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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10月 21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請假）、謝漢萍副校長（請假）、台聯大許千樹副校長、裘性天主任

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楊武組長代理）、

周世傑國際長（陳慶耀副國際長代理）、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

理學院盧鴻興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

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何信瑩副院長代理）、客家學院郭良文

代理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

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

人事室譚潔芝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長、學生議會王蔚鴻議長 

列  席：台南分部許千樹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請假）、頂尖計畫

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事務組柯慶昆組長、生輔組蔡

燕茹小姐、學務處黃嘉琳小姐、保管組葉于正先生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為強化全人教育，導師制度及領袖人才培育二項議題亦具相關性，學務處及教務處應密

切合作，並請林副校長負責協調二處分工及整合作業。 

二、有關鼓勵教師參與通識教育授課、以英語授課及推動每位教師均參與大學部授課等措施，

請教務處儘速規劃，俾於 100 學年第 2學期全面實施。 

三、部分系所整併為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請各院儘速規劃及提早作業。 

四、為提升本校國際化，有關外籍生招生、交換生等應求積極提升，並增設英文授課課程，

從制度面及執行面鼓勵自國外學成之新進教師前三年能以英文授課；另請各學院與所屬

系所討論，於一週內規劃英文授課課程（或專題）送教務處及國際處彙整，由該二處提

下次行政會議報告。 

五、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就各單位中英文網頁需檢討改善事項，提下次行政會議報告。 

六、請林副校長與學務處、體育室研商梅竹賽三年後之規劃，尤應重視提升運動精神及團隊

參與，並於明年 4月以前宣告未來實施之方式。 

七、請國際處及人事室設計表格，蒐集填列外籍師生各項重要數據資料並定期更新。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0 年 10月 14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請參閱會議紀錄

附件），已 E-mail 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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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

（P9-16） 

三、本校「導師制度改革」簡報。（簡報人：傅恆霖學務長） 

主席裁示： 

一、導師時間納入為大一、大二必修 4 學分課程並予評定學生成績，請教務處協助課程

開課事宜。 

二、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規劃、設計課程（如思辨、課外活動及專題演講），加強導師生

互動，引導及啟發學生。 

四、本校「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簡報。（簡報人：林進燈教務長） 

主席裁示：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如開班人數、領袖人才培育專門設計課程、學分數、標竿

校友講座及分階訓練等）修正後，儘速推動。 

五、教務處報告： 

（一）有關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計畫，提醒各學院，依 100年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各學院精進教學規劃簡報會議記錄決議，各學院之英語授課課程，每年需增長 20％。

各教學單位在排定 100學年度下學期課程時，請各學院協助達成相關決議指標。 

（二）學術研究倫理課程：為使本校研究生了解學術研究倫理之基本概念，教務處設有學術

倫理專區，並由本校教育所周倩教授研發「學術研究倫理」數位自學教材，共二單元，

約四小時。(第一單元：倫理與責任，第二單元：避免抄襲或剽竊），如有系所主管認

為系上研究生有修習必要，可填寫教務處之調查表格，教務處將協助於 E3系統上建立

帳號，讓學生上網自學。 

（三） 101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詴入學招生日前報名截止，碩士班 5539人報名(去年 5202 人)，

博士班 88 人報名(僅有少數系所組參加，去年 98 人)，考生資料已送達各系所辦理後

續審查與口詴等，將於 11月分兩梯次放榜。 

（四）選課業務：學生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得辦理停修課程，一學期以一門為限，學生申

請停修課程後，當學期修習學分仍應達最低應修學分數之規定。 

（五）排課業務：100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之編排正進行中，已於日前發通知給各開課單位，

請各開課單位編排下學期課程表。 

（六）E3教學平台：配合教師及教學需求陸續建 e3帳號、匯帳號及建虛擬課程等。如:科法

所學分班、財經所學分班。若各教學單位有需求，請逕洽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協助。 

（七）出版業務： 

    1.7 月至 8 月完成出版，共 6 本/套：《風吹柳絮－李泰祥音樂精選：改編給木笛的合奏

曲》、《電路學原理與應用》、《機率》、《學術倫理數位教材》、《雅美族歌謠：情歌與拍

手歌》、《雅美族歌謠：古謠》。 

    2.本學期預定出版：（連同 9 月已出版 2 本、本學期預計出版 20 本平面出版品、2 套數

位出版品） 

3.合作出版－《薪傳在交大二－交大績優導師的故事》（學務處）、《說書二－交大新文藝

復興計劃導讀文集》（通識教育委員會）、《風吹柳絮－李泰祥音樂精選：改編給木笛的

合奏曲》（13本樂譜）、《資訊社會研究》（期刊－傳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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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人出版－《綠色節能產業及應用》（科管所徐作聖教授）、《文化產業研究》（人社系

劉大和助理教授） 

5.數位出版－《數位電路設計》（資工系單智君教授）、《電磁學》（電信所鍾世忠教授） 

（八）「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推動之「華語文能力測驗」今年度第二場正詴考詴將

於 11 月 5 日舉行，本中心為考詴推廣中心，協助考生報名及繳費作業，此次考詴交大

共有 6名外籍生報名參加。 

（九）華語中心將於 10 月 27 日及 12 月 13 日舉辦 2 次 Chinese Table 活動，並於 11 月 24

日舉辦「100 學年度中文朗讀比賽」，藉由活動之舉辦，提高僑外生華語學習熱忱，並

增進學生交流與互動。 

（十）華語中心與通識中心合辦「國立交通大學本地及國際學生 第一屆書法比賽」，11 月 4

日截止收件。期許能提升學生之文化素養，強化外籍學生對我國文字與文化之理解，及

對書法之美的欣賞與創作能力。相關活動資訊亦將公佈於華語中心網站。 

 

六、學務處報告： 

（一）本校諮商中心於 99學年度推行輔導工作成效卓著，經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審查通過，

榮獲 100 年度「推行輔導工作績優學校」，已於 10 月 15 日至嘉義大學接受表揚，獲

頒獎狀乙只。諮商中心長期耕耘付出獲得專業肯定。 

（二）100學年度新生尚有 511人未體檢，發函系所通知未檢學生，將於 11月 8日上午 9時

至 12 時至光復校區中正堂補體檢。98 學年度第二次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為照顧學

生身體之健康，預防校園傳染病蔓延，維護校園安全，若未如期完成體檢並繳交體檢

報告者，將記警告乙次，以示警惕。 

（三）100 學年「大學部學生座談」原訂 11 月 23 日舉行，因故提前至 11 月 2 日(三)15 時

40分至 17時 30 分，於中正堂實施。本次參加人員：大學部各班 2員代表，另開放網

路自由報名參加（含研究生），請各院協助安排出席學生代表(大學部)。 

（四）聯服中心協助更新行政大樓各單位室內外中英文樓層指示牌，業經各單位核對，於 10

月 6日請廠商製作中。校內外各單位委託聯服中心櫃台放置之書刊、宣導品等,會不定

期公佈聯服中心網頁最新消息,請多加利用。 

（五）學生請假電子系統已開放使用，系統網址： http://stuoffcourse.nctu.edu.tw 或由

生輔組網站點選進入，教師帳號為員工代號，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後六碼，當學生

完成請假作業時，會以 E-mail 方式通知授課老師、輔導教官、系主任或學務長核示。 

（六）「2011 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役研男進，自 10 月 3 日正式起跑，10 月 5 日研發替代

役制度說明會已圓滿落幕，當天由內政部役政署張富雄科長及施奕暉督察蒞校指導，

本校及鄰近學校參與之碩博同學約 480 人；陸續辦理公司說明會、面談會及分享講座

請上活動官網查詢（http://openhouse.nctu.edu.tw/），歡迎碩博士生踴躍參加，收

集相關產業資訊。 

（七）響應青輔會舉辦 100 年區域和平志工服務，服務學習中心將於 10 月 29 日假本校光復

校區浩然圖書館 B1國際會議廳舉行「2011國際志工論壇：樂當築夢小飛俠」，邀請台

大、清大、陽明、中央、中華等大學國際志工團隊分享成果，並邀請協力單位與會論

壇，分享經驗傳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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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0學年度施振榮績優社團社長獎學金已於 10月 11日召開審查會議，本學年度總計 7

人獲獎，獲獎名單：學術性社團-鐵道研究會王劭暐、學藝性社團-攝影社林宗諺、體

育性社團-劍道社劉芮菁、競技啦啦隊黃薏寧、康樂性社團-熱舞社蔡昆宏、音樂性社

團-管弦樂社陳奕秀、服務性社團-及人服務團李靖淳。本獎學金為施振榮校友捐助，

為培育未來領袖人才，獎勵各社團社長用心積極推展社團活動，提高社團活動品質及

充實活動內容。 

（九）本校學生社團-羽球社，將於 10 月 22 至 23 二日於本校綜合球館、羽球館舉辦「2011

勁竹盃全國大專校院羽球菁英賽」。 

（十）體育室於暑期開辦「100年暑期體育推廣訓練班」，共開設游泳、羽球、桌球、足球、

美式籃球、兒童籃球、網球訓練班七個項目，師資均為本室教練、教師及校代表隊(助

教)；總計參加的人數達 367人。 

（十一）體育室 100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運動推廣班」每週二及週四 17 時 30 分至 18 時 30

分皮拉提斯，歡迎本校教職員工、學生眷屬及社會人士踴躍報名參加。 

 

七、總務處報告： 

（一）營繕工程進度報告： 

    1.室內溫水游泳池新建工程於 10月 7 日取得消防檢查合格通知函，10月 13日向主管機

關科管局掛件申請使用執照，並於 10 月 19 日使照會勘完成，科管刻簽發使用執照程

序中。本工程已於 10 月 12日辦理工程驗收，現承包商依驗收缺失改善中，限期於 10

月 21日改善完成。 

    2.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承包商於 100年 8月 14 日提報完工， 8月 18 日取得

使用執照，本校於 8 月 22 日至 25 日辦理竣工確認， 9 月 21 日台電送電及機電設備

全部測詴完成，於 10 月 19 日起辦理工程初驗；空調工程已完成招標並於 10 月 16 日

正式開工，預計 45日曆天於 11 月底前完成裝設。第二次變更設計（新增安全帷幕牆、

循環水設備系統等）設計單位已於 10 月 7日提出提議單及概算，於 10月 20日與使用

單位開會確認。 

    3.學生宿舍興建案籌建推動委員會於 9 月 28日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確定配合南區宿舍區

整體開發，一期 650 床研究生第三宿舍與二期國際學生宿舍應合併規劃，另機車棚建

置工程同步研提規劃構想書報部核定，本案於 10月 6日提校務規劃委員會同意後，於

10 月 14 日與住服組及國際處召開需求討論會議確認需求。後於 10 月 17 日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同意本案，及經 10 月 19 日校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10 月 20 日與

學務處住服組討論構想書、工程管線配置及進度控制事宜。 

    4.人社大樓新建計畫，人社院於 10月 6日召開使用空間檢討會，進行人社二館（新生館）

前後兩基地進行建築物量體模擬與需求評估，建築師已依使用需求併同人二及人三館

進行配置規劃。人社院後於 10 月 17 日召開院內公聽會，會中決議將由總務長、人文

社會學院院長、黃世昌老師、建築所老師及設計建築師研擬兩基地配置方案評估，擬

於分析優劣找出對環境、景觀衝擊最小、效益最佳方案供人社院內教師參考後，再行

召開院務會議決議基地位置。 



5 

 

（二）清華大學開發學人宿舍規劃道路預定由該校碩齋興建聯絡道路至基地案，預計經過本

校大學段 656 及 656-1 地號，使用面積約 200 平方公尺，未來做為新清交小徑（3 公

尺寬人行步道），說明如下： 

    1.清大學人宿舍基地（成功段 53 地號），基地為 0.3 公頃，興建 70 戶，預計 101 年 10

月開工。為期施工順利需有一工程便道使用及新增一新清交小徑未來可供行人（自行

車）通行至兩校及大學路。（共同使用範圍如附件二，P17）。 

    2.便道路線：預計自清大碩齋樓興建至基地，擬經過本校大學段 656 及 656-1 地號、面

積約 200平方公尺，完工後做為 3公尺寬人行步道，全長度約 111公尺。（現場照片如

附件三，P18-20），區域位於環工所、水質淨化區、11 舍後方圍牆外約 2~3 米落差之

雜林地。 

3.經 99 年 11 月 1 日雙方會勘協調後，擬採用兩校共同使用方式規劃，以期有一新清交

小徑，可供行人（自行車）通行。 

4.興建聯絡道路需基於下列原則： 

(1)使用原則：共同使用，非單方使用。 

(2)共榮原則：作為保有具有生態特性的清交小徑。 

(3)安全原則：避免機車使用，以車檔方式；在交叉口做監視系統管制。 

(4)互惠原則：本校已提供二個地號做為聯絡道路施工使用，清大頇將清交小徑納入該校

學人宿舍規劃設計。未來道路工程費及後續養護建請由清華大學負責。 

 

八、 研發處報告： 

（一）研發處即日起開始受理 100年度研究成果獎勵申請。期刊論文申請至 11 月 4 日截止，

專書著作申請至 11月 11日截止，請轉知各單位所屬教師及研究人員(含博士後研究人

員)，於研發指標資訊系統線上提出申請。 

（二）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從事研究，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期刊，研發處即日起開始受理 100

年度「學生優良期刊論文獎勵」申核作業，截止收件日期為 11月 7日(一)。 

（三）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徵求「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101年度國科

會補助之「產業化之創新生技研究計畫」: 「計畫綱要表」截止日至 10月 31 日止。 

（四）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月 27 日止。 

（五）「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輔導成立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服務中心補助作業要點」受理申

請: 校內截止日至 11月 16日止。 

 

九、國際處報告： 

（一）10月 17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邀請謝副校長、教務處、學務處、

研發處及各院院長及代表與會，會中對於 101年暑假舉辦「暑期國際學程 Summer 

Program」、鼓勵年輕學者與國外頂尖大學及研究團隊合作、及與越南、印度地區重點

機構交流合作與招生策略等議題多所交流並達成共識。 

（二）為招收國外優秀學生前來本校短期就讀與研究，國際處整合校內資源，本處將於 101

年暑假舉辦「暑期國際學程 Summer Program」預計將包括各學院專業課程及實習、華

語課程、企業及文化參訪等活動，以擴大本校在國際知名度及影響力，並籲請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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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單位鼎力協助推展。 

（三）10月 21日陝西省高教訪問團來訪我校，由陜西省學位委員會秘書長暨陜西省政府辦

公室主任孫朝先生率領陜西省高等教育代表共 11人，代表包含大陸 985高校之西安交

通大學研究生院何茂剛副院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李譜華處長與 211 工程學

校之陜西師範大學研究生部楊祖培主任等。由國際長代表接待，並邀請傅副教務長、

研發處周主任與會會談。 

（四）教育部為獎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提供該部會之台灣獎學

金，自 2012年 8月起入學新生，每名受獎生待遇調整如下： 

    1.學費及雜費(包括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受獎生學費及雜費上限於新臺幣四萬元以內

(含新臺幣四萬元)，由本部核實補助，超過新臺幣四萬元者，不足部分由受獎生就讀

之 大學校院配合款補貼支應；雜費不包括代收代辦費、論文指導費、保險、住宿及網

路使用費等相關費用，由受獎生自行負擔。 

2.生活補助費：本部補助大學生每月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碩士及博士生每月新臺幣二萬

元。 

（五）100學年度第 2 學期(春季班)國際學生入學申請計有 34人申請，共 75件申請件。其

中碩士班 17人，博士班 17人。目前各系所正進行資料審查，預計於 11月中、下旬放

榜。 

（六）本校與中華電信合作之東南亞獎學金於 100學年度計有 6 名僑生及 4名外籍生受獎。 

（七）天母扶輪社提供之優秀外籍生獎學金全台計有 9名外籍生獲獎，本校共有 2位受獎生

獲獎。 

（八）國際服務中心將推展接待家庭假期接待計畫，並發函全校教職員工協助照顧就讀本校

之國際學生，以提供諮詢、表達關懷及協助照顧其生活，使渠等體會國內同胞溫情進

而瞭解中華文化，促使安心向學順利完成學業或研究。 

（九）10月 11日國際服務中心召集國際性學生社團負責人 SAA 學生大使、僑生聯誼會、及

AIESEC聯席會議協助學生社團發展，讓彼此認識，希望能對本學期活動達成共識，並

討論未來分工合作事宜。另訂下周邀請 Chalmers Taiwan， FSA 外籍生學會、SAA、

及 AIESEC進行第二次研商本地生與外籍生共同辦理活動及合作。 

（十）10月 16日國際服務中心輔導 SAA學生大使及外籍學生於辦理文化參訪；赴鶯歌陶瓷

博物館及大阪根森林一遊。 

（十一）本校 101年 2月赴大陸地區交換生計有北大、清華及上海交大共 12人申請，本處正

與各校接洽中。 

 

十、頂尖計畫辦公室：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各單位經費執行率（截至 10 月 21 日止）詳如書

面附件，請各處室、學院與頂尖中心加速執行進度，無法執行之經費將收回由校方統籌。 

主席裁示： 

一、請總務處、研發處、圖書館、國際處、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客家學院及理學院應

注意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執行進度，並於下週一前將執行情形說明送校長室。 

二、各頂尖中心及研究團隊所需儀器設備請儘速於 10 月 28 日（五）底前完成請購及辦

理核銷，未能完成者，其經費將考慮收回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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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處室及學院經費執行率於10月底前需達 85%；頂尖中心及研究團隊執行率需達 90%。 

十一、圖書館報告： 

（一）圖書館 100 學年電子資源推廣系列活動，「學習 e 起來」，10 月 18 日邀請語言中心秦

毓婷老師演講「如何善用圖書館資源提昇英文能力」，共有 2百多位同學參與。由於學

生 反 應 熱 烈 ， 未 來 將 再 規 劃 一 場 類 似 活 動 ， 當 天 內 容 講 義 可 參 考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12/。 

（二）圖書館於 9月 27日至 10月 30日「推出「2011大學新鮮人百大好書特展」，參考博客

來網路書店推薦書單與圖書委員之推薦，為本校新生介紹一百本好書，內容包括文學、

科幻、推理、言情小說與人物專輯等，兼具深度、活潑及多樣性，詳細內容請參考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291/。 

（三）圖書館 2012 年西文期刊訂購案 10 月 5 日已由購運組協助上網進行公開招標程序，等

標期為 40天，預計 11月底完成。 

（四）圖書館 4 樓閱覽區於 10 月 17 日傍晚發生偷拍事件，一位外校陳姓男子將手機置於腳

上偷拍對面的女學生，經在場同學發現並通報館員後，立刻請駐警隊與警方處理。圖

書館處理類似事件，均秉持迅速通報、確實查證等標準處理程序，未來將再加強館內

巡邏與座位隔板密封等措施。 

 

十二、會計室：有關本校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確依照預算法第 62條之 1規定辦理。說

明如下： 

（一）按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政府各機關

暨公營事業、政府捐助基金 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府轉投資資本 50%以上事

業，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贊助機關、單位名稱，

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二）另依教育部會計處通報說明，監察院日前已針對政府機關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事宜

陸續約詢相關機關，並請審計部對於違反規定者所支經費需作必要處理。 

（三）是以因預算法規定明確，俟後本校辦理政策宣導時，無論以何種型態辦理，均應明確

標示廣告二字。行政院主計處於 100 年 9月 9日通知提供新聞局 100年 8月 31 日於聯

合晚報刊登之「毒品危害」政令宣導乙份供參。(附件四，P21-22) 

 

十三、光電學院：為協助台南分部光電學院發展，依據本校「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

理學院通過支援台南分部光電學院教師 2 名，並提本會議報告。 

（一）支援教師為吳光雄教授(電物系)及莊振益教授(電物系)；本案業經理學院主管會議通

訊審議(100年 10月 16日)通過。 

（二）依本校「教師支援台南分部暫行辦法」規定，支援每次以兩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

一次。本次支援期限自 100年 8月 1 日起至 102年 7月 31 日止。 

 

十四、秘書室報告：敬請各處室、院系所提供新聞或獲獎訊息時，同時提供英文版作為交大

英文首頁之內容。交大英文首頁訊息發佈流程請參閱附件五。（P23）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12/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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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甄審要點」修正草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0 年 10月 17日勞務策進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詳如附件六。（P24-25） 

二、 本校「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甄審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

閱附件七。（P26-31） 

三、 本校「工友晉升技工資格考評表」及「推薦具體事蹟表」請參閱附件八。（P32-33）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甄審時應公平、公正及公開且透明化。 

 

案由二：訂定本校「重大建設計畫會報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校長交議） 

說  明： 

    一、為加強本校對重大建設計畫之管制追蹤，確實掌控執行進度及品質，並促進相關 

單位之橫向聯繫，以如期完成各項目標，擬於行政會議下設置「國立交通大學重大

建設計畫會報」，業訂定該會報設置要點(草案)。 

二、本校「重大建設計畫會報設置要點」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九。（P34）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條文第二點「本會報任務為追蹤管制本校年度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增

列「校園整體規劃及」等文字，修正為「本會報任務為校園整體規劃及追蹤

管制本校年度列管重大建設計畫……。」 

（二）刪除第六點。 

    二、修正後之本校「重大建設計畫會報設置要點」請參閱附件十。（P35）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為加強本校對重大建設計畫之管制追蹤，確實掌控執行進度及品質，並促進相關單

位之橫向聯繫，以如期完成各項目標，於本次行政會議提案設置「國立交通大學重

大建設計畫會報」，並置執行秘書一人。衡量本會報係為管控各重大建設計畫，故擬

將該會報執行秘書納入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委員之一。 

二、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十一。（P36-37）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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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99No9 

1000225 

主席裁示：有關中油公司將於大學路興建宿舍

案，請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與國際

處事先協商，是否承租部分區域供本校

國際生及研究生使用。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國際處 

總務處： 

一、有關宿舍規劃案，總務處已於100年3月1日簽請  

相關單位提供資料，並於3月8日收齊資料，3月

23日中午召開跨處室討論會議。 

二、會中經綜合討論各單位需求，達成規劃共識。 

三、目前教務處(思源書院)、學務處(研究生宿舍)

已確定無需求。 

四、本案中油公司目前初步規劃興建532間雙人房，

細部之興建成本、租金水準等資料中油已於5月

23日提供予本校，目前租金初估每人每月6000

元，價格偏高且遠高於校內租金水準。於8月31

日與中油公司針對規則與租金溝通，並請該公

司於財務計畫考慮不列計土地使用成本及降低

獲利率思考，調降租金水準可行性。 

五、本案訂於10月24日由謝副校長主持需求討論會

議。 

學務處：有關學生宿舍需求於100年2月9日、3月8日

分別提供中油公司、總務處彙整處理。另於3月

18日提供新建宿舍構想書於行政會議討論。考

量行政作業程序與基地量體，本處建議沿用前

已審議通過之南區BOT案南區基地，以第一期

1000床位規劃，並將資料送跨處室會議討論。 

教務處已

結案 

國際處已

結案 

學務處已

結案 

總務處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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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針對現有(99學年)之國際學位生、國際交

換生及大陸交換生就住宿意願、房型需求進行

問卷調查，再根據近年國際學生的成長比率，

推估104學年時國際學生、交換生、陸生的住宿

需求，已將調查結果提供總務處作為未來規劃

之參考。 

99No13 

1000401 

主席報告：五、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應整合各跨

處、室等教學或行政單位資料庫建檔，建

構規劃本校校務系統。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一、教師 e-portfolio資訊系統：蒐集他校教師個

人經歷管理系統之相關資料做為參考，草擬畫

面初稿。 

二、開發約用(計畫)人員線上請核系統，跨研發處、

會計室相關資料整合使用，已完成雛型設計與

測詴，目前測詴後修改中，預計 10月 18日 正

式上線。 

三、開發兼任助理工作費管理系統，跨會計室、人

事室、出納組相關資料整合使用，已完成雛型

設計，且於 10月 6日邀請系所助理簡報系統雛

型，目前依助理回應之建議，修改系統設計。 

四、開發會計室預算籌編系統：跨人事室、會計室、

總務處的資料整合使用。 

續執行 

99No22 

1000624 

主席裁示：人社三館興建基地，請人社院、總

務處再討論確認後提出建議。另請總務處、學

務處思考，體育館及其前方停車場合併興建多

功能活動館舍（含體育館、大型會議廳、學生

活動空間及設施……等）之可行性。 

人社院 

總務處 

學務處 

人社院：已電洽總務處並請總務處積極召開人三館

興建相關會議，人社院將全力配合。) 

總務處： 

人社三館興建基地，目前正由建研所曾成德教授進

行配置規劃與興建方案之檢討設計。人社院會議討

論後建議之基地為新生館前廣場，將再洽該院瞭解

實際需求後提供為建研所參考；至有關體育館及停

總務處已

結案 

人社院已

結案 

學務處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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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場興建多功能活動館舍乙節，考量本校現有停車

空間不足，且財源籌措不易、經費拮据，故將評估

檢討相關活動之實際使用功能、量體、人數及未來

營運方式等需求後，作為本校中長期校務發展策略

之目標。 

學務處： 

一、有關興建多功能運動休閒館，總經費粗估為 4

至 5億元，目前規劃二個方案： 

方案一、體育館現址及其前方停車場(基地面積約

3175坪；長 128M；寬 82M)： 

(一)優點： 

     1.舉辦競賽活動可配合比賽所需提供完善的

場地支援。 

 2.可提高目前運動館舍之利用價值，並提供較

多停車空間。 

3.運動休閒中心可結合附近之運動場館，提高

全校師生運動設施服務的便利性。 

4.可解決室內運動空間長期不足之問題，並提

供學校舉辦大型活動之場所。 

5.可增加校內停車位。 

(二)缺點： 

     1.體育館拆除直接影響運動代表隊訓練事

宜，對梅竹賽和大專盃等重要賽事影響甚

巨。 

2.造價需負擔拆除費用並增加報廢之煩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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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程序。 

3.體育館拆除後將面臨一段體育黑暗期，預估

將有籃球場、排球場、健身中心、韻律教室、

體適能教室及武道室無法使用。 

4.需進行體育室辦公室之遷移，影響相關行政

業務之推展。 

5.施工期間影響原有之停車位，壓縮校內停車

空間。 

方案二：西區網球場暨西區籃球場(H.I)之現址(基

地面積約 1756坪；長 87.8M；寬 66.1M)。 

(一)優點： 

      1.舉辦競賽活動可配合比賽所需提供完善的 

場地支援。 

2.毋需負擔拆除費用及增加報廢之煩瑣行政

程序。 

3.運動休閒中心可結合附近之運動場館，提供

全校師生運動設施服務的便利性。 

4.可解決室內運動空間長期不足之問題並提

供學校舉辦大型活動之場所。 

5.可增加校內停車位。 

(二)缺點： 

      1.西區網球場暨西區籃球場拆除後將面臨一

段體育黑暗期，預估將有 2面籃球場、3

面網球場無法使用。 

2.因基地座落於西區需先辦理環境評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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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整體作業時間。 

二、在區位條件、運動設施需求及其他優缺點考量

下，建議優先考量方案二中西區網球場暨西區

籃球場(H.I)之現址為運動休閒中心設置地

點，該主場館為一座因應氣候條件之室內體育

館，另為符合容納約 3000人以上之座位，至少

約需使用 750坪以上面積、且直徑約需長 70公

尺及寬 50公尺以上之基地，為符合整體需求，

目前規劃分為地上 2層(高度約 27m)地下 1層

之建築物。建築總面積約 5000 坪。 

三、興建多功能運動休閒館之預期效應： 

1. 可提供舉辦大型會賽(如體育、演藝及展覽

活動)之場所，提昇本校學術聲望及整體競

爭力。 

2. 透過體育場區開發，可有效增加室內活動

空間，實踐運動多元化並構築本校運動休

閒園區之新風貌。 

3. 提供完整運動休閒環境，增加學校生活機

能，增加整體競爭力。 

4. 藉由運動休閒園區概念，形塑本校「文化

體育、體育文化」意念。 

四、本案擬會同總務處等單位繼續評估，並參考其

他大專院校相關興建資料後提出完整計畫書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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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100No1 

1000805 

主席報告五：請資訊服務中心會同人事室、會

計室、總務處出納組開發整合相關資訊系統，

使人員及經費之控管更有效率。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人事室 

會計室 

總務處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一、開發約用(計畫)人員線上請核系統。 

（一）於線上請核時即整合研發處、會計室相關計

畫與經費資料，使人事室人員控管更有效

率，也為規劃中計畫助理薪資管理系統的薪

資標準預作準備。 

（二）8月 10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

會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三）8月 18日林副校長召開整合協調會議。 

（四）8 月 18 日起已與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4

次會議討論並確認需求，預計 9月 15日第一

次雛型報告。 

 (五) 系統已開發完成，預計 10 月 20 日 正式上

線。 

二、開發兼任助理工作費管理系統。 

（一）跨會計室、人事室、出納組相關資料整合，

可控管工作費溢領情形。 

（二）8月 10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

會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三）8月 18日林副校長召開整合協調會議。 

總務處已

結案 

會計室已

結案 

人事室已

結案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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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 月 18 日起已與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4

次會議討論並確認需求，預計 9月 15日第一

次雛型報告。 

 (五) 10月 6日邀請系所助理簡報系統雛型，目前

依助理回應之建議，修改系統設計。 

總務處：擬依 100年 8月 18日林副校長主持「計畫

類專任人員薪資及各項工作費控管等系統整

合建置會議」結論辦理。 

會計室： 

一、8月 10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會

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二、依 100年 8月 18日林副校長主持「計畫類專任

人員薪資及各項工作費控管等系統整合建置

會議」結論辦理。 

人事室：有關計畫類專任人員薪資系統整合作業，

人事室業提供基本資料欄位與各項薪資標準、表

件，並就各項資訊系統需求和資料整合，與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多次會商，目前預計 100年 9月 22

日可依據系統資料產生表件並上線測詴，將邀請

系所承辦助理協助測詴。 

100No2 

1000909 

主席報告一：依組織規程之規定，各學院(系)

或各一級行政單位得置副主管，而其主管加

給，原應由學校人事費支應；惟因學校員額編

制尚未完成修編，故現行由學校管理費支應。

爾後年度除特殊情形外，組織規程明定得置之

人事室 

本校教師與職員員額編制表之修訂，已著手整理各

單位目前人力配置，各新增單位是否配置專職人員

或由教師兼任，將配合法規與整體員額情形再研商

確認。 

人事室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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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管名單，經簽核後，均依此原則辦理，無

需再為經費支應來源簽核。另請人事室儘速完

成修編作業。 

100No3 

1000916 

案由二：100學年度畢業典禮規畫案，請討論。 

決議： 

二、請學務處蒐集各學院所辦之畢業典禮方

式，彙集為「畢業典禮參考範例」，供各學院參

考。 

三、請學務處鼓勵畢聯會或相關學生自治團體

參與設計畢業典禮，並續為傳承，以增進同儕

情誼及對學校之感念。 

學務處 

一、課外組近日將透過問卷及邀集各院座談等方

式，瞭解各院辦理畢業典禮經驗，以彙集為「畢

業典禮參考範例」，供各學院參考。 

二、本校歷年畢業典禮籌備過程均有邀請畢聯會同

學參與規畫設計，100學年度畢業典禮籌備仍

將請畢聯會同學共同參與規畫及執行，務期營

造一個溫馨感性的畢業典禮。 

續執行 

100No5 

1001007 

其他事項一：各學院簽聘學士班、專班及學位

學程主任案，請人事室儘快處理；另依 99學年

度第 7次行政會議附帶決議，請人事室儘速將

本校各學位學程依其規模、學生人數、業務輕

重程度等研擬置主任之標準，提會討論。 

人事室 

 未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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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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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清大開發學人宿舍規劃 預定 新清交小徑圖片 

 
001 由羽球館及游泳館中間道路經過 

 
002 右側將經過游泳池 

 
003 經過 環工所大門 

 

004 此為第 2 條交清小徑 經過大排 

 

005 中間有路擋 

 

006 到了清大信齋 

 

007 向右至碩齋 

 

008 前方為碩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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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未來工程道路經過 

 

010 未來第 3 條清交小徑起點 

 

011 將經過林相 

 

012 右側為清交圍牆 

 

013 上方為水質淨化區 

 

014 下方為 光明新村 

 

015 將經過雜林  

 

016 將經過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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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遠方為終點處 

 

018 將抵達成功段 53 地號 

 

019 低窪區 

 

020 大學路 進入大門 

 

021 基地 前端將退縮為景觀綠籬 

 

022 排水處 下方為光明新村 

 

023 基地 興建處 

 

024 將興建 70 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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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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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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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 100 年度第 2 次勞務策進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0年 10月 17日中午 12時 00 分 

地    點：浩然圖資大樓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林副校長一平 

出席委員：裘主任秘書性天、林教務長進燈（鄭裕庭副教務長代）、傅學務長恆霖（喬治國組

長代）、曾總務長仁杰、崔主任秉鉞、吳所長毅成、陳院長俊勳(請假)、陳主任秋

媛、周主任幼珍、孫副院長于智(請假)、楊所長進木、簡主任美玲、譚主任潔芝、

呂委員紹棟、林委員鈺凭、邵委員德生、孫委員李釧、韋委員玉蘭、張委員沐春、

余委員立寶 

列席人員：事務組柯組長慶昆、營繕組楊組長黎熙 

記    錄：郭建雄 

 

壹、 主席報告： 

 

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交通大學工友晉升技工實施辦法」修正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工友晉升技工實施辦法」辦理。 

二、 依本校工友晉升技工實施辦法，勞務策進委員會於每年十月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評審

工友晉升事宜，已於 7 月 11日簽奉核准辦理技工工友缺額 2名評選，另王淑貞技工同仁

於 100年 7月間辭世，所留技工缺額擬併同此次工友晉升技工甄審辦理，技工缺額合計

3名。 

三、 「國立交通大學工友晉升技工實施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四、 修正「國立交通大學工友晉升技工資格考評表」（詳附件二）如下： 

（一）基本條件及其說明刪除，改為「工作項目」及「技術專長」；學經歷改為「最高學

歷」。 

（二）考核項目「工作表現」，修訂為「工作勤奮及績效」增加優良、佳、尚可級距。得

分說明增列「由單位主管依申請人工作表現覈實給分，並由單位主管填寫推薦具

體事蹟表並簽章，如附件」。 

（三）考核項目「學歷及年資」修正學歷配分。 

（四）考核項目「證照考評」增加「職業駕照項目」、「無專業證照（得分 7分）」，得分

說明修訂為「由申請人提供相關證照影本，依考評項擇一給分。」、「所附證照與

工作項目無直接相關，以無專業證照給分。」 

（五）考核項目「奬懲」修訂為「十年間功過相抵後每 1 嘉獎得 1 分（申誡減 1 分）、

記功得 3 分（記過減 3分）、記大功得 5分（記大過減 5 分），最多得 10 分。」，

得分說明增列「由事務組依奬懲紀錄給分。按上列標準奬加懲減，其結果如產生

負分時，應倒扣總分。」 

五、 依「國立交通大學勞務策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8條規定，本會委員、出列席人員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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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作人員對會議決議在未核定前應嚴守秘密；審議案如涉及上述人員本身、配偶或三

等親以內血親、姻親之利害關係，該員於討論及投票時，應予迴避。 

六、 修正條文擬提行政會議討論，如行政會議對於條文無重大修正意見，將辦理公告甄審事

宜。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甄審頇知詳附件三 

決議：「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甄審要點」及「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    

術工友考評表」經委員討論修正如附件五、六，本修正案依規定提行政會議討論，如

行政會議對於條文無重大修正意見，同意事務組辦理公告甄審事宜。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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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甄審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

術工友甄審要點 

國立交通大學工友晉升技工實

施辦法 

「辦法」係法律授權訂定，因

本規定無法律授權訂定，改為

「甄審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目的：為提昇本校工友之

工作士氣及服務品質，並

配合學校業務需要，特訂

定本要點，以作為普通工

友晉升技術工友之依據。 

一、目的：為提昇本校工友之

工作士氣及服務品質，特訂

定本辦法，以作為工友晉升

技工之依據。 

一、辦法係法律授權訂定，因

本規定無法律授權訂定，改為

甄審要點。 

二、增加「並配合學校業務需

要」文字。 

三、配合「工友管理要點」統

一工友名稱。 

二、法令依據： 

（一）工友管理要點第三點：

技術工友除應具備普通工

友之僱用條件外，並頇具

備工作所需之技術專長，

經考驗合格。」。 

 

 

 

 

 

 

 

 

 

（二）行政院九十二年七月三

十一日院授人企字第

09200548432號函修正之

「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

設置基準」，規定各校院技

二、法令依據： 

（一）事務管理規則第三三四

條第二項規定：「技術工友除應

具備普通工友之僱用條件外，

並頇具備工作所需之技術專

長，經考驗合格。」。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79.1.20（79）局壹宇第 01827

號函釋關於考驗技術工友之流

程及甄選標準，除依事務管理

規則第三三四條第二項規定

外，對於尚未建立技術考驗証

照者，授權各機關自行規定個

別技工職務所需之技術專長據

以考驗。 

（三）教育部 84.1.6 台(84)總字

第 000438 號函頒之「各級公立

學校工友員額設置基準」，規定

各校院技術工友得視實際需要

從嚴核定，但最多不超過技工

一、「事務管理規則」行政院

已於 94 年 6 月 29 日院臺秘

字 第 0940087485 號 令 廢

止，並於 94 年 7 月 1 日訂

定「工友管理要點」。 

二、第（二）款配合「事務管

理規則」一併刪除。  

 

 

 

三、配合行政院九十二年七月

三 十 一 日 院 授 人 企 字 第

09200548432 號函修正「各級

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置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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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工友得視實際需要從嚴

核定，但最多不超過技術

工友及普通工友員額總人

數二分之一。 

（三）依國立交通大學勞務策

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及工友員額總人數二分之一。 

 

 

（四）依 90.06.19 第三次校務

會議通過之【國立交通大學勞

務策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四、刪除部份文字。 

三、資格考評： 

（一）基本條件：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1.經政府有關機關考驗合格

具有証照者，在本校連續服

務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考績

具有二年以上甲等，從事該

項技術專長並經主管推薦

之普通工友。 

2.本校編制內並具備工作所

需之技術專長，在校服務達

十年以上，最近十年年度考

績具有六年以上甲等，且曾

獲敘獎達二次以上，經單位

主管推薦之普通工友。 

（二）依「國立交通大學普通

工友晉升技術工友考核

表」各項考核項目給分，

考核評分達 70分以上

者，提勞務策進委員會進

行甄審。 

三、資格考評： 

（一）基本條件：(凡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均可) 

1.經政府有關機關考驗合格

具有証照者，在本校連續服務

三年(含)以上，最近三年考績

具有二年以上甲等，從事該項

技術專長並經主管推薦之工

友。 

2.本校編制內並具備工作所

需之技術專長，在校服務達十

年(含)以上，且年度考績具有

六年以上甲等，最近五年內曾

獲敘獎達二次者，經單位主管

考驗合格並予推薦之工友。 

（二）考核評分需達 70 分以上。 

（三）合格者得提勞務策進委

員會進行甄審。 

一、增刪部份文字。 

二、年度考績增加「最近十

年」、敘獎由五年修正為十年。 

 

 

 

 

 

 

 

 

 

三、整合第（二）、（三）款 

 

四、甄審作業方式: 

（一）勞務策進委員會由主任

委員召開會議，甄審普通

工友晉升事宜，出席人數

頇達勞務策進委員會應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方可

召開，且不得委派代理。 

（二）由出席委員審查升任候

選人員「國立交通大學普

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考核

表」之評分。 

四、評審作業: 

（一）勞務策進委員會於每年

十月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甄

審工友晉升事宜，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二）由委員審查升任候選人

員資績評分。 

 

一、配合勞務策進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六條規定，將評審改為

甄審。 

二、不限制一定在十月份開

會，只要有晉升案件即可開

會。 

三、配合勞務策進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六條開會人數規定，新

增出席開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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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選人依名冊順序進行

簡報。 

（四）推薦單位主管得列席說

明推薦理由。 

（五）出席委員分別對升任候

選人員圈選同意或不同

意，同意票數頇逾出席委

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始列

入排序名次。同意票數相

同時，則以不同意票數較

少者為優先，不同意票數

再相同時，則採序位法重

新投票。 

（六）甄審之相關行政作業由

事務組負責。 

 

（三）候選人依名冊順序進行

簡報。 

 

 

 

 

 

 

 

 

 

 

 

 

（四）評選之相關行政作業由

事務組負責。 

四、將資績評分定義清楚。 

五、新增第（四）款推薦單位

主管得列席說明推薦理由。 

六、新增第（五）款投票方式

及計票方式。 

 

五、晉升核定： 

（一）勞務策進委員會甄審後

排定候選人晉升序位名

次，依技術工友缺額簽請

校長核定。 

（二）報請教育部函轉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核備。 

五、升遷評比： 

委員評審後，依名額按升任候

選人員名次報請校長核定之。 

一、修正部份文字 

二、新增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核備 

六、甄審相關規定事項： 

（一）凡符合基本條件者，可

於通知期限內親至事務組

領表申請，「國立交通大學

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考

核表」由申請人填妥相關

資料，經單位主管推薦後

以公文密封在截止申請期

限內送達事務組彙整。 

 

 

 

 

 

 

六、規定事項： 

（一）凡符合晉升條件者，可

於通知期限內親至事務組領表

登記申請，申請表由申請人填

妥，經由主管推薦後送本校工

友人事管理單位彙整。考核評

分表中之學歷及年資欄由事務

組填寫，有証照者，証照考評

欄由事務組填寫；無証照者，

証照考評欄由推薦主管填寫。

工作勤奮及績效欄均由推薦單

位填寫。 

（二）工友晉升技工評審會之

出席人數頇達勞務策進委員會

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一、修正部份文字，（一）後段

已於「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

晉升技術工友考核表」表格敘

明，不再贅述。 

 

 

 

 

二、第六點（二）刪除，移至

第四點（一）及（五） 

 

 



29 

 

 

 

 

（二）技術工友之甄審應依學

校業務需要優先甄選之。

凡已晉升技術工友者，應

善盡職責為學校服務，除

非依學校任務需要，在五

年內不得任意要求申調職

務。 

（三）勞務策進會委員、出列

席人員及有關工作人員對

會議決議在未核定前應嚴

守秘密；如涉及上述人員

本身、配偶或三等親以內

血親、姻親之利害關係，

該員於討論及投票時，應

予迴避。 

方可召開，且不得委派代理，

並由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決選

之。 

（三）技工之甄審應依學校業

務最需要之技術工友優先甄選

之。凡已晉升技工者，應善盡

職責為學校服務，除非依學校

任務需要，不得任意要求申調

職務，否則本會得經委員會議

取消之。 

三、依據工友管理要點第16

點，各機關現職技術工友，因

業務需要，經改僱為普通工友

者，應維持其原支技術工友工

餉及專業加給，其年終考核結

果仍得在原支技術工友餉級內

晉支至年功餉最高級。但原技

術工友缺額，不得再行遞補。

因此技工調整職務，並無法補

缺及調降薪資，故刪除「否則

本會得經委員會議取消之」。 

四、為避免技工昇任後，技工

提出調整職務要求，新增在昇

任後五年內不得提出。 

五、配合勞務策進會規定新增

迴避原則。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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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甄審要點 

100年 10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提昇本校工友之工作士氣及服務品質，並配合學校業務需要，特訂定本要點，

以作為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之依據。 

二、法令依據： 

（一）工友管理要點第三點：技術工友除應具備普通工友之僱用條件外，並頇具備工作所

需之技術專長，經考驗合格。 

（二）行政院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院授人企字第 09200548432號函修正之「各級公立學

校工友員額設置基準」，規定各校院技術工友得視實際需要從嚴核定，但最多不超

過技術工友及普通工友員額總人數二分之一。 

（三）依國立交通大學勞務策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三、資格考評： 

（一）基本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經政府有關機關考驗合格具有証照者，在本校連續服務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考績

具有二年以上甲等，從事該項技術專長並經主管推薦之普通工友。 

2.本校編制內並具備工作所需之技術專長，在校服務達十年以上，最近十年年度考

績具有六年以上甲等，且曾獲敘獎達二次以上，經單位主管推薦之普通工友。 

（二）依「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考核表」各項考核項目給分，考核評分達

70分以上者，提勞務策進委員會進行甄審。 

四、甄審作業方式: 

（一）勞務策進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甄審普通工友晉升事宜，出席人數頇達勞務

策進委員會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方可召開，且不得委派代理。 

（二）由出席委員審查升任候選人員「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友晉升技術工友考核表」之評

分。 

（三）候選人依名冊順序進行簡報。 

（四）推薦單位主管得列席說明推薦理由。 

（五）出席委員分別對升任候選人員圈選同意或不同意，同意票數頇逾出席委員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始列入排序名次。同意票數相同時，則以不同意票數較少者為優先，不同

意票數再相同時，則採序位法重新投票。 

（六）甄審之相關行政作業由事務組負責。 

五、晉升核定： 

（一）勞務策進委員會甄審後排定候選人晉升序位名次，依技術工友缺額簽請校長核定。 

（二）報請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備。 

六、甄審相關規定事項： 

（一）凡符合基本條件者，可於通知期限內親至事務組領表申請，「國立交通大學普通工

友晉升技術工友考核表」由申請人填妥相關資料，經單位主管推薦後以公文密封在

截止申請期限內送達事務組彙整。 

（二）技術工友之甄審應依學校業務需要優先甄選之。凡已晉升技術工友者，應善盡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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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服務，除非依學校任務需要，在五年內不得任意要求申調職務。 

（三）勞務策進會委員、出列席人員及有關工作人員對會議決議在未核定前應嚴守秘密；

如涉及上述人員本身、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之利害關係，該員於討論及投

票時，應予迴避。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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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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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重大建設計畫會報設置要點(草案)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加強對重大建設計畫之管制追蹤，確實掌控執行進度

及品質，並促進相關單位之橫向聯繫，以如期完成各項目標，特於行政會議下設置「國

立交通大學重大建設計畫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為追蹤管制本校年度列管重大建設計畫之需求構想與規劃評估、技術顧問遴

選、規劃設計、招標發包、工程施工進度、驗收、搬遷啟用、預算執行、品質控管、聯

繫協調等工作之綜合推動與督導。 

三、本會報除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外，其他委員包括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會計室主任、

及專業委員一至二名，專業委員由校長指派之。 

四、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就委員中指派一人擔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會報有

關事務；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校現職人員派兼之，辦理幕僚業務。 

五、本會報會議以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其指定本會報成

員一人擔任主席。 

六、本會報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會報討論事項及決定情形，應提送行政會議報告。 

八、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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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交通大學重大建設計畫會報設置要點 

100年 10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加強對重大建設計畫之管制追蹤，確實掌控執行進度

及品質，並促進相關單位之橫向聯繫，以如期完成各項目標，特於行政會議下設置「國

立交通大學重大建設計畫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為校園整體規劃及追蹤管制本校年度列管重大建設計畫之需求構想與規劃評

估、技術顧問遴選、規劃設計、招標發包、工程施工進度、驗收、搬遷啟用、預算執行、

品質控管、聯繫協調等工作之綜合推動與督導。 

三、本會報除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外，其他委員包括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會計室主任、

及專業委員一至二名，專業委員由校長指派之。 

四、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就委員中指派一人擔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會報有

關事務；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校現職人員派兼之，辦理幕僚業務。 

五、本會報會議以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其指定本會報成

員一人擔任主席。 

六、本會報討論事項及決定情形，應提送行政會議報告。 

七、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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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本會委員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主任秘書、各院

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及重大建設計畫會

報執行秘書擔任，並置執

行秘書一人，由總務長任

之， 總務處為執行單位，

各委員之任期一年。 

第三條、本會委員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主任秘書、各院院長

及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擔任，並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總務長任之， 總務

處為執行單位，各委員之任

期一年。 

一、配合本校成立「國立交通

大學重大建設計畫會報」，於

建築及空間管理委員會增列該

會報執行秘書為委員。 

二、修訂增加「、」及「及重

大建設計畫會報執行秘書」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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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87.8.7 第三四八次行政主管會報訂定 

96.3.30 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後訂定 

100年4月22日99學年度第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0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為有效運用本校之建築空間，設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  

 

第二條 本會依據校規會之決議，制定建築空間分配細則，協調建築空間之使用單 

        位，執行建築空間分配等事宜。  

 

第三條 本會委員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各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重大建設計畫會報執行秘書擔任，並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總務長任之， 

        總務處為執行單位，各委員之任期一年。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五條  委員會任務：  

     一、議定本校空間分配準則。  

     二、審查各單位申請興建館舍之容積、座落、分配及優先順序。  

     三、處理其他與空間分配管理相關之事項。  

  

第六條  本會視需要不定期開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兼任主席。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執行。  

 

第九條  本規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