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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9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出  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王念夏主任秘書、盧鴻興

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簡紋濱副研發

長代理)、陳冠能國際長、理學院陳永富院長、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資訊學院陳志成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黃炯憲副院長代理)、管理

學院鍾惠民院長、人文社會學院張翼代理院長、生物科技學院楊進木

院長、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圖書館

袁賢銘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

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學生代表何家慈同學(梁家語同學代理)、學生

代表劉子齊同學 

請  假：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電子與

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代理主任、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智慧科學暨綠

能學院曾煜棋院長 

列  席：台聯大林奇宏副校長、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簡仁宗執行長、環保安全

中心張家靖主任 

列席請假：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前

瞻系統工程教育院周世傑院長 

紀  錄：柯梅玉 

*頒獎 

頒發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線上學習課程綜合測驗績優抽獎得獎學生。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作業，刻依教育部通過之合併計畫書期程順

利進行中，如有重要事項將會於行政會議提供各位主管知悉。 

二、請本校各學院及單位務必確實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近期

將檢核各單位經費使用情形，預定分二階段收回未規劃經費，請務必

掌握時效，積極執行計畫並於年度內完成核銷。 

三、為考量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後，學校未來整體營運發展之規劃，以及

因應政府「大南方、大發展、南台灣發展計畫」推動，本校業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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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21日召開 109 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台南

分部及設置於台南分部內所有學院及單位回歸學校整體管理及規劃運

作」之議案，將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9 年 9 月 11 日召開之 109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業經校長核閱並傳送與會人員。 

二、教務處報告 

(一)教育部執行「精進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略」， 109 年 9 月 22 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90136410號函通知 110學年度半導體、AI、機

械領域系所碩博士班招生名額擴充比率由 15%提高為 20%，調增後

仍應符合相關生師比規定，已即時通知相關學院協調辦理再增 5%

規劃(排除擴增後生師比超標之系所)，俾依規定於 9月 26日前報

部。 

(二)第二屆(2019-2020 年)國際高教培訓暨認證推動成效卓越─25 位

教師/博士生/博士後參加的高教培訓暨認證(Fellowship)，以及 5

位各院推薦參與高階會士培訓暨認證(Senior Fellowship)的教

師，共有 2位獲得 Associate Fellowship、15位獲得 Fellowship、

8位獲得 Senior Fellowship認證。本屆認證總通過率已達 83% (尚

有 5位認證仍於英國 Advance HE審核中)。 

109 年 11 月 13 日將舉行第三屆高階會士培訓 (Senior 

Fellowship)，惠請各院於 10月 15日前推薦 1名主管參與培訓暨

後續申請認證，輔助教師在傑出的教學/研究表現外，同時獲得國

際高等教育專業的教學認證。 

(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規劃於 109 年 10 月 16 日辦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拆招解密撰寫

工作坊」，邀請東海大學巫博瀚助理教授講解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

發掘問題意識與撰寫策略。 

2、已於 109年 9月 11日辦理「區域基地共識會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行政 you and me」，共 45人參與，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目標，

以及行政腳色的意義與執行方式。 

(四)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教育認證：今年度共有六個教學單位參與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教育之認證審查（週期性審查：土木工程

學系、光電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

期中審查：電子工程學系、電機資訊學士班），教務處與教學單位

https://secretariat.nc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0/09/adm109-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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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資料繳交等程序，將於 109年 11月 23日至 24日進行實地

訪評。 

(五)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學生輔導（以下簡稱二一輔導）：相關提

醒信已發送給各系主任及助理，請各系所承辦自行到全人系統查

詢輔導名單，並安排老師進行個別輔導。另請協助登錄 108 學年

度第二學期的輔導報告(二一輔導工作績效表、二一項目)。 

(六)本學期學生學分費繳交日期為 10月 22日至 11月 3日：請同學逕

上學校［單一入口網頁］點選［學雜費系統］，即可下載列印繳費

單！請各系所多加提醒學生於期限內辦理繳納學分費。 

(七)New e3數位教學平台 

1、已於 109年 8月 21日及 9月 4日公告提醒 107學年度教材將下架

的訊息，並提供需要備份課程的老師操作教學與諮詢(包含匯出及

匯入教材)，107學年度的教材已於 9月 11日完成下架。 

2、已依據國際事務處提供之未能及時返臺實體上課的境外生名單，

於確認學生的修課清單後，聯繫各位授課老師協助提供遠距教學。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將提供助教訓練、軟體及硬體的設備協助老師進

行課程。已於 109 年 9 月 15 日、9 月 16 日及 9 月 18 日舉辦三場

助教訓練，將持續開設訓練課程。 

(八)出版社 

1、出版社出版品《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於今年初獲

選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著出版補助。近日完成獲獎貼紙的

印製，並陸續張貼於書籍封面。 

2、出版社為推廣出版品於各媒介上曝光，已陸續接洽書籍作者至電

台接受專訪推廣出版品，目前委請電機系楊谷洋老師接受電台訪

問，介紹《寫給青春世代的 STS讀本 2》及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的黃俊儒老師介紹個人專著《你想要當什麼樣的老師》。 

(九)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09 年 9 月 24 日函知(如附件 1，P.14)，

有關近來部分業者有關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管道採計學生學習歷程

之不當宣傳日漸增多，提醒各校下列注意事項： 

1、勿代業者轉發與招生相關的商業活動。如係業者擅用學校名義，

學校應採取適當行動究責。 

2、不論校內或校外單位主辦、不論公益與否，任何招生相關活動不

得宣稱可以為學生入學加分。 

期避免不當宣導造成社會大眾、高中教師、家長及學生對大學入

學方式之誤解以及對大學招生作業公信力之減損。來函已副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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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院、學系、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主席裁示：  

一、為配合教育部「精進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略」招生名額擴充比

率提高及符合生師比規定，將不列入生師比超標之系所，目前規

劃以增加半導體領域相關系所之招生名額為主，以本校整體考量

進行調整及規劃。 

二、請各學院及系所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本校國際高教培訓暨認證

中心之培訓課程，以協助申請並獲得國際高等教育專業認證。 

三、請本校各單位務必注意勿轉發或參與坊間補習班及其他商業行

為之招生宣傳活動，以避免部分業者之不當宣傳影響本校招生

作業之公信力，並請教務處務必周知各單位配合辦理。 

三、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2020 交通大學秋季就業博覽會 9 月 21 日起正式展開，預計辦理

OH企業說明會 19場、研替役男制度說明會 1場、就博會 85攤(計

有台積電、聯發科、啟碁科技、聯電、慧榮科技、大立光、工研

院、玉山銀行…等 70家知名企業參與)，活動相關時程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 

9月 23日 就博會/ECE企說會 

9月 21日-9月 29日 OH企業說明會 

9月 25日 研替役男制度說明會 

(二)109年教學奬暨績優導師暨國際高教認證頒獎典禮即將於 109年 9

月 28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假光復校區交映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表揚 108學年獲得教學獎、績優導師，獲獎名單如(附件 2，

P.15~P.16）及國際高教認證之教師，敬邀全校師生觀禮。 

(三)109 學年第 1 學期導師時間課程:安排 1 場衛保組講座、2 場諮商

中心、4場服務學習及 1場性平講座(附件 3，P.17)，歡迎全校師

生參加。 

(四)109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對象為 103、105、107學年度畢業之校

友，調查已於 109年 8月 30日結束，回覆率統計結果如下： 

學年 108 106 104 

學生數 3477 3495 3586 

8月 30日填答人數統計 2334 1896 1800 

達成率 67% 54% 50% 

校內目標值 58% 5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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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電機資訊學士班郭競友同學與清華大學另 2 位同學組隊參加

教育部第三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競賽，獲得銀牌獎

殊榮，該影片以「反毒才夠酷，青春我做主」為主題，藉由布袋

戲等特色內容，呈現輕鬆詼諧風格又發人深省，以年輕人的角度

傳達「新世代反毒」主題。 

(六)防疫工作 

1、第 3類公文周知全校「教育部因應大專校院 109學年度校園防疫

工作注意事項」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IkRE74qGK7iGV_Q8IBlRwl

jCmGcvXFO/view ，請各單位配合校園開學防疫重點工作。 

2、為辦理 3 百餘位境外學生返臺就學之 14 天集中檢疫事宜，國際

處、總務處、學務處住服組、衛保組及軍訓室共同協調合作，執

行包括入境接機、專車接駁、防疫旅館、檢疫關注等防疫工作程

序，維護境外學生返校就學權益。 

3、因應 109年 8月 24日政府政策全面開放境外生來台政策，住宿組

積極接洽防疫旅館，完成 9 月份計 95 床位及 10 月份 152 間床位

預定作業。茲因後續境外生回台數量降低，陸續取消防疫旅館之

部分原預定床位數，恐造成後續媒合的困難，11月份將再依學生

需求繼續進行防疫旅館媒合作業。 

4、防疫物資截至 109年 9月 18日止，剩餘 75%酒精（600ml）315瓶，

口罩 46,364片。 

5、109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18 日居家檢疫學生共計 47 位，居家檢疫

教職員共計 4人，目前健康狀況良好。 

(七)為因應高溫炎熱天氣，於暑假期間完成 8 舍 158 台冷氣機汰換工

程，109年 9月 17日完成驗收，持續進行後續財產報廢事宜及規

劃 7舍冷氣汰舊換新作業。 

(八)為使本校學生對服務學習課程(二)有更多元化之選擇，除各系開

設課程外，鼓勵各教學單位、行政中心及社團開設服務學習課

程、及教師開設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有意願開設課

程之單位或老師，請於 109年 10月 5日前將服務學習課程大綱電

子檔與授課老師簽名之紙本名資料送服務學習中心。 

(九)109學年第 1學期就學貸款於 109年 9月 16日截止辦理，共 1048

人申請，申貸金額計 42,246,922元整。 

(十)國際公益服務獎學金自 9 月 15 日申請至 10 月 5 日止，在校學生

於 109年 1月 1日至 8月 30日期間參與校外單位辦理之國際志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IkRE74qGK7iGV_Q8IBlRwljCmGcvXFO/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IkRE74qGK7iGV_Q8IBlRwljCmGcvXFO/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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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均可申請。 

四、總務處報告 

(一)重要及近期工程進度報告 

1、浩然圖書資訊中心空間整修統包工程：本案已於109年5月6日核定

基本設計，8月27日經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設計內容，9月10日核定細部設計，統包商已於9月21日辦理第2工

區(1至8樓電梯廳)及第3工區(6樓全層)開工，目前進行6樓既有裝

修材料拆除作業中。 

2、九、十宿舍廁所公共空間改善工程：已於109年7月6日決標，8月1

日開工，目前5樓牆面防水完成，刻正進行5樓牆面貼壁磚，4樓及

3樓牆面打底；另2~5樓污排水管配管完成，相關衛生設備定位中

。預計12月中旬完工。 

3、綜合球館屋頂整修工程：業已完成戶外施作屋頂版簷口收邊、山

牆收邊、鋼樑包覆、鋼柱包覆、天溝排水管銜接等。目前進行零

星裝修施作等，預計10月下旬完工。 

4、本校「桃園青埔全球校區」推動進度：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之可

行性評估(修正版)業經109年8月13日召開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會

議決議修正後原則通過，俟公聽會及廠商訪談事宜確認後，續行

核定事宜。 

5、工四館東西側廣場周邊景觀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業於109年8月

25日開標(第4次上網)，因無廠商投標無法決標。已邀集監造單位

等續行工法與預算之檢討，俟確認後，再行辦理上網公開招標作

業。 

(二)提升借用場地管理效能 

1、依據教育部109年9月2日臺教政(一)字第1090128745號函辦理。 

2、教育部為避免大學校院場地管理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擅自出借

場地，私自向借用人收取本應繳給校方之場地費，納為己用及計

價（收費）不實等情形發生，擬定下列改善作為： 

(1)公開收費標準及金額，以利借用者查閱。 

(2)建置透明化系統措施：為避免人為因素衍生場地收入缺失，依「行

政院及所屬機關（構）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明原則」第7點規定，

結合電子化政府設施及科技運用，建置透明化措施，使借用人得利

用該系統填寫及上傳資料供學校審核，審核通過後通知借用人繳款

，繳款完成，可線上查詢繳費情形及列印繳款證明，另借用人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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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透明化系統措施，瞭解學校場地使用狀況，且場地管理員對於該

系統因無使用權限，則可降低人為因素所衍生之場地收入管理缺失

，並有利於外部監督。 

(3)場地借用申請表單編列流水號並設置登記簿：場地借用申請表編列

流水號並設置登記簿，以利確實掌握空間使（借）用狀況，及是否

有應收費未收費情形。 

(4)借用申請表或契約書應檢附計費方式，請會計單位實施內部審核，

並送檔案室歸檔：請依會計法與檔案法規定，借用申請表或契約書

應檢附計費方式，請會計單位實施內部審核，並送檔案室歸檔，以

利後續場地租金收入查核及避免無資料可稽情事發生。 

(5)場地管理收入納入內部稽核：請將場地管理收入納入內部稽核項

目。 

3、請各場地借用管理單位依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及

第2點規定，加強各單位之場地管理作業，以杜絕不法情事發生。

相關文件詳第三類公文及保管組訊息公告及法令規章網頁。 

(三)餐廳及賣場重新招租辦理進度 

1、學生活動中心2樓書局：由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經109

年9月10日辦理驗收作業，復於9月14日完成驗收待改善事項後當

日開始營業。 

2、第一餐廳美食街場地出租案：第1次招商因議約不成而廢標，此案

刻正重新討論定位，待研擬完成後，再進行第2次招商作業公告。 

3、第二餐廳3樓自助餐區場地出租：將於109年9月23日開第4次資格

標，若仍無廠商投標，將全面檢討後，再重新啟案進行招商。 

4、第二餐廳3樓A區場地出租案：經評選結果由登峰有限公司得標，

履約期限自109年5月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該公司因施工設計圖

自109年6月中旬起經本校履次催辦後尚未完成修正，故本校於8

月28日函知該公司限期檢附修正後之設計施工函復本校，該公司

於9月11日以限時掛號函復本校，惟經檢視紙本附件有缺漏及不一

致情況，該來函刻正簽辦中。 

 (四)校園各類活動保險教育課程 

為利本校教職員了解校園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應投保責任保

險相關規定，特邀4家產險公司免費來校講解，課程內容涵蓋:「

舉辦活動」、「場地委外」、「場地出(租)借」及「從事有風險

之實驗」等如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暨其注意事項，以及執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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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公共意外責任之法律關係，109年7月22日、7月30日、9月16

日及9月24日舉辦4場次的研習，皆已順利完成，合計約130位同仁

參與。相關規定及課程參考資料，請至本校New E3數位教學平台

參閱。 

(五)高壓用電設備維護更新停電公告 

本次改善光復校區北區總變電站及中繼二站，經獲校務基金同意

專項電力改善工程計畫，預計於10月1日停電更新，影響停電館舍

公告已透過全校性電郵、校園公告、本處網站及張貼於相關館舍

周知，請務必將電腦及各式電子家電用品插頭拔除，以免送電時

突波造成物品損壞。 

五、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獲獎訊息 

恭賀本校電子研究所郭峻因教授、電控所吳炳飛教授榮獲科技部

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研發成果分別為「深度學習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技術」及「影像式生理訊號量測技術」。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

獻獎是科技部為了表彰積極投入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且績效卓著之

研究人員而設立的獎項，近年來本校年年都有教授獲獎，在此一

獎項斬獲頗多。本次頒獎典禮將於 109 年 9 月 26 日(六)於台北世

界貿易中心一館舉行。 

(二)獎項徵求訊息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及「積極留任國

內優秀年輕學者獎助」受理推薦自即日起至 109年 11月 30日止，

詳細申請規定請至該會網站查詢。請各院級單位於 109年 10月 16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依研發企劃組

通知備齊相關申請資料，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109年 11月 23

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三)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徵求 110年度第 1梯次「科研成果創業計畫」申請案：科技

部為建立產學研連結創新研發之生態系統，提升研發成果商業化

之可行性，達成衍生新創公司或促成廠商併購技術團隊之目的，

徵求符合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推動方向，且具潛力發展為破壞式創

新技術之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9年 9月 29日止，其他相關注意

事項請參閱來函及附件，徵求相關資訊及相關附件可於該計畫平

台網站查詢下載。 

2、科技部「110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本案旨在將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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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投注於學術領先研究群鞏固優勢領域，發展特定領域與關鍵

技術，以塑造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學研究學者與團隊，創造科學價

值。校內截止日至 109 年 11 月 25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

函、徵求公告及相關附件，或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之公告事項

查詢下載。 

3、科技部「福衛衛星科學軟體應用加值」專案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

推動福衛衛星科學軟體應用加值計畫，以太空計畫為槓桿，進行

福衛衛星發展的科學、科技策略運用，透過建立福衛衛星資料加

值應用的介面，以現有硬體與資料為基礎，鏈結使用者需求端與

產業界，達成介接基礎科學至需求面之目標，擴展與提升衛星資

料應用產業價值鏈。校內截止日至 109年 12月 9日止，其他注意

事項請詳參來函及徵求公告，或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之公告事

項查詢下載。 

4、科技部 110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構想書受理申請：為提

升國內奈米科技的研發能量，鼓勵創新應用研究，滿足國內奈米

產業的需求及增進產業的競爭力，引進創新的活水，培育領導的

人才，以因應未來臺灣社會環境的演變及產業發展的轉型等種種

挑戰，提供以基礎科學研究為基石之解方。構想書線上申請截止

日至 109 年 10 月 12 日止(含當日)，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文、

徵求公告及相關附件，或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之公告事項查詢

下載。 

5、科技部「臺灣-愛沙尼亞(MOST-ETAg)雙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受理申請：科技部為推動國內學術發展暨促進與愛沙尼亞

(Estonia)之學術合作，於 2012 年與該國研究委員會(ETAg)簽訂

科學合作協定，並開展雙方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校內收件日

為 109 年 12 月 16 日，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文、申請須知及英

文申請表，或請於 10月 1日起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6、科技部「2021 年歐盟大型儀器培訓計畫(HERCULES)」受理申請：

本案為法國主辦歐盟補助之 HERCULES(Higher European Research 

Course for Users of Large Experimental Systems)培訓計畫，

補助 3 名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人員參與訓練。校內截止日至 109

年 10 月 7 日中午止，計畫相關資訊可至 HERCULES 網站或科技部

網頁查詢下載。 

7、教育部辦理補助 110年度「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徵件須

知」：本案為鼓勵大專校院建立快捷適性的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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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並推動跨校聯盟協同運作，加強軟體創作資源分享及人

才交流合作，以及運用開源軟體發展模式，擴大培養系統軟體人

才。校內截止日至 109 年 10 月 29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

函、徵件須知及徵件須知附件。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含計畫申

請書格式)可於教育部網站或此計畫線上申請/管考系統查詢下

載。 

8、臺北市立動物園「110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受理申請：本案為

配合該園政策白皮書及工作目標，妥善運用動物認養經費以提升

圈養野生動物福祉、落實保育、研究、教育與行銷工作，僅優先

以徵求公告所列焦點物種或核心議題，敬邀各界參與動物認養保

育計畫申請。校內截止日至 109年 10月 6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

詳參來函、作業規定、經費編列原則與標準、計畫書徵件格式及

經費概算表說明。 

六、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本校擬簽署下表合約，本校簽署單位、締約學校、合約種類及效

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署

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效期 

電機學

院、理學

院、國際半

導體產業

學院、工學

院 

日本 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合約書、交

換學生合約書、共同設立合作辦公室

合約書；院級雙聯博士合約書(將於

2020/12/14 到期) 
 
[續簽] 院級雙聯博士合約書(另參國

際事務處報告附件(附件 1，p.1-p.2) 

5 年 

電機學

院、資訊學

院 
德國 

慕尼黑工業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交流合約書、交

換學生合約書(將於 2020/10/5 到期) 
 
[續簽] 院級交換學生合約書(另參國

際事務處報告附件(附件 2，p.3 -p.4) 

5 年 

(二)本校自 109學年度起推出 NCTU-IIT網路學校，提供因疫情無法來

臺之印度理工學院（IIT）雙聯學生線上註冊、修課及與指導教授

進行研究討論之平台。109學年第 1學期 IIT雙聯學生因疫情及當

地境管因素，本學期計有 15 名學生採遠端註冊並透過網路上課

（IIT Delhi 10 名、 IIT Kanpur 4 名、IIT Madras 1 名），另

有 2位 IIT Kanpur學生延後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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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強化境外學生與本國產業之連結，提升境外生就業能力，本年

度迄今本處已公告工研院、凌華科技及 Dell Taiwan等共計 14家

企業提供之實習資訊及 11 家企業之徵才資訊，累計提供逾 50 個

職缺機會。本處將持續提供境外生就業及實習資訊，亦歡迎教師

推薦合作單位提供境外生實習職缺。 

(四)2020年秋季 OPEN HOUSE校園徵才活動，經就輔組協助發送「僑外

生就業實習機會調查問卷」予活動參與企業，共計收到 60家企業

回覆，其中 28家企業開放正式職缺、13家企業開放實習職缺予本

校僑外生。本處業將上開實習及就業資訊提供本校僑外生參考，

並鼓勵僑外生積極參與校園徵才活動。 

主席裁示：本校自 109學年度開始推動 NCTU-IIT網路學校，目前國際

事務處與研究發展處已著手規劃運用此系統進行研究討

論。另請各學院研擬運用此系統建置相關教學、研究等資

訊或計畫，並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提供技術支援。 

七、主計室報告 

(一)邇來迭有經費核銷延宕案件，例如某助理於 109年 8月始請核 108

年 8月至 109年 8月為期一年之學生兼任工作費(獎助獎助津貼)，

影響學生權益至鉅。爰此，請計畫主持人督促助理注意經費之核

銷，務必注意時效，避免影響學生權益。至採購案件之付款及

審核程序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73-1 條規定，於接到廠商提出

之請款單據後，十五日內付款，以維護廠商權益。 

(二)立法院預算中心於 109 年 9 月 3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為辦理預、

決算案審查評估作業之需，請本校配合於同年月 10日前提供下列

資料： 

1、說明陽明及交大 109 年度及 110 年度合校作業之相關時程、配合

業務及合校所需經費預計數。 

2、竹北校區開發情形：包括提供「國立大學申請設立園區基本規範」 

、說明計畫原定期程、目前進度及遭遇問題。 

3、提供建教合作收入來源資料。 

4、育成中心成立始末、營運績效、相關人員任用情形、提供進駐廠

商回饋辦法及各年度回饋金數額、專利獲證件數、技術移轉件數、

創新育成廠商家數及校園衍生創業家數之預決算數。 

5、台南校區成立後，歷年（98至 110學年度）招生、營運及相關財

務收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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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所獲補助（撥補）、經費及硬軟體

設備之預決算數、依子計畫別列示 110 年度預算與該計畫所設定

之續效目標及實際達成情形，並提供計畫書及最新成果(或檢討)

報告供。 

7、提供「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 

 本室已請各相關單位協助於 109年 9月 7日下班前提供相關資料及

說明，並彙整完竣依限送立法院預算中心。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有鑑於近期，資安事件頻繁，攻擊手法日新月異，為防範資安攻擊，

降低資安風險，須有效加強全校資訊安全防護。 

(一)資訊中心將採取相關安全措施如下： 

1、校務行政系統原則上只接受來自校內 IP的連線請求，請在校外同仁透

過 VPN連線登入系統，以降低外部資安攻擊的風險。若為對外服務的

系統，不會限制 IP。 

2、將逐步取消系統使用預設帳號密碼的機制，統一透過單一入口登入進

行使用者認證，並加強使用者之密碼複雜度要求，強制定期變更密碼。 

3、強制要求系統管理者登入時兩階段驗證，並限制特定 IP，加強登入控

管。 

4、強化閘道防火牆外部網路對內部重要系統的存取，針對各異常事件追

蹤及細部分析 log，並加強 APT 等類型之資安攻擊防護。 

5、針對核心系統進行弱點掃描、滲透測試並要求漏洞修補。 

6、將盤點校內機敏資料以及接觸機敏資料之同仁，安排教育訓練加強同

仁資安意識。 

7、導入政府組態基準(GCB)，以規範資通訊設備一致性安全設定。 

8、委外系統廠商請務必遵守本校對資訊相關服務之要求及應負的責任，

相關內容請參照「委外服務資訊安全責任契約附加條款」，並請業務單

位落實委外廠商管理。 

(二)務請全校同仁加強資安風險觀念，共同保護個人資訊安全： 

1、妥善保護自己的帳號密碼，定期更換並強化密碼複雜度。 

2、避免使用不支援之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適時進行版本升級，修補作

業系統及應用軟體的安全性更新。 

3、使用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病毒碼及掃毒。 

4、勿開啟、點閱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且不下載安裝來路不明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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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為加強全校資訊安全防護之觀念，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開設相關

教育訓練課程，另為提高校內人員資安意識及警覺性，請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將相關須注意之異常情形及警示情形臚列後周知全

校人員。 

二、為因應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將自 110年 2月 1日起合併，有關本

校目前各校區及與國立陽明大學相關資訊系統之連結及整合，須

開始著手處理。各實驗室相關研究計畫應編列資安相關經費，以

支應相關資安設備維護經費；後續以整合至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統

一維護為規劃方向。 

三、有關學生代表提出重新開放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24H電腦區服務之

建議，惟仍應考量使用率及相關服務成本後，再作適當調整。 

四、防疫期間本校仍應維持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參、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擬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請討論。(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與研究發展處共同提案) 

 說 明： 

一、依「國立交通大學與企業合聘教師合作準則」辦理(附件 4，P.18)。 

二、本校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促進產學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

意就學術交流、研究合作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擬簽訂「學術交流

與合作協議書」，協議書草案如附件 (附件 5，P.19~P.20)，另協議

書第四條提及之「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合作協議書全文

如附件(附件 6，P.21~P.30)。 

三、本協議書第四條有關本校與中華電信之合聘事宜、產學合作等，依

「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合作協議書、雙方產學合作辦法

及相關法令，另行簽定契約；又「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合作協議書第四條，本校執行中華電信委託計畫，其研究成果產出

歸屬中華電信所有。 

四、本合作協議書通過後，將作為本校各學院系所合聘中華電信研究人

員為合聘教師之依據，免再與個別學院簽署合作協議書。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時 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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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績效特優導師(共計 7名，依姓氏筆畫排序) 

  教育所 李漢華助理教授 

  土木系 林子剛副教授 

  傳科系 俞蘋助理教授 

  光電系 高宗聖助理教授 

  資財系 黃思皓助理教授 

  生科系 黃植懋副教授 

  應化系 劉學儒助理教授 

 

108學年度績優導師(共計 44 名，依姓氏筆畫排序) 

  照能所 尤信介助理教授 

  電子系 方偉騏教授 

  電機系 王忠炫副教授 

  應數系 王國仲副教授 

  電機系 余俊宏助理教授 

  材料系 吳欣潔副教授 

  電物系 吳建德助理教授 

  傳播所 吳泰毅助理教授 

  國際半導體學院 吳添立助理教授 

  電機系 宋開泰教授 

  電機系 李育民副教授 

  應數系 李明佳教授 

  外文系 周昭廷助理教授 

  電子系 杭學鳴教授 

  GMBA 林士平副教授 

  影生所 林伯昰教授 

  電物系 林俊良助理教授 

  光電所 林建中教授 

  電子系 林詩淳教授 

  科法所 邱羽凡助理教授 

  生科系 柯泰名助理教授 

  電機系 紀佩綾副教授 

  資工系 范倫達副教授 

  管科系 高國揚助理教授 

  經管所 高瑞麟助理教授 

  體育室 張振興助理教授 

  人社系 莊雅仲教授 

  資工系 陳志成教授 

  生科系 陳亭妏助理教授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陳建志副教授 

附件 2 



 16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曾煜棋教授 

  資工系 游逸平副教授 

  電機系 黃家齊教授 

  資工系 趙禧綠副教授 

  電子系 劉建男教授 

  資管所 劉敦仁教授 

  電機系 蔡中庸講師 

  機械系 蔡佳宏助理教授 

  資工系 蔡孟宗助理教授 

  機械系 賴錦文副教授 

  運管系 鍾易詩副教授 

  電子系 簡鳳村副教授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魏澤人副教授 

  生科系 蘇昱誠助理教授 

 



 17 

 

 

 109學年第 1學期導師時間課程 
週 

次 

日 

期 
課程內容 講者 場地 承辦單位 備註 

05 10/14 

衛保組講座 

愛滋迷思 甘安

捏?! 

陳伯昂 

新竹市風城部屋 
合勤講堂 衛保組 

限 200人 

請先行報名 

諮商中心講座 

世代共好－活出

年齡的價值 

林宗憲 

搖滾爺奶創辦人 

電資大樓 

第 4會議室 

諮商 

中心 

限 150人 

限線上報名 

服務學習講座 

東南亞家人教會

我的事 

劉政暉 

台東均一實驗高

級中學公民科教

師 

電資大樓 

第 1會議室 

服務 

學習 

中心 

限 120人 

限線上報名 

07 10/28 

服務學習講座 

中原大學電機系

海外偏鄉志工隊

分享 

李俊耀 

中原大學電機系

海外志工隊指導

教授兼服務學習

中心主任 

電資大樓 

第 4會議室 

服務 

學習 

中心 

限 180人 

限線上報名 

09 11/11 

服務學習講座 

2020交大國際志

工服務分享 

交大國際志工團 
電資大樓 

第 4會議室 

服務 

學習 

中心 

限 180人 

限線上報名 

10 11/18 

諮商中心講座 

衝突過後，我們

還能沒事嗎？談

關係的理解與修

復 

  
電資大樓 

第 4會議室 

諮商 

中心 

限 150人 

限線上報名 

11 11/25 

運動會預賽 - - 體育室 - 

服務學習講座 

撐起一種名為無

限的可能——關

於公益創新的這

些事 

高翠敏 

社團法人台灣數

位文化協會 

NPOst 公益交流

站副秘書長 

電資大樓 

第 4會議室 

服務 

學習 

中心 

限 180人 

限線上報名 

12 12/2 運動會 - - 體育室 - 

13 12/9 
性平講座(講題

待訂) 

許純昌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專任幹

事 

浩然 B1 

國際會議廳 
生輔組 

限 200人 

已額滿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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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與企業合聘教師合作準則 

109.06.17  108學年度第 8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 

109.07.17  108學年度第 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院系所及教學單位與國內具高研發能力之企業，為

合聘企業優秀研發人員為本校合聘教師，以進行產學合作事宜，提昇本校研發技術與

教學效能，特訂定本準則。 

二、 國內合作企業須資本額為新台幣三十億元以上，具研發創新發展及產業技術前瞻突破

績效與競爭力。 

三、 本準則所稱產學合作，包括以下各項： 

（一） 產學研究合作。 

（二） 圖書儀器設備之互用。 

（三） 專題研究之合作。 

（四） 研究生論文之共同指導。 

（五） 課程之開授。 

（六） 其他有關學術合作事項。 

四、 本校各院系所及教學單位應依據本準則擬定與國內企業之合作約定，明定詳細合作內

容及權利義務，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簽訂合作契約。 

五、 依本準則合聘之教師，其資格比照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辦理。惟合聘

教師是否具有利益衝突及迴避事項，由聘任單位審慎確認並納入審查。 

六、 本校合聘企業研發人員其初聘須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續聘經系(所)、院教評會通

過，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 

前項合聘教師得由本校依合作內容核發合聘教師聘書，聘期每次最長為二年，期滿得

續聘。合聘期間於原職企業離職者，合聘契約至離職前一日止，合聘企業並應於知悉

之日起三日內通知本校合聘單位。 

七、 合聘教師，其待遇、福利、保險及退休等，依其原職企業之規定辦理。本校得依規定

支給差旅費或鐘點費。 

合聘教師，得在合聘期間使用本校研究設施並參與學術活動。除與企業合作成立之非

屬本校編制單位外，不得參與其學術政策、預算支配及人事問題或行政工作（含主管）。 

八、 依本準則合聘之教師，本校不代為辦理申請教育部教師資格證書。 

九、 合聘教師在合聘期間與本校合作發表之研究成果及論文，須於作者欄註明其為本校之

合聘教師。 

十、 本準則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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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立協議人 
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乙雙方為促進産學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合聘師資、研究發展

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並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 學術交流合作項目 

一、雙方之研究人員、教師、學生互訪。 

二、共同推動研究及教學活動。 

三、共同指導學生進行論文專題研究。 

第二條 甲方合聘乙方之研究人員 

一、 合聘人員，其待遇、福利、保險及退休等，依乙方之規定辦理。甲

方得依規定支給差旅費或鐘點費。 

二、 合聘人員，得在合聘期間使用甲方研究設施並參與學術活動。除與

企業合作成立之非屬甲方編制單位外，合聘人員不得參與其學術政

策、預算支配及人事問題或行政工作(含主管)。 

三、 合聘人員在合聘期間所發表有關第四條合作範圍內之研究成果報告

及論文，須註明其為甲方合聘教師。 

四、 合聘期間於乙方離職或留職停薪者，合聘契約至離職或留職停薪前

一日止，合聘企業並應於知悉之日起三日內通知甲方合聘單位。 

第三條 研究合作範圍 

一、合作進行研究計畫。 

二、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三、進行雙方同意之資源共享計畫。 

第四條 協議之實施 

本協議為雙方之備忘錄，合聘事宜及產學研究合作、專題研究合作等，

除依「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合作協議書、甲乙雙方產學合作

相關辦法及相關法令外，甲乙雙方並應就雙方之法律關係(含合聘人

員)、各方權利義務、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保密義務等事宜另行簽訂契約，

據以執行。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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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協議書期限 

本協議書經雙方代表簽署後，自相關作業辦法與程序通過後始為生效，

期限為二年，雙方得另簽書面協議展延之。 

第六條 利益迴避 

為避免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合聘人員不得擔任就讀甲方碩博班之乙方

員工的論文指導教授；合聘人員及乙方員工亦不得擔任乙方委託甲方之

研究案的主要工作人員。 

第七條 本協議書正本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國立交通大學    

代表人：陳信宏代理校長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繼茂董事長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21

之 3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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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獲獎訊息
	恭賀本校電子研究所郭峻因教授、電控所吳炳飛教授榮獲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研發成果分別為「深度學習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技術」及「影像式生理訊號量測技術」。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是科技部為了表彰積極投入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且績效卓著之研究人員而設立的獎項，近年來本校年年都有教授獲獎，在此一獎項斬獲頗多。本次頒獎典禮將於109年9月26日(六)於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舉行。
	(二)獎項徵求訊息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及「積極留任國內優秀年輕學者獎助」受理推薦自即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詳細申請規定請至該會網站查詢。請各院級單位於109年10月16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依研發企劃組通知備齊相關申請資料，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109年11月23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三)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徵求110年度第1梯次「科研成果創業計畫」申請案：科技部為建立產學研連結創新研發之生態系統，提升研發成果商業化之可行性，達成衍生新創公司或促成廠商併購技術團隊之目的，徵求符合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推動方向，且具潛力發展為破壞式創新技術之計畫。校內收件日至109年9月29日止，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來函及附件，徵求相關資訊及相關附件可於該計畫平台網站查詢下載。
	2、科技部「110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本案旨在將適當資源投注於學術領先研究群鞏固優勢領域，發展特定領域與關鍵技術，以塑造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學研究學者與團隊，創造科學價值。校內截止日至109年11月25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徵求公告及相關附件，或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之公告事項查詢下載。
	3、科技部「福衛衛星科學軟體應用加值」專案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推動福衛衛星科學軟體應用加值計畫，以太空計畫為槓桿，進行福衛衛星發展的科學、科技策略運用，透過建立福衛衛星資料加值應用的介面，以現有硬體與資料為基礎，鏈結使用者需求端與產業界，達成介接基礎科學至需求面之目標，擴展與提升衛星資料應用產業價值鏈。校內截止日至109年12月9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徵求公告，或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之公告事項查詢下載。
	4、科技部110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構想書受理申請：為提升國內奈米科技的研發能量，鼓勵創新應用研究，滿足國內奈米產業的需求及增進產業的競爭力，引進創新的活水，培育領導的人才，以因應未來臺灣社會環境的演變及產業發展的轉型等種種挑戰，提供以基礎科學研究為基石之解方。構想書線上申請截止日至109年10月12日止(含當日)，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文、徵求公告及相關附件，或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之公告事項查詢下載。
	5、科技部「臺灣-愛沙尼亞(MOST-ETAg)雙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為推動國內學術發展暨促進與愛沙尼亞(Estonia)之學術合作，於2012年與該國研究委員會(ETAg)簽訂科學合作協定，並開展雙方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校內收件日為109年12月16日，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文、申請須知及英文申請表，或請於10月1日起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6、科技部「2021年歐盟大型儀器培訓計畫(HERCULES)」受理申請：本案為法國主辦歐盟補助之HERCULES(Higher European Research Course for Users of Large Experimental Systems)培訓計畫，補助3名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人員參與訓練。校內截止日至109年10月7日中午止，計畫相關資訊可至HERCULES網站或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7、教育部辦理補助110年度「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徵件須知」：本案為鼓勵大專校院建立快捷適性的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模式，並推動跨校聯盟協同運作，加強軟體創作資源分享及人才交流合作，以及運用開源軟體發展模式，擴大培養系統軟體人才。校內截止日至109年10月29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徵件須知及徵件須知附件。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可於教育部網站或此計畫線上申請/管考系統查詢下載。
	8、臺北市立動物園「110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受理申請：本案為配合該園政策白皮書及工作目標，妥善運用動物認養經費以提升圈養野生動物福祉、落實保育、研究、教育與行銷工作，僅優先以徵求公告所列焦點物種或核心議題，敬邀各界參與動物認養保育計畫申請。校內截止日至109年10月6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作業規定、經費編列原則與標準、計畫書徵件格式及經費概算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