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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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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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今年報名人數碩士班 5,202 人，較去年增加 737 人；博士班 98 人，

較去年減少 30 人。本校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比率已達 5 成，已為

碩士班招生的主戰場，各系所可充分審閱考生在大學的學業成績

與研究表現；若系所認同此一招生管道且辦理試務公正公義，未

來將持續向教育部爭取甄試招生名額比率再提高。 

（二）100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招生 

100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將於 12 月下

旬報名，2月 17 日(四)、2月 18 日(五)考試，另約有 7成碩士在

職專班安排在 2月 19 日(六)考試。 

另理學院與電機院部分系所組參加台聯大系統碩士班聯合招生，

將於 1月初報名，2月 19 日(六)或 2月 20 日筆試。此招生本校負

責報名、分發及局部閱卷，中央負責題務(含閱卷與登分) 並輪值

秘書組，清華負責筆試及局部閱卷，陽明負責財務。 

（三）100 學年度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 

將於 1 月 27 日(四)、1 月 28 日(五)舉行，由本校主辦新竹考區

試務，須動員百餘人協助試務，並需 120 位監試委員(竹北高中、

建功高中，其中半數須由各院系所教師擔任主試委員)，正在進行

調查中，感謝各院系所與各單位循例協助相關試務。 

（四）陸生招生 

1.陸生招生主要法源已經立法院通過，目前部分施行細則尚待行

政院核定，教育部規劃各大學在 12 月提陸生招生計畫報部，明

年 3月招生，採統一窗口聯合招生。 

2.目前規定第一年全國招收陸生總名額為 2,000 名，公立大學招

收研究生、私立大學招收大學部學生。招生名額將採審查制，

各校最多可以爭取到該校該學制名額 2%之外加名額，估計初期

本校陸生招生名額至多博 10 名、碩 38 名(依總名額 2%計算)。 

3.經協商及行政會議討論，已初步分配本校陸生招生名額，將依

教育部通知提出申請。 

4.獎助陸生的經費來源從嚴管制，教育部提醒包含工研院與國科

會相關經費都不得使用於陸生獎助。 

（五）系列工作坊 (99 學年上學期) 

1.9 月 17 日(五)新進教師研習會：邀請各事務單位做業務簡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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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傑出教師教學、研究經驗交流，增進教師與校內單位彼此瞭解

與合作，並提升新進教師學術競爭力。 

2.9 月 24 日(五)TA 工作坊一：邀請台大李紋霞博士專題演講「教

學助理的成功秘笈」，並於會中頒發 98 學年度 20 名傑出教學助

理獎及 30 名優良教學助理獎，得獎名單請見教學發展中心網站

http://ctld.nctu.edu.tw/。 

3.11 月 4日(四)TA 工作坊二：邀請註冊組說明期中預警制度，兩

位傑出 TA 分享教學與課輔經驗，並藉由諮商中心喚起教學助理

對學生們的同理心，以各種角度來幫助 TA，盡可能挽救學業表

現不佳的學生。 

4.11 月 26 日(五)大一新生演講：邀請台大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

組組長符碧真教授，以「大學學習：How to study smart」為題，

針對大一新生傳授大學讀書方法。 

5.12 月 20 日(一)學術倫理工作坊：特地情商本處教育顧問周倩教

授於晚上 6時於浩然國際會議廳，為本校之研究生及有興趣之教

師們針對學術倫理此重要議題，舉辦「學術研究這一行：行規與

道義」工作坊。之後周顧問亦將協助教學發展中心網站規劃「學

術倫理專區」。 

（六）系所評鑑 

本校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將於今年 12 月 6日接受高教評鑑

中心之追蹤評鑑實地訪評。教學發展中心將協助訪評相關事宜。 

（七）傑出教學獎報導集結成書 

彙集各學門之傑出教學獎專書「教學，不簡單─40 位交大老師的

教學秘訣」，10 月底已完成 40 位教師定稿前確認流程，目前正由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編排內頁文字，教學發展中心協助進行校稿作

業，預計 12 月底出版。 

（八）99 學年第 1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 

預定於 99 年 12 月 28 日至 100 年 1月 14 日實施，課務組已於日

前通知各教學單位，並啟動相關前置作業。 

（九）99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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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初選將分別於 100 年 1月 4至 6日

及 11 至 13 日進行。 

（十）推廣教育中心獲勞委會職訓局 TTQS 評核銀牌獎 

推廣教育中心參與 99 年度勞委會職訓局 TTQS 評核，獲銀牌獎，

表現績效卓越，成績斐然於 99 年 11 月 25 日 TTQS 桃竹苗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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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會獲 TTQS 評核績優單位表揚。 

（十一）積極進行開發新的推廣課程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積極進行開發新的推廣課程，近期有二項新的

推展工作： 

1.目前將上海交大繼續教育學院合約、學校介紹等相關資料，陳

報教育部，待核可後，兩校將簽約合作辦理遠距推廣教育課

程，屆時將利用上海交大優良設備，服務台商。 

2.與中華電信積極進行合作，利用中華電信全省的遠距設備、及

上課據點，推廣本校推廣教育課程。 

（十二）開放式課程(OCW)  

開放式課程規劃聯繫 99 年度下學期各學院推薦之開放式課程，

不但將研擬問卷進行使用者追蹤與分析，並加強課程影音畫質，

以及強化行動載具之應用。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部分，目前共 21

所大專校院加入，發布超過 300 門開放式課程，另靜宜大學、崑

山科技大學近期擬簽署加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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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運動會 

1.99學年度運動大會於12月1日圓滿落幕，本年度男生甲組共317

人次、男生乙組共1,000人次、女生組共334人次報名參賽，學

生團體趣味競賽33隊計3,150人次參賽，總參與人數高達4,801

人次，較去年增加462人次。 

2.配合校運會舉辦多元豐富的體育週活動，有「籃球投籃比賽」、

「排球技術挑戰賽」、「男女混排賽」、「羽球比賽」、「棒球九宮

格」、「足球PK大賽」、「桌球團體比賽」、「運動攝影比賽」及「教

職員體適能檢測」，11月24日晚上並舉行「體育週開幕典禮暨HOT 

SHOW創意舞蹈大賽」活動。 

（二）獎助學金 

1.99 學年大學部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審核獲獎資格為金竹獎 36

人、銀竹獎 29 人、銅竹獎 23 人，實際報到入學者為金竹獎 5

人、銀竹獎 9人、銅竹獎 6人。獎學金金額計 165 萬元，業於

新生開學典禮頒獎。 

2.學期成績符合資格者續領獎學金： 96、97、98 各學年新生入

學績優獎學金獲獎人，於 98 學年第 2學期成績符合續領獎學

金資格者有：98 學年綜合性入學 8人，97 學年綜合性入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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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考試入學 1人，96 學年綜合性入學 3人、考試入學 2人。

總計 21 人符合資格者續領獎學金共 52 萬 5,000 元。 

（三）生活輔導與品德教育 

1.調查本校因「凡那比風災」受災學生共計 5人，已於 10 月 28

日由學生急難濟助金先行撥款慰問（共計 2萬元整）；另「梅姬

風災」經統計受災學生 2人，濟助金共 2萬 6,000 元。 

2.諮商中心上學年度預防推廣活動主題為「網路成癮」，規劃並建

置網路成癮網頁（http://140.113.100.240/network/ ），提供

了網路成癮相關的資訊、短片及線上評估的功能，幫助師生瞭

解自我是否有過度使用網路情形。提供自助方法改善網路依賴

習慣，讓網路成為學習生活的助力而非阻力。 

3.聯服中心接受教師會委託，代為發放禮劵 4萬 4,080 元給具低

收入戶資格之同學，轉達教師愛護關懷學生之意。 

4.服務學習中心輔導之印尼國際志工團，榮獲新竹市政府推薦

「100 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生遴選表揚」。 

（四）健康校園 

1.99 年 10 月 27 日辦理無菸校園鐵馬行活動，並由全家便利商店、

生輔組、軍訓室、單車社、健康服務學習及元氣志工團協辦，

共有 150 人參加。招募 32 位無菸校園志工，加入巡守清新校園

行列。 

2.本校委託馬偕醫院經營之交大診所於 11 月底結束，為了照顧師

生的健康，將繼續門診服務。醫師群將由馬偕醫院、署立新竹

醫院及各診所醫師組成，提供更多元的診別服務，門診也從原

來的一週五診增至一週七診，增加外科及復健科以滿足師生看

診需求。 

（五）畢業生輔導 

2010 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於 10 月 4日至 10 月 23 日，共有 48

家企業參與、舉辦 58 場講座、1場研發替代役制度說明會、2場

名人演講(吳淡如:如何成為職場 A咖、林依晨:80 分完美主義~追

求工作與愛情的平衡)及 7場公司面談會；其中內政部役政署制度

說明會，與會同學估計超過 800 位，台積電與工研院更分別加開

場次，名人演講更是吸引超過上千同學參與，同學們積極主動的

參與讓 2010 研發替代役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透過各場座談會及名人演講等所回收問卷結果顯示，同學對廠商

說明、公司職缺、研替工作與生涯規畫、活動宣傳、工作人員態

度等各項問題之滿意度均在 85%以上，且近 8成的學生表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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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面談會有助於對公司內部的瞭解。企業也對活動的辦理給予高

度的肯定。 

（六）爭取建設經費 

1.服務學習中心已連續3年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

習內涵課程計畫」，今年獲得160萬元補助創新高。 

2.棒球場修整建工程：本案獲教育部經費補助63萬，本處負擔54

萬，訂於12月上旬前完成發包作業，並於12月下旬進行施工。 

3.活動中心經校方支持補助修繕工程經費，第一期工程於98年8月

20日圓滿完成整修工程。本年度第二期漏水整修工程己於99年

11月3日正式開工，施工期預計至100年1月16日止，期能提供全

校師生及社團同學一個安全舒適的良好活動場地。 

 
三三三三、、、、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    

重要工程進度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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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搬遷及進駐使用。4 樓國際會議廳統包工程完成評選後於 7 月

28 日決標，細部設計及圖說已初步核准通過，開始施工，預計寒

假 2月底前完成；另數位攝影棚建置隔間工程，第一次招標因廠

商家數不足流標，已重新公告預計 12 月 7 日第二次開標。六家

校區其他周邊人行道、停車場、圍籬、公共藝術等雜項工程，配

合使用單位陸續辦理中。 

（二）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業於 99 年 1月 17 日開工，現南、北棟結構體工程均已施作完成，

並於 10 月 13 日舉辦上樑儀式，目前實際進度 68.63％，較預定

進度 72.48％落後，刻正進行室內隔間施做、牆面粉刷、裝修材

審查、機電設備進場、線材配管安裝等工項，預估完工時間為 100

年 10 月。 

（三）游泳池工程 

業於 98 年 5 月 20 日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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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際進度 64.6％，較預定進度 73.4％落後，現

正進行 2層結構鋼筋模版施作，將於 12月初完成 RC結構體完成，

其餘鋼構及主體部分預定 1月初完成；另熱泵鍋爐、機電、循環

供水系統及整體運轉等發包及測試，預計於明年 3至 4月可開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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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 

業於今年 2月開工，因 4至 6月梅雨季節降雨嚴重影響山坡地機

具施工，同時配合雜項執照與核定水保計畫內容調整變更，致進

度略受影響。目前水保計畫工程已完成並進行申請水保完工證

明，主管機關新竹市政府預計 12 月 7日安排竣工查核委員現勘，

後續壘球場、照明、安全及其他附屬設施之設計將先行辦理，並

俟取得完工證明及雜項使用執照後，即進行開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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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12 月 29 日中午 12 時止。 

（二）國科會 100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12 月 29 日中午 12 時止。 

（三）國科會人文處「100 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12 月 29 日中午 12 時止。 

（四）國科會 100 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

日至 99 年 12 月 29 日中午 12 時止。 

（五）國科會徵求「100 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書截止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 

（六）國科會科教處徵求 100 年度「中小學學生的科學探索—親身體驗

真實科學計畫」整合型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0 年 2 月 22 日止。 

（七）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雙邊合作補助之「2011 年度台

德青年暑期研習營」及「2011/2012 年國內博士班研究生赴德國

短期研究」(三明治計畫)受理申請：台德青年暑期研習營及三明

治計畫第 1梯次(2011 秋季班)申請時程自 100 年 1月 1日至 100

年 1 月 31 日止，三明治計畫第 2 梯次(2012 春季班)自 100 年 7

月 1日至 100 年 7月 31 日止。請分別於限期 3日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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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至 99 年 11 月間與知名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

約，合作對象、合約內容表列如下： 

(1) 與荷蘭葛洛寧恩大學簽訂交換教授、交換學生、交換教學

資料、研究合作舉辦雙邊研討會合作協議。 

(2) 與芬蘭漢肯經濟學院簽訂交換教授、交換學生、交換教學

資料、研究合作舉辦雙邊研討會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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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大連理工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交換學生協議。 

(4) 與德國司圖加特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交換學生合作協

議。 

     2.99 年 10 月至 99 年 11 月間來訪外賓共計有 18 團 101 人次。 

來訪單位表列如下： 

(1)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2)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3) 芬蘭漢肯經濟商管學院 

(4) 法國 N+i 工程學校聯盟 

(5)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 

(6) 法國高教研究部創新司國際處 

(7) 法國特魯瓦高等商學院 

(8) 法國聖艾蒂克礦業大學 

(9) 中國科學院參訪團 

(10) 天津大學 

(11) 吉林大學 

(12) 內蒙古大學參訪團 

(13) 哈爾濱工業大學 

(14) 北京理工大學 

(15) 北京郵電大學 

(16) 中南美洲資通訊研習營 

(17) 兩岸四地學術交流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18) 夏潮基金會參訪團(中國地質學會、北京交大) 

     3.出訪、參加教育展 

 (1) 99 年 10 月吳重雨校長、國際處許尚華國際長及國家型系統

晶片計畫的五位成員出訪德國，與斯圖加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uttgart)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換學生協議，並參訪亞琛大

學(Aachen University)與德國三個頂尖電子資訊研究中心

商談合作事宜，以推動本校頂尖研究中心與德國實質研究合

作。 

(2) 99年 10月國際處蔡佳霖副國際長和安華正輔導員赴西安交

大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促進與中國大陸頂尖學校之交流合作。 

(3)99 年 12 月許千樹副校長、國際事務處蔡佳霖副國際長、工

學院陳俊勳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

長、人社院莊明振院長、客家學院莊英章院長、電機學院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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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副院長以及教務處綜合組張漢卿組長前往西安交大參

訪，洽談學術交流、研究合作。 

(二)國際招生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春季班）共 32 人申請，共錄取 16 人，包括

10 名碩士生、6 名博士生，以及 99 學年第 1 學期延遲入學 1 名博

士生，共新增 17 名國際學生，因今年各系所提高錄取標準，因此

錄取人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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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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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元，截至 11 月底止實際業務總收入 46 億 9,936 萬 8,000 元，

占年度預算總收入之98.63%，業務總成本預算編列48億 6,176

萬 2,000 元，截至 11 月底止實際業務總成本 49 億 7,588 萬

6,000 元，占年度預算總成本之 102.35 %，收支相抵短絀 2億

7,651 萬 8,000 元(含不需現金支出之財產折舊、短絀及攤銷共

計 8億 1,083 萬 6,000 元)。((((詳詳詳詳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P.P.P.P.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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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底止實際執行 5 億 6,783

萬 1,000 元，執行率 99.92%。年度資本門預算額度預計不足以

支應部分，已於 99 年 9 月 21 日以交大頂尖字第 0991008528

號函向教育部申請補辦預算，並於 99 年 10 月 25 日交大會字

第 0991010872 號函向教育部申請先行動支 100 年度預算。((((詳詳詳詳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P.P.P.P.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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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億6,690萬1,000元，

惟尚須支應 99年度預算分配預計透支6,026萬9,000元、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撥充支應各項工程預算3億1,802萬3,000元、

墊支款1億1,604萬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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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476萬2,000元。((((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3333，，，，P.P.P.P.15151515）））） 

（三）99年度資本支出至11月底預算執行情形 

本校 99 年度預算內固定資產(含學校經費、頂尖計畫、專班、招

生、雜項經費等，不含五項自籌收支併列計畫)可用預算數為 3

億 5,436 萬元，截至 99 年 11 月底執行數(含已請購未核銷數)為

5 億 9,184 萬元，執行率為 167.02％；超執行部分主要係因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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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實際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金

額，超過 98 年度教育部通知暫估編列預算金額，為利計畫順利推

動，本校業已函報教育部申請先行辦理補辦預算 1 億 5,745 萬

4 ,000 元暨先行動支 100 年度預算 1億 1,833 萬 6,000 元在案，

預估調整後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為 6 億 3,015 萬元，調整後執行

率為 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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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9 學年度教職員工（含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核發作業

已辦理完竣，合計有 367 人申請。 

（二）本校 99 年度歲末聯歡訂 100 年 1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2 時 45

分於中正堂舉行，當日有茶會及表演摸彩活動，敬邀全校教職員

工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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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發展 

中西文圖書館藏：截至 99 年 11 月 30 日，圖書館之中西文圖書館

藏為 734,717 冊，中西文電子書館藏為 517,579 冊，圖書總館藏

量為 1,257,373 冊。1至 11 月圖書增加 31,950 冊，成長 4.55%；

電子書增加 12,573 冊，成長 2.49%；人社學域圖書增加 25,093 冊，

成長 5.94%。總館藏量，包括視聽資料與期刊合訂本等，共有

2,468,973 冊。其詳細統計量如下表所示。 

圖書館館藏統計量(至 99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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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913 358,804 734,717 

電子書冊數 54,945 462,634 517,579 

期刊合訂本數 43,320 114,010 157,330 

視聽資料件數 50,372 8,975 59,347 

微縮資料片數 500,000 500,000 1,000,000 

總館藏量(本/件/

片/捲) 
1,024,550 1,444,423 2,468,973 

    

（二）學研資訊服務 

1.「研究攻略營」滿意度：圖書館於 9月 1日開學前，舉辦「研

究攻略營」活動，目的在於提供本校碩博士生如何發表科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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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何掌握核心資源與如何將理論與實務作結合等議題。全

程三場演講由本校佘曉清、荊鳳德、陳科宏教授與同學共享研

究歷程，共計 188 位同學參加。最後從同學問卷滿意度分析，

對圖書館提供此服務的滿意度高達 97%，演說內容適中，一半以

上學生表示有所助益，對於講者之滿意度亦高達 88%，整體而言

是成功的科研論文研討會。所有演講內容與資訊可從圖書館機

構典藏與數位學習網站連結：

http://ir.lib.nctu.edu.tw/handle/987654321/31160，歡迎再利用。 

2.圖書館週系列活動：12 月 6 日至 12 月 10 日圖書館週活動將於

12 月 7 日舉行開幕式，本次主題為行動圖書館服務(Mobile 

Library Service)，主推智慧型手機版館藏查詢服務、資料庫

查詢、圖書館服務與校內數位學習影音以及交大開放性課程

（OCW）內容，讓閱讀與學習行動化。此次活動 slogan 為「i

呀!我把圖書館移動了！」，邀請全校師生與圖書館共同 keep 

walking, keep reading.手機版網址為：http://m.lib.nctu.edu.tw/，

歡迎師生使用。 

3.「閱讀在雲端」活動：圖書館於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4 日舉辦

的「閱讀在雲端」活動，可由遠傳 e書城下載免費電子書閱讀；

另外，與資訊學院合作，於 11 月 3日至 12 月 3日舉辦「體驗

電子書」活動，同學可至圖書館二樓參考櫃臺借閱智慧手機或

電子書閱讀器，體驗使用智慧型手機閱讀電子書的功能與感受。 

4.科普好書 100 展：為普及科學知識及引發人們從事科學探索的

興趣與行動，以「理想‧啟蒙‧奉獻」為基本理念的《科學月

刊》，於歡慶創刊 40 周年之際，將 2010 年標訂為「科普閱讀年」。

圖書館於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30 日於二樓大廳，展出「科普好

書 100 展」，參考入選書單展出了中文優良科普讀物約一百本，

內容涵蓋了數學、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資訊

等大類，並有人物傳記。相信讀者在閱讀科普的同時，不但將

科學重新解碼了，也將發現生活中處處是「科學」！ 

5.國家出版獎作品展覽：圖書館於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31 日於二

樓大廳，展出「第二屆國家出版獎得獎作品」，本屆得獎作品展

有許多令人驚豔的好作品，其內容多樣性且感人，涵括古今、

文史、自然及社會關懷，有許多是政府與民間合作產物，更有

獲得國際大獎的優質視聽作品。 

6.圖書館於暑假期間推出的資源利用與研究所庫搜秘笈課程共計

有 28 場，632 人次參加，99 學年上學期到 11 月底，在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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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涯發展課程、書報會與一般資料推廣共計有 43 場，1,546

人次參加。 

 
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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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交通大學第六次校園網頁評鑑 

1.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將於 99 年 12 月 20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進

行「交通大學第六次校園網頁評鑑」。請各單位配合於 12 月 20

日前完成網頁更新。 

2.為使網頁評鑑符合國際作法，評鑑方式將分成兩大部分：一是

網頁内容；二是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指標。在網頁內容部分，全

校各單位將分為「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學院單位」三類

進行評分；而在世界網路大學排名部分，則依西班牙世界網路

大學排名之研究，以「SIZE（網頁數量）」、「VISIBILITY（外部

連結數）」、「RICH FILES（資料檔案數量）」、「SCHOLAR（學術出

版品數量）」四項指標進行評量。 

3.各單位可自行至 http://front.cc.nctu.edu.tw/ 查詢貴單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指標，並充實改進。各單位前

次成績及相關資訊則可參考校園網頁評鑑公告網站

http://webcontest.nctu.edu.tw。 

 （二）影片競賽活動 

1.為鼓勵本校學生表達自我、發揮創意、並為校園生活留下生動

的紀錄，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舉辦影片競賽活動，鼓勵學生以交

大校園的生活、學習及研究等為主題，製作影片參與競賽。影

片型式不拘，舉凡校園紀錄片、新聞報導影片，或趣味性影片、

自由創作、社團活動記錄等各類情節影片或動畫均歡迎。 

2.影片競賽活動將於 99年 11月 1日至 100 年 2月 25日開放參賽

學生將作品上傳至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影音伺服器

(http://ostube.nctu.edu.tw)，100 年 3月 1日至 100 年 3月

15 日開放全校教職員生線上投票。得獎作品將頒發獎金予以鼓

勵，參與線上投票者亦可參加獎品抽獎。詳細活動辦法請參考

活動網站之說明 http://video.nctu.edu.tw。 

3.活動所建置的影音伺服器(http://ostube.nctu.edu.tw)，在比

賽結束後仍將持續維運，成為校園影音交換平台，歡迎全校教

職員生多加利用。 

（三）ISO20000 導入案 

本校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導入 ISO20000 服務品質國際標準，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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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完成認證，預計將於 12 月 20 日前舉辦授證典禮，屆時

將邀請校長參與授證儀式。 

本校資訊中心為國立大學第一所完成認證之學校。ISO20000 的認

證以透過系統化報表的產生，充分掌握報修事件進度與處理狀

態，而組態管理則讓資產控管更加透明化，對中心內部各組間也

將更有效率的進行溝通與協調，就整體而言，ISO20000 服務品質

國際標準之導入，將大為提升本中心之資訊服務品質與專案管理

之最佳效益。 

（四）校園無線網路第三期 

本中心已完成綜合一館、固態電子大樓及環工大樓之無線網路建

置，共計增建 77 顆無線網路 AP，目前光復校區公共區域之無線

網路蓋率已達 90%以上，預計於明年將建置博愛校區。若校內單

位仍有意願增建無線網路存取點，請與本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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