P.17P.17P.17P.17~P.~P.~P.~P.18181818））））。 

2.請購系統：配合會計室完成導入請購系統，改善請購流程，協

助會計室有效控管經費的使用。 

3.友善校園問卷系統：配合秘書室完成友善校園問卷系統，藉此

問卷資料，可瞭解學校提供教職員生的校園環境友善程度。 

4.建置節能減碳網站：配合秘書室建置節能減碳網站，將相關節

能減碳的資訊整合於此一網站，便利瀏覽網站的人瞭解較完整

的節能減碳訊息。 

5.協助校長續任委員會 e化業務：配合校長續任委員會建置續任

網站，期間並適時將續任委員會相關訊息公告於上。 

（二）ISO27001 複評 

ISO27001 證書有效期為 2009 年 4月 1日至 2012 年 4月 1日，每

年需要進行複評以驗證組織是否有持續推動及改善，於 2010 年

3 月 24 日 9 時至 16 時 30 分請第三方驗證公司 SGS 對本中心進

行 ISO27001 複評事宜，已通過複評。 

（三）郵件系統整合 

啟用@NCTU, 並將＠CC併入現階段已經將2台Mail Gateway上到

環境中，4 月底前即可以啟用 NCTU Domain 並將@cc 的郵件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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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而@Mail 及@Faculty 將於下階段併入@NCTU。 

（四）協助規劃建置六家校區網路建設 

已完成六家校區網路系統佈建、電腦教室電腦採購及投影設備採

購等。 

（五）協助建置跨校區視訊系統 

已完成台南校區及光復校區遠端會議系統安裝。 

（六）TEIN3 網路推廣使用 

由國科會歐盟 FP7 計畫辦公室以及相關 NCP (National Contact 

Point) 計畫說明會所蒐集的資訊加以整理，FP7 相關研究計畫

的特點，主題涵蓋歐盟國家地理區域的社會人文、科學與產業促

進等相關議題，以跨國(多國參與尤佳)，多年期的相關研究為

主。其次，在經費的補助對象上面，主要以歐盟參與國家為主體

對象，如有歐盟以外的邀請加入對象，除了產業較落後的地區(如

非洲及東南亞)，基本上都不會補助，所以諸如日本、南韓、台

灣等國家等相關研究團隊如有參與特定歐盟的計畫，都必須自籌

經費。 

除了已獲准加入 FP7 的研究，獲准參與國科會歐盟計畫辦公室推

動的 35 件先期準備計畫 NCP，應是將來非常可能會積極需要使

用台灣與歐盟相關研究的網路需求的團隊。為了推廣 TEIN3 的使

用，我們目前正進行相關團隊的聯絡資訊蒐集並已草擬一份網路

使用需求調查。此問卷調查內容是想瞭解計畫的規模、涵蓋的領

域、研究的範圍以及對於網路流量的需求，後續更可以協助計畫

有效地使用 TEIN3 網路連線，近期內將寄送相關團隊，瞭解相關

團隊的實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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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15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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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 
單位 報表數 報表名稱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說明 

各院系課程分析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務處各組

及全校各系

所 
 

各院系教師分析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務處各組 
 

學生入學及在校統計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務處各組

及全校各系

所 
 

學生輔導成效分析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學發展中

心、註冊組、

課務組、綜合

組及全校各

系所 

 

在職專班總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學發展中

心、註冊組、

課務組、綜合

組 

 

院課程學程成效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學發展中

心、課務組、

綜合組、推教

中心 

 

霹靂優分析表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

心、註冊組、

推教中心 
 

教務處 8 

電子教學平台統計表 

教務處 
及全部教學

單位 

教學發展中

心、數位內容

製作中心、開

放教育推動

中心 

 

畢業生流向資料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學務處各組 

畢業生就業資訊 

宿舍收支概算表 
學務處 住宿服務組 住宿率、收入、各類

支出 

各學院獎助學金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生輔組 包含各類助學經費及

人數 學務處 4 

各院系服務學習活動統計

表 

頂 尖 辦 公

室、教務處、

學務處、會計

室及全部教

學單位 

服務學習中

心、註冊組、

課務組 包含具體活動、課程 

營繕工程資訊統計表 
總務處 營繕組 各館舍營繕工程之時

程與成本資訊 

修繕工程經費統計表 
總務處 營繕組 各館舍修繕工程之經

費 

機電設備廠牌分析表 
總務處 營繕組 各機電設備廠牌使用

周期之分析 

總務處 5 

工友人力配置 2.2 倍分析

表 
總務處 事務組 各館舍外包清潔人力

負擔分析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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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廠商基本資料表 
總務處 勤務組 餐廳委外廠商資料統

計 

研發產出總表 

研發處 智權技轉

組、跨領域研

究中心、研發

企劃組 

1.交大與五年五百億

其他各校的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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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經費相關統計表 
研發處 研發企劃

組、計畫業務

組 

含公部門與私部門及

技轉等經費 

研發處 3 

研發非經費相關統計表 
研發處 研發企劃組 明年發展系統時，

Index 的 Weight 可由

系所自行調整 

外籍生、交換生及雙聯學

位生統計總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國際處各組 國際生、Inbound 交換

生 、 Outbound 交 換

生、雙聯學位之統計 

外籍學位生各國家申請狀

況一覽(A 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國際處各組 各國家申請狀況一覽

表 

各院申請學生國家分佈一

覽表(B 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國際處各組 各院申請學生國家分

佈一覽表 

各學院及華語中心交換

生、雙聯學位生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國際處各組 

 

國際處 5 

各國家交換生及雙聯學位

生統計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國際處各組 各學院出國交換統計

表，包括 Inbound 交換

生、Outbound 交換

生、雙聯學位 

月借還書量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全校各單位 

由圖書館提供資料 
圖書館 2 

各院分類年借閱量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全校各單位 

由圖書館提供資料 

網路世界大學排名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資訊中心各

組 
 

網路及系統服務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資訊中心各

組 
 

諮詢服務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資訊中心各

組 
 

資訊技

術服務

中心 

4 

校務資訊系統使用統計表 
一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 
資訊中心各

組及行政單

位組長 
 

共計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