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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11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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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帄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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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斌副總務長代理）、張翼研發長、周世傑

國際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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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理）、生

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簡美玲主任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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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

徐煊博會長（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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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計畫辦公室

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註冊組李錦芳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各單位應加速執行進度。 

二、本次會議教務處所提有關英語授課課程，希望與會主管踴躍發言、交換意見。 

三、導師制度可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先行詴辦，務期於 101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請學務處調

查各系所詴辦意願，並應儘速執行正式實施之相關作業。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0 年 10月 28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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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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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13） 

 

三、本校「各學院及其所屬系所管理費現況及規劃使用情形」。 

主席裁示：學院及其所屬系所管理費應量入為出、撙節使用。 

四、教務處報告： 

（一）99學年度各系所生師比狀況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二。（P14-16） 

（二）為提高各學院英語授課數，教務處於 11月 1日(二)召開各學院推動英語授課課程討論

會議，邀請各院院長參與討論，會議決議等相關資料以及台灣幾所知名大學近兩年英

語授課課程狀況如附件三（P17-29），各院修正後統計表將於現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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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EET國際認證：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於 10月 19日通知 100 學年度期中審查與週期性審

查之實地訪評行程，教學發展中心已轉知本校光電系(暨顯示所)與電機系，並協助進

行相關準備工作。其中，IEET 認證團部分行程頇請校方配合，例如：12 月 12 日聽取

校方主管簡報，並提出相關問題集，於隔天(12 月 13 日)瞭解校方回覆情況，另將派

一名總召集人負責與校方主管分別進行會談，並訪視圖書館、資訊中心、以及整合型

實驗室之設備與環境，以深入瞭解學校整體情形。實地訪評預計行程表如附件四。

（P30-32） 

（四）教師評量學生核心能力問卷：於 11 月 1日至 11月 30日實施，希冀透過全校教師的寶

貴意見，瞭解學生於各方面能力的成長與變化情形，問卷分析結果將提供給各系所作

為學生學習成效意見回饋之參考資料。 

（五）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預審作業︰為協助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在正常修業年限順利

完成學業，目前正進行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預審，由註冊組預審通識、外語、

體育等全校性共同課程；由各學系於 12月預審專業必修(含服務學習)、選修課程及最

低畢業學分。預審結果預定於 12月底告知學生，供學生做為下學期選課參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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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全時選讀作業：全時選讀已於 10月中，發文公告申請選讀時程予各系所以及台聯大三

所學校。本校學生申請至他校全時選讀時程自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欲申請陽明

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者，並於 11月底前經各院、系甄選通過後將名單送交推廣

教育中心。 

（八）推廣教育新開班申請通知：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將於本年度 11月下旬召開 100 學年度

第一學期推廣教育開班計畫審核會議，通知已於第三類公文公告，並個別通知各推廣

教育承辦人員。請有意於 100下學期新開班單位提出申請。並於 10 月底前備妥開班申

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經所屬系所及學院審核通過後，送推廣教育中心辦理初核作業。 

 

五、學務處報告： 

（一）10月 25日衛保組辦理流感疫苗注射活動，計約 100名師生報名接受注射。 

（二）衛保組完成 AED 七台採購程序，訂於 11月 9日及 28日下午(1時 30分至 5時 30 分)，

在本校電資中心第三會議室，委託紅十字會新竹縣支會辦理「CPR+AED急救訓練課程」，

此為免費訓練課程，請 AED置放單位配合派員參訓外，亦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三）諮商中心承辦教育部 100 年度北一區諮輔中心全體輔導主任(組長)經驗傳承會會議，

訂 11月 21日於交大舉行。藉承辦重要會議激發專業能量，提升能見度。 

（四）2011 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活動已全數辦理完畢，共舉辦 48 場企業講座，帄均單一場

次人數為 90 人，學生參與狀況熱烈；10 月 22 日面談會，當天約 300 餘位同學於工四

館與企業（慧榮、環電、啟碁、宏碁等公司）進行面談，廠商對面談形式及流程甚感滿

意，宏碁將於 11 月再進行一次校內面談活動。 

（五）台南校區與台北校區兼任諮商師已完成聘任，台北校區由陳怡婷心理師負責，自 10 月

11日起，每週二上午值班三小時；台南校區為徐憶梅心理師負責，自 11月 2日起，每

週三上午值班四小時，以因應各校區日益增多與複雜之學生議題，除兼任諮商師之值班

外，各分校區之諮商制度籌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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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期舉辦之全校性心輔預防推廣活動： 

    1.10月 19日 舉辦「來去鄉下跑胖卡」全校性講座，邀請數位文化協會副主任徐承立來

分享擔任數位志工的經驗與故事，目的為帶領交大同學善用數位技能，走出校園服務，

拓展視野，參與人數共計 100人。 

    2.10月 22日 舉辦「攝出你的心~攝影與寫作療育工作坊」，邀請藝術治療博士吳明富帶

領學生透過攝影記錄生活，並從中回顧與探索自己，藉由交大學生較可接受的攝影方

式帶入自我療育的概念，參與人數共計 14人。 

（七）100學年度施振榮獎學金(含「施振榮提供烏克蘭 145高中獎學金」及「施振榮社會服

務義工獎學金」)已於 10 月 27 日召開審查會議，本學年度總計 82 人獲獎， 11 中旬

將安排「施振榮社會服務義工獎學金」獲獎義工開始進行弱勢學童課輔、公益或社服

團體行政支援等社會服務。 

（八）有關新生宿舍（10舍、12舍）上舖加裝安全護欄乙案，依採購法及校內程序完成議價，

預計於 12月 20 日完成安裝並保固 3 年。 

（九）為強化校外賃居生安全，將於 11 月 23 日舉辦校外賃居座談會，強化學生校外住宿安

全自覺與獨立生活智能。 

 

六、總務處報告： 

（一）室內溫水游泳池新建工程於 10 月 25 日取得使用執照，游泳池機電循環設備運轉測詴

相關作業測詴結果正常，已於 11月 2日完成工程驗收作業，後續由體育室規劃開放啟

用時間。 

（二）學生宿舍興建案經 10月 6日提校務規劃委員會同意後、10月 17日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會議同意本案及 10 月 19 日校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並於 10 月 20 日與學務處住

服組及黃世昌召集人討論整體工程規劃執行事宜，確認立體停車場構想書將先報教育

部審查。學生宿舍及立體機車棚規劃構想書及技術服務契約內容已於 10 月 25 日進行

討論，初稿修正後已送請黃召集人協助，確認後將報部審查。 

（三）博愛校區竹銘館申請補領使用執照相關作業，業經新竹市消防局審查並於 10 月 26 日

來文同意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圖，目前將消防局審核同意之設計圖與消防設備師確認發

包改善消防設備項目。 

 

七、 研發處報告： 

國科會徵求「2012 年台菲雙邊科技合作計畫書」:校內收件日至 101年 3月 27日止。 

 

八、國際處報告： 

（一）10月 27日法國理工學院聯盟 n+i代表蒞校參訪，由教務處、電機學院、生科學院與

國際處共同接待，洽談雙聯學位合約簽訂事宜，並安排訪客參觀奈米科技中心與頂尖

中心之資通訊中心，未來擬與本校加強電機、資訊與生科三方面領域之研究交流。 

（二）10月 27日澳門大學陳俊龍院長一行 7人蒞校參訪，除參訪工學院、Eco-City 及腦科

學中心等實驗室外，並攜回兩校校級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交換學生合作協議，待兩校

正式完成合約簽訂後，預計能使兩校有更進一步之實質交流合作。 

（三）10月 28日至 30 日國際長及大陸業務負責人參加西南交通大學軌道交通實驗室峻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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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 115周年校慶及並會晤電子科技大學港澳台辦公室邸處長，研商二校學術合作管

道事宜。 

（四）本處原擬派員參加原訂於本年 11月份於曼谷舉辦之泰國教育展，由於時值該地區發生

嚴重水患，已由泰國發出正式延期通知，目前預定將延遲至明年度 3月 30到 4 月 1日

舉辦。 

（五）國際服務中心接待家庭假期接待計畫，業已收到 16位學生及 8位家庭登記近期將招開

會議續辦。 

（六）10月 25日國際服務中心召集國際性學生社團負責人計有 Chalmers Office，FSA 外籍

學生會會長、SAA 學生大使、及 AIESEC 聯席會議協助學生社團發展，期能對本學期活

動凝聚共識，並討論各社團間未來分工合作事宜。 

 

九、頂尖計畫辦公室： 

（一）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各單位經費執行率（截至 11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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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今日(11 月 4日)前已提出之 11月 10日後執行經

費項目外，其餘執行項目應全數核銷完畢，如無法執行項目之經費，將全數收回。擬

請會計室於 11 月 10日關閉請購系統，並辦理催結作業。 

（二）光電學院申請頂尖計畫作業補助原則： 

    1.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提升本校整體教學研究績效為目的，光電學院師生為交大一份

子，亦得依相關程序提出申請，包含出國差旅、人才延攬、邀請國外大師級學者來台、

學院精進教學計畫、學院特色研究計畫等相關經費，經審查程序後給予補助，經費使

用循學院體制及校內一般程序核銷。 

    2.依頂尖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南部校區相關土地取得及建築設施不得於本計畫支用。 

    3.上開作業補助原則將納入日後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準則」訂定，並提報

行政會議討論，以臻完備。 

 

十、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自11月1日至12月20日將進行教學網路之Layer 3 Switch 及行政網路 Layer 2 Switch 

設備更新工程，施工時程將與各單位協調確認後於近期公告。施工時間網路服務將中

斷，各單位若有特別之需求，可以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調處理。 

（二）校園網頁評鑑活動介紹。前次行政會議所列追蹤問題多為英文網頁問題，需要時間規

劃並建置，各單位應持續改善，請參閱附件五。（P33） 

主席裁示：各單位英文網頁之改善，應請於 11月底前完成，請資訊中心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並再提本會報告。 

十一、圖書館報告： 

（一）圖書館於 10月 31日與 Elsevier 合辦「如何成功投稿國際科學期刊」講座，邀請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的嚴晉躍教授以應用能源為例，分享論文撰寫與投稿的歷程。本活動內

容 精 采， 吸引 校 內教 授 、學 生共 98 人 參 與。 當天 演 講的 投 影片 可至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297/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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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於 11月 2日至 12月 2日假 2 摟展示廳舉辦「第三屆國家出版獎」得獎作品展。

為了鼓勵學生閱讀主題書展之圖書並且寫下心得（至少 500字），圖書館將於活動結束

後，舉辦抽獎活動，只要撰寫心得的讀者均有機會得獎。另外，將邀請評審委員選出

優 良 的 心 得 作 品 給 予 獎 勵 。 活 動 詳 細 內 容 可 參 閱 圖 書 館 網 站 資 料 ：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29/。 

十二、光電學院報告：為協助台南分部光電學院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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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通過支援台南分部光電學院教師 4 名、理學院應

化系通過支援台南分部光電學院教師 1 名，並提本會議報告。 

（一）電機學院支援教師為謝文峰教授(光電系)、張振雄教授(光電系)、蘇育德教授（電機

系）、趙昌博教授（電機系）；本案業經電機學院 100學年度院主管第三次會議(100年

10月 25日)通過。 

（二）理學院應化系支援教師為許千樹教授；本案業經理學院臨時主管會議(100年 10 月 21

日)通過。電物系支援台南分部光電學院案業提 100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報告。 

 

十三、秘書室報告：中央研究院函告：為促進國外院士與國內大學互動，各校可洽邀國外院

士返國演講或進行學術活動，親炙大師風範。各學院若有意願，請於 101年 2 月 11日

前連絡中研院黃淑娥小姐（02-27898083），經由其轉知安排。中央研究院 100 年 11月

1日秘書字第 100050819 號函及「國外院士名單暨研究專長領域一覽表」請參閱附件

六。（P34-40）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公室提) 

說  明： 

一、為提高捐贈意願，修訂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條文，以利募款工作之推展。 

二、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

閱附件七。（P41-4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公室提) 

說  明： 

一、為落實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之運作，增訂設置執行秘書、委員任期及會議召開等相

關規定。 

二、本校「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

閱附件八。（P44-45）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施行細行」（草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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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本校教師以英語開授課程，提昇各教學單位之「英語授課數」，擬依本校「辦

理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勞支應原則」（附件九，P46-47）及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

勞支應原則」（附件十，P48-49）訂定本校「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附件十一，

P50）之施行細則。 

二、中央大學教師英語授課辦法請參閱附件十二。（P51） 

三、獎勵金來源提請討論。 

四、本校「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施行細行」草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三。

（P52-53） 

決  議： 

一、 第二點刪除。 

二、第三點增加院級補助方式及第六點經費來源之修正，請教務處與會計室協商處理後

提會。 

 

伍、散會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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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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10月24日由謝副校長主持討論會議，會

議結論回應中油公司有關未來規劃宿舍租金於

等同本校研三舍水準（+10％以內），本校才有

合作興建可能性，另請總務處於一個月內提行

政會議報告騰空老舊職務宿舍及招待所大型整

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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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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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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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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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 10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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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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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已

結案 

人社院已

結案 

學務處擬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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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需求後提供為建研所參考；至有關體育館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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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休閒運動館乙案在區位條件、運動設施

需求及其他優缺點考量下，建議優先考量方案一，

即西區網球場暨西區籃球場(H.I)之現址(87.8m X 

66.1m=5804㎡；約 1756坪)為多功能休閒運動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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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功能休閒運動館規劃表 

地上

二樓 

籃球場、大型集會場、舞台  

地上

一樓 

大廳、排球場、撞球室、壁球場、技擊室、

武道室及射箭場、運動傷害防護室、視聽

教室、階梯教室、攀岩場 

 

地下

一樓 

收費處、停車場、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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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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及展覽

活動)之場所，提昇整體競爭力。 

2.透過體育場區開發，可有效增加室內活動空

間，滿足學生運動需求並實踐運動多元化

之功能。 

3.設施完整之運動休閒環境，可提供多樣之體

育教學，並增加學校生活機能，增進全體

師生體適能。 

4.增加室內訓練空間，提昇校隊實力，為校爭

取榮譽。 

四、本案擬會同總務處等單位繼續評估，作為本校

中長期校務發展策略之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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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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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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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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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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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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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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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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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組訂 11月 9日中午邀集各院承辦人員及學

生代表座談，瞭解各院辦理畢業典禮所遭遇困

難及經驗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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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No7 

1001021 

主席報告六、請林副校長與學務處、體育室研

商梅竹賽未來三年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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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課外組排定 11月 4日邀請梅竹籌委、梅竹諮議委員， 

與林副校長、學務長、體育室梅竹賽項目教練，就

目前梅竹賽相關問題進行討論，期能為梅竹賽發展

有所助益。 

續執行 

100No8 

1001028 

主席報告四、本校培育之學生特色、學生畢業

後進入職場之表現…等素養與能力，請教務

處、學務處合作設計問卷、蒐集資料分析，檢

討並回饋於未來校務之改善。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教務處將初步擬定畢業生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相關題目，並與學務處、資中開會討論定案。 

學務處： 

一、就輔組持續執行教育部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

並定期將統計資訊回報校方以做為校務改善參

考依據。 

二、有關交大學生十項核心能力素養問卷，初步規

劃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設計問卷內容，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建置問卷帄台，由就輔組協助轉

發畢業生填報。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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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9學年度生師比統計 
100/11/1整理 

1. 本統計資料(另件 Excel檔)係 100年 6 月教育部招生總量作業提報教育部的資料。 

2. 教師與學生計算相關規定如附表。 

教師資料系由系所參照人事室聘書字號提供詳細資料彙整計算。 

跨學院的學位學程(含電機資訊學士班)未計入學院統計；管院可歸屬系所的在職專班分組

已併入系所計算，其他學院在職專班僅納入學院計算(皆跨系所辦理)。 

計算方式摘要： 

(1) 日間學制生師比(A)：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a)/全校教師（含兼任教師折算）數(c)。 

(2) 研究生生師比(B)：全校日、夜間學制碩、博士班學生總數(不加權)/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不含兼任)。 

(3) 全校(含夜)生師比(C)：全校學生加權學生數(b)/全校教師（含兼任教師折算）數。 

備註： 

a 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日間學制學士班+日間學制碩士班×2+博士班×3+學碩博延

畢生*1。 

b 全校學生加權學生數：日間學制學士班+日間學制碩士班×2+夜間學制碩士班×1.6+博士

班×3+學碩(含在職專)博延畢生*1。 

c 全校教師（含兼任教師折算）數：4 名兼任教師得折算列計 1 名專任教師，其折算數

不得超過其實際專任教師數的 1/3，超過部分不計；藝術類（音樂、美術、戲劇、藝術、

舞蹈、電影等領域）與設計類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兼任師資，其折算數不得超過

其實際專任教師數的 1/2，超過部分不計。 

3. 各學院摘要 

 日間學制生師比

(A) 

研究生生師比

(B) 

全校(含夜)生師比

(C) 

備註 

管理學院 23.76 17.45 32.62  

人文社會學院 11.41 5.82 11.41  

理學院 19.28 7.24 20.85  

電機學院 29.64 10.31 30.65  

工學院 28.82 12.13 33.19  

生科學院 22.10 7.17 22.10  

客家學院 11.34 2.07 13.51  

資訊學院 26.83 10.44 28.55  

光電學院 7.03 4.05 8.02  

全校 21.27(上限 25) 9.74(上限 12) 23.70(上限 32)  

4. 101學年度管院博士班減招 12名，碩士在職專班減招：管院 27名、電機 4名、資訊 15

名、工學院 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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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教育部招生總量作業生師比計算相關規定摘錄 
100 年 6月 

 

教師計算相關規定 

 專任教師：100 年 6月 30日已聘任者始得計列(依聘書字號以及授課事實) 

 專案教學人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聘任

之教學人員，或學校以其他經費來源聘任之教學人員，於 100 年 6月 30日已聘任，且

確為全部時間擔任學校教學職務且支給合格專任教師薪資之教學人員，亦得採計為專

任教學人員；另專任專案教學人員若非學校以聘書聘任者，「聘書字號」欄得以學校函

給教師契約之公文文號填列  

 客座教授、講座、特聘教授：如於 100 年 6月 30日已聘任且聘約達一年以上者， 並具

授課事實，得納入師資人數計算，惟應檢附該年度薪資資料俾憑查核。。 

 支援調度師資：學校組織規程或相關章則訂有明確支援調度、專長相符且具授課事實

之師資，且經教育部審查同意者，得計列為支援調度師資。【應填報表 11】 

 合聘師資：於校內訂有明確之章則與聘任規定，且實際於合聘系所均有授課事實者，

經本部審查同意得列計為合聘師資，並於合聘系所分別按比例列計為專任師資；若經

審查不同意列計為合聘師資，仍應於主聘系所列計為專任教師。 【應填報表 13】 

 留職停薪不得列計師資：100年 6月 30日留職停薪者，不得列計為專、兼任師資。 

 帶職帶薪（留職留薪）：休假研究或進修之專任師資，得列計為專任師資。 

 借調：借調至他校之師資，亦不得列計為專任師資，惟若該學年度於原校有授課事實

者，得以兼任師資採計。借調至政府機關者，得列計為原校之專任師資。 

 兼任師資：符合聘用資格且每週授課達 2小時以上，並於 99學年度任一學期具授課事

實之兼任師資，得予列計。 

兼任師資:四名兼任得折算一名專任，折算數不得超過實際專任師資數的 1/3、藝術類

與設計類折算數不得超過 1/2。 

(國科會曾經函示博士後研究人員不得擔任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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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計算相關規定 

 計算時間基準：99年 10月 15 日具正式學籍學生（不含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

屬機構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 

 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陸生）之計算方式：境外學生數於全校在

學學生數之 10%以內，不予列計為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 10%之人數，則予計

列。。 

 延畢生：指學士班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年限、碩士生（含碩士在職專班）自第 3年

起、博士生自第 4年起繳納全額學雜費者應計列為延畢生。(大五、碩三、博四以上未

繳納全額學雜費者不列計學生數) 

 

 

學制班別 加權數 
延畢生 

加權數 

日間學制 學士班 1 1 

碩士班 2 1 

博士班 3 1 

進修學制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6 1 

 

 

 

類型 基準 計算方式 

全校生師比(含進

修學制) 
應低於 32 全校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日間學制生師比 應低於 25 
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

資數總和 

研究生生師比 應低於 12 
全校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博士班未加權學生

數除以全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數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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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學院推動英語授課課程討論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0年11月1日（二）下午3時30分 

會議地點：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林進燈教務長 

與會人員：周世傑國際長、傅武雄副教務長、電機學院徐保羅副院長代、資訊學院吳

毅成教授代、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理學院盧鴻興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

長、人社院孫于智副院長代、客家學院魏玓教授代、生科學院黃憲達主任

代、光電學院徐保羅副院長代、黃美鈴主任 

 

主席報告：100年10月21日100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校長裁示： 

1. 有關鼓勵教師參與通識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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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學期全面實施。 

2. 為提升本校國際化，有關外籍生、交換生等招生應求積極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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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依據以上兩點，請各學院提供99-100學年度英語授課課程規劃狀況彙整如附件一，

校長再度於10月28日行政會議裁示下列三點： 

1. 為提升國際化，各學院應增設英語授課課程，博士班「書報討論」務必以英語課程執

行，訓練博士生英語表達能力。 

2. 鼓勵自國外學成之新進教師前三年能以英語授課。 

3. 爾後聘任兼任教師請多考量能以英語授課之人選。 

並請教務處與國際處針對相關議題，與各學院討論，研擬方針協助各院增加英語授課課程。 

 

會議議題： 

案由一：推動英語授課課程相關事宜討論 

說明：1.各學院英語授課調查狀況及達成20％目標尚缺課程數附件一 

2.推動「Seminar」以英語授課進行方式說明如附件二 

      3.鼓勵新進教師及兼任教師教授英語課程 

決議：1.為提昇博士班學生英語報告能力，100學年度下學期起，各學院博士班書報討論課程

（可分組、分領域開課），由學生以英語進行報告，並標示為英語課程。請各系所將

新增之博士班書報討論英語授課課程，送各學院彙整，並於11月3日（週四）中午前，

送教務處彙整於11月4日之行政會議報告。 

     2.101年2月起聘之新進教師，100學年度下學期需開授英語授課課程，起聘後三年內，每

學年需開授一門英語授課課程。100學年度上學期起聘之新進教師，可選擇於100學年

度下學期或101學年度上學期開授英語課程。其起聘日3年內，亦需每學年開授一門英

語授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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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際處將編列經費於每年暑期送新進教師至國外接受英語授課技巧訓練課程。 

        

案由二：通識與專業課程橋接計畫 

說明：1.見附件三 

2.口頭說明 

決議：1.101學年度起，請各學院除現有支援之通識之課程外，另送兩門（以上）性質適合之

課程，經通識中心認可後，提供非本系學生修學，可採記為通識課程。以上課程，請

於11月底前送教務處，由教務處送通識課程委員會認證。 

      2.請各學院鼓勵傑出資深教授之通識開授橋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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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推動「Seminar」以英語授課進行方式之說明 

100.10.31 

一、目的 

爲訓練與提升本校學生之英語表達能力、培養國際化視野、增加師生之互動溝通，以及

提升各學院之「英語授課數」，請各學院可鼓勵所屬系所以全英語方式開授「Seminar」

課程，以協助學院之「英語授課數」每年成長 20%之目標。 

（備註：100年 6月 17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00-101年學院精進教學規劃簡報會議決議，

各學院之英語授課開課數，每年頇增長 20％。） 

 

二、推動方式： 

（一）現有的「Seminar」課程改以全英語方式授課，如： 

1.土木系碩博班：現有之 Seminar 課程有「水利及海洋工程專題討論(一)」、「結

構工程專題討論(一)」、「大地工程專題討論(一)」、「資訊科技應用專題討論

(一)」。 

2.科管所：現有之 Seminar 課程有「科技管理專題研討（碩一）」、科技管理專題

研討（碩二）」、「科技管理專題研討（博一）」、「科技管理專題研討（博二）」。 

 

（二）在原本「Seminar」-主要課程名稱之架構下，可再依-不同領域、碩/博/年級等增

列-次要課程名稱，以增加班別並改以全英語方式授課。範例如下： 

 現有「Seminar」課程 依-不同領域、碩/博/年級等 開設「Seminar」課程 

1 論文研究 論文研究-生物資訊組、 論文研究-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

組 

2 論文研討 論文研討-網路工程 論文研討-多媒體與生醫工程 

3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博士班 書報討論-碩士班 

4 專題研討 專題研討（博一） 專題研討（博二） 

 

三、課程大綱： 

範例：準備與自己研究相關一篇論文報告，介紹自己的研究並與此篇論文做比較與討

論。報告時間約 20分鐘，討論問題約 10分鐘。 

 

四、其他參考資訊 

1.附件甲：100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Seminar」課程之現況 

2.附件乙：各學院碩士班、博士班招生分組數 

 

 

 

 

 

 



 20 

 

附件甲-100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Seminar」課程之現況 

是否英

語授課 
學年度 

學期

別 
學院 開課系所 當期課號 課程名稱 英文名稱 開課老師 

  100 1 

人社院 

外語碩     5805 句法學專題 Seminar in Syntax 劉辰生               

  

100 1 外語碩     5970 

語意學專題:窮舉與極項

詞 

Semantics 

Seminar:Exhaustification 

and Polarity Items 廖秀真               

  100 1 社文碩     5901 學術訓練討論課 Pro-seminar 林淑芬               

  100 1 社文碩     5911 學術訓練討論課(博) Pro-seminar 林淑芬               

  
100 1 社文碩     5921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彭明偉               

  100 1 社文碩     5922 東亞戰後思想狀況專題 

Seminar on The 

Intellectual Situation of 

Post-War East Asia 

彭明偉               

  
100 1 建築碩     5851 

建築設計專題 
Architecture Design 

Seminar 謝宗哲               

  
100 1 建築碩     5867 

建築史論專題 
Seminar on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Theory 龔書章               

  
100 1 建築碩     5871 

數位建築專題研討(一) 
Seminar on Digital 

Architecture(I) 侯君昊               

  100 1 建築碩     5872 建築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n Architecture(I) 劉育東               

  
100 1 建築碩     5873 

建築專題討論(三) 
Seminar in 

Architecture(III) 許倍銜               

  
100 1 建築碩     5962 

建築專題討論(四) 
Seminar in 

Architecture(IV) 劉育東               

  
100 1 音樂碩     5813 

音樂研究實務 (演奏組) 
Proseminar in Music 

Research (for Performers) 金立群               

  100 1 音樂碩     5817 多媒體創作分析探討 Seminar in Multimedia Art 董昭民               

  
100 1 音樂碩     5818 

理論與分析專題 
Seminar in Theory and 

Analysis 楊聰賢               

  

100 1 教育碩     5887 

博士班教育心理學論文研

討 

Seminar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Doctoral 

Program) 劉奕蘭               

  100 1 教育碩     5898 數位學習論文研討 Seminar in E-learning 周  倩               

  
100 1 教育碩     5899 

科學教育論文研討 
Seminar in Science 

Education 王嘉瑜               

  
100 1 應藝碩     5782 

藝術與設計專題研討 
Seminar on Arts and 

Design 謝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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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 

生科學

院 

生科碩     5706 專題演講 Departmental Seminar 林志生               

◎ 
100 1 生科碩     5708 

博士班書報討論（A） 
Special Topics Seminar 

A(PhD) 林苕吟               

◎ 
100 1 生科碩     5720 

英語生技會報 
Biotechnology Seminar in 

English 袁如馨               

◎ 
100 1 生資碩     5750 

博士班書報討論（B） 
Special Topics Seminar 

B(PhD) 楊進木               

  
100 1 生資碩     5762 

書報討論 
Seminar 

中研院國

際學程       

◎ 
100 1 生資碩     5764 

碩士班書報討論-生物資

訊組 

Special Topic Seminar in 

Bioinformatics(MS) 尤禎祥               

  
100 1 

資訊學

院 

多媒體所   5203 

論文研討-多媒體與生醫

工程 Seminars 林文杰               

  
100 1 資科工碩   5175 

論文研討-資訊系統與系

統設計 Seminars 彭文志               

  
100 1 資訊共同   1215 

資訊工程研討 
Computer Science 

Seminars 王協源               

  
100 1 資訊共同   1216 

資訊工程研討 
Computer Science 

Seminars 陳健                 

  100 1 網工所     5184 論文研討-網路工程 Seminars 簡榮宏               

  
100 1 

工學院 

土木碩     5241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討論

(一) 

Seminar of Information 

Technique Application 曾仁杰               

  

100 1 土木碩     5245 

測量及空間資訊專題討論

(一) 

Seminar in Survey and 

Geomatrics Engineering 

(I) 張智安               

  
100 1 土木碩     5246 

營建管理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   曾仁杰               

  
100 1 土木碩     5257 

大地工程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I) 方永壽               

  
100 1 土木碩     5258 

結構工程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 郭心怡               

  
100 1 土木碩     5266 

水利及海洋工程專題討論

(一) 

Seminar In Hydraulics and 

Ocean Engineering.(I) 葉克家               

  100 1 工程專     5313 專題討論 Seminar 工程專               

  
100 1 

半導體專

班 5323 
專題討論 

Seminar 

半導體專

班           

  100 1 材料碩     5276 書報討論 Seminar 吳樸偉               

  100 1 奈米碩     5292 書報討論 Seminar 許鉦宗               

  100 1 機械碩     5215 書報討論（一） Seminar (I) 王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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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 環工碩     5284 專題討論 Seminar 高正忠               

  100 1 環科專     5330 專題討論 Seminar 環科專班             

  100 1 聲音學程   5212 論文研討 Seminar 曾毓忠               

  100 1 

電機學

院 

光電碩     5104 書報討論 (碩一、博一) Seminar 光研所               

  

100 1 電子碩     5004 

電子專題研討(固態組) 

Seminar on 

Electronics-Solid State 

Electronics 郭治群               

  

100 1 電子碩     5005 

電子專題研討(系統組) 

Seminar on 

Electronics-Circuits and 

Systems 柯明道               

  100 1 電信碩     5064 論文研討-系統組(碩一) Graduate Seminar 陸曉峰               

  
100 1 電信碩     5065 

論文研討-系統組(碩二、

博) Graduate Seminar 陸曉峰               

  100 1 電信碩     5066 論文研討-電波組(碩一) Graduate Seminar 鍾世忠               

  
100 1 電信碩     5067 

論文研討-電波組(碩二、

博) Graduate Seminar 鍾世忠               

  100 1 電控碩     5045 論文研討 Seminar 吳炳飛               

◎ 
100 1 

電資碩士

學 5001 
專題研討 

Seminar 董蘭榮               

  
100 1 

電資學士

班 1006 
電機書報專題 

EE Independent Seminar 

電資學士

班           

  100 1 電機碩     5099 論文研討 Seminar 邱俊誠               

  100 1 顯示所     5091 書報討論(碩一) Seminar 顯示所               

  100 1 

客家學

院 

人社系     1644 全球化專題 Globalization Seminar 柯朝欽               

  100 1 族群碩     5930 書報討論(一) Seminar(I) 潘美玲               

  
100 1 族群碩     5937 

中國社會文化史專題 
Seminar o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張藝曦               

  100 1 

管理學

院 

工管碩     5473 論文研討  (碩一上) Seminar (I) 王志軒               

  100 1 工管碩     5474 論文研討  (碩二上) Seminar (III) 唐麗英               

  100 1 工管碩     5475 論文研討 (博一上) Seminar (I) 王志軒               

  100 1 工管碩     5476 論文研討 (博二上) Seminar (III) 彭文理               

  
100 1 交通碩     5540 

博士班論文研討一(博

一、二） Seminar 交研所               

  100 1 交通碩     5541 論文研討一碩士班 Seminar Ⅰ 交研所               

◎ 100 1 企管學程   5696 全球化專題 Globailzation Seminar 姜真秀               

  
100 1 物流專     5677 

運輸物流個案研討 
Seminar on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邱裕鈞               

◎ 
100 1 科法專     5667 

證券交易法專題 
Securities Regulations 

Seminar  林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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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 科法專     5671 

專題討論(一) 
Seminar on Technology 

Laws (I) 林欣柔               

  
100 1 科法專     5672 

專利法與實務專題 
Seminar on Patent Law 

and Practice 劉尚志               

  
100 1 科法碩     5584 

智慧財產與競爭專題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Seminar 王立達               

  100 1 科法碩     5586 企業法律專題研究 Seminar on Business Law 林建中               

  
100 1 科法碩     5590 

專題討論(三) 
Seminar on Technology 

Laws (III) 王立達               

  
100 1 科管碩     5521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 (碩

一) 

Seminar on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林亭汝               

  
100 1 科管碩     5522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 (碩

二) 

Seminar on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虞孝成               

  100 1 科管碩     5523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博二） PH. D Seminar 徐作聖               

  100 1 科管碩     5524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博一） PH. D Seminar 洪志洋               

  
100 1 財金碩     5609 

博士班論文研討(一) 
Seminar in finance for 

doctoral students(1) 黃星華               

  
100 1 財金碩     5612 

博士班論文研討 
Seminar in finance for 

doctoral students 黃星華               

  
100 1 經管碩     5546 

論文研討（博.碩士班) 
Seminar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經管碩               

  
100 1 經管碩     5562 

行銷研究專題研討 
Marketing Research 

Seminar 唐瓔璋               

  
100 1 資管專     5637 

資訊管理論文研討 
Seminars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管所               

  
100 1 資管碩     5505 

企管資訊論文研討 
Seminar on IS & 

Management 資管所               

  
100 1 資管碩     5506 

資訊系統論文研討 
Seminar on IS & 

Technology 資管所               

  100 1 運管碩     5462 專題研討 Seminar 黃寬丞               

  
100 1 管科系     1455 

管理專題研討（一） 
Seminar on Management 

(I) 朱博湧               

  
100 1 管院專班   5703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 
Seminar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thics 張新立               

  
100 1 管院專班   5704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 
Seminar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thics 曾芳代               

  
100 1 

光電學

院 

光電系統

所 5137 
書報討論 

Seminar  

光電系統

所           

  100 1 光電專班   5156 書報討論 Seminar 光電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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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 照能所     5142 書報討論 Seminar 照能所               

  100 1 影光所     5151 書報討論 Seminar 影光所               

◎ 100 1 

理學院 

分子碩     5414 書報討論-物化組 Seminar 三浦篤志             

  100 1 分子碩     5415 書報討論-物化組 Seminar 孫建文               

  100 1 物理碩     5401 書報討論 Seminar 高文芳               

  100 1 理院專     5420 論文研討 Seminar 陳永富               

  100 1 理院專     5426 論文研討 Seminar 李榮耀               

  100 1 理院專     5428 論文研討 Seminar 盧鴻興               

  100 1 統計碩     5388 專題討論 Seminar 洪志真               

  100 1 應化系     1433 書報討論 C(一) Seminar C (1) 魏恆理               

  100 1 應化系     1434 書報討論Ａ（一） Seminar A (I) 孫仲銘               

  100 1 應化系     1435 書報討論Ｂ（一） Seminar B (I) 朱超原               

  100 1 應化碩     5371 書報討論－應用化學組 Seminar 張豐志               

  100 1 應化碩     5372 書報討論－合成組 Seminar 李耀坤               

  100 1 應化碩     5373 書報討論－合成組 Seminar 鄭彥如               

  100 1 應化碩     5376 書報討論－分析組 Seminar 許馨云               

  100 1 應化碩     5377 書報討論－無機組 Seminar 陳登銘               

  
100 1 應化碩     5378 

儀器分析專題討論(一) 
Seminar on Instrumental 

Analysis(I) 謝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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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各學院碩士班、博士班招生分組數-碩士班、博士班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分組數 

電機學院 

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2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 

電控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 

電信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 

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1 

資訊學院 

網路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1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1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4 

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4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6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科技碩士班 1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 

理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 2 

物理研究所碩士班 1 

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1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2 

應用數學系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碩士班 1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2 

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碩士班 1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2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2 

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系碩士班 1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1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3 

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 

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2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2 

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班 1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2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GMBA) 1 

人文社會學院 
傳播研究所碩士班 2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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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2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3 

英語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1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2 

建築研究所碩士班 3 

音樂研究所 7 

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1 

光電學院 

光電系統研究所碩士班 1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碩士班 1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碩士班 1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1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2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最大組 

電機學院 

電子研究所博士班 2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1 

電控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2 

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1 

資訊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1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1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 3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7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科技博士班 1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1 

理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博士班 1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3 

統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1 

應用化學系博士班 1 

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博士班 1 

物理研究所博士班 1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博士班 2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1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博士班 1 

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1 

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1 

財務金融研究所博士班 1 

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2 

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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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博士班 5 

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班 1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博士班 1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1 

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班 2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3 

光電學院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1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1 

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1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1 

 

 

 

 

 

 

 

 

 

 

 

 

 

 

 

 

 

 

 

 

 

 

 

 

 

 

 

 

 



 28 

各學校英文授課調查表（98-100 學年度） 
 

◎交通大學 
     

學年度 全校學生數 全校課程數 

（不含專班） 

A、全英語授課數 B、全英語授課數 C、語言教學單

位之所有英語

課程 

英語授課佔

全校課程比

例 

（非語言教學單位） （語言教學單位） 

98A 14398 1828 111 19 119 6.07% 

98B 13557 1807 114 18 120 6.31% 

99A 14832 1843 121 17 128 6.57% 

99B 13991 1807 119 19 126 6.59% 

100A 14731 1856 125 16 132 6.73% 

備註：語言教學單位包含語言中心、寫作中心等。 
   

       ◎清華大學（聯絡人：胡慧文小姐；EMAIL：hwhu@mx.nthu.edu.tw；分機：31393） 
 

學年度 全校學生數 全校課程數 A、全英語授課數 B、全英語授課數 英語授課佔全

校課程比例 
 

（非語言教學單位） （語言教學單位） 
 

98A 12211 1684 156 87 9.26% 
 

98B 11817 1620 143 87 8.83% 
 

99A 12362 1696 165 103 9.73% 
 

99B 11917 1735 173 89 9.97% 
 

100A 12492 1737 179 108 10.31% 
 

       
  

◎陽明大學（聯絡人：羅柏彰先生；EMAIL：pclo@ym.edu.tw；電話(02)28267004） 
 

學年度 全校學生數 全校課程數 A、全英語授課數 B、全英語授課數 英語授課佔全

校課程比例 
 

（非語言教學單位） （語言教學單位） 
 

98A 4448 1093 83 13 7.59% 
 

98B 4342 1575 87 16 5.52% 
 

99A 4608 1118 77 12 6.89% 
 

99B 4458 1071 90 16 8.40% 
 

100A 4655 1120 75 12 6.70% 
 

       ◎台灣大學（聯絡人：康美華；EMAIL：kanglaura@ntu.edu.tw；電話(02)33662388#302） 
 

學年度 全校學生數 全校課程數 A、全英語授課數 C、語言教學單位

之所有英語課程 

英語授課佔全

校課程比例 
 

（非語言教學單位） 
 

98A 33,533 7,621 344  145  4.51% 
 

98B 33,533 7,476 324  139  4.33% 
 

99A 33,393 7,819 349  111  4.46% 
 

99B 33,393 7,595 313  101  4.12% 
 

100A 33,021 7,851 354  113  4.51% 
 

 

 

    

  



 29 

 

 

◎中央大學（聯絡人：徐賽芬小姐；EMAIL：mivy@cc.ncu.edu.tw；分機：57123） 
 

學年度 全校學生數 全校課程數

(不含體軍勞) 

A、全英語授課數 C、語言教學單位

之所有英語課程 

英語授課佔全

校課程比例 
 

（非語言教學單位） 
 

98A 12246 1855 79 43 4.26% 
 

98B 11822 1793 77 47 4.29% 
 

99A 12403 1837 98 48 5.33% 
 

99B 11926 1727 102 54 5.91% 
 

100A 12377 1892 197 45 10.41% 
 

       ◎成功大學（聯絡人：彭女玲小姐；EMAIL：z8801009@email.ncku.edu.tw；電話(06)2757575#50158） 
 

學年度 全校學生數 全校課程數 
A、全英語授課數(外

文系以外) 

C、語言教學單位

之所有英語課程 

英語授課佔全

校課程比例  

98 學年度 21329 7260 387 182 5.33% 
 

99 學年度 21513 7318 378 174 5.17% 
 

100 上 22737 3766 208 89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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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IEET 實地訪評預計行程表 

10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 

總召集人行程表 光電系認證團行程表 (共 2名委員) 電機系認證團行程表 (共 4名委員)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09:30 
校方主管簡報 

校長(副校長/

主秘)、教務

長、研發長、學

務長、國際長、

總務長、電機學

院院長、電機系

主管等 

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09:00 – 

09:30 

受認證學程主管簡

報  
(未定) (光電系) 

09:00 – 

09:30 
校方主管簡報 

校長(副校長/

主秘)、教務

長、研發長、學

務長、國際長、

總務長、電機學

院院長、電機系

主管等 

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09:30 – 

09:50 
休息時間 

09:30 – 

10:00 
與受認證學程會談  (未定) (光電系) 

09:30 – 

09:45 
交通時間-認證團移至受認證學程 

09:45 – 

10:15 

受認證學程主管簡

報 
(未定) (電機系) 

09:50 – 

10:30 
與校方主管會談 1 

校長 (副校長/

主秘) 
圖書館 8F 

第一接待室 10:00 –

10:20 
休息時間 

10:15 – 

10:45 
與受認證學程會談 (未定) (電機系) 

10:20 – 

11:10 
與教師會談 (未定) (光電系) 10:30 – 

11:10 
與校方主管會談 2 教務長 

圖書館 8F 

第一接待室 

10:45 – 

11:00 
休息時間 

11:00 – 

11:45 
與校友代表會談 (未定) (電機系) 

11:10 – 

11:20 
休息時間 

11:10 – 

12:00 
與學生會談 (未定) (光電系) 

11:20 – 與校方主管會談 3 研發長 圖書館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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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第一接待室 

11:45 – 

12:30 
與業界代表會談- (未定) (電機系) 

12:00 – 

13:00 
午餐 

12:00 –

12:30  
午餐 認證團成員 

(光電系) 
12:30 – 

14:00 
檢視佐證資料 認證團成員 

12:30 – 

13:00 
午餐 

認證團成員 

(受認證學程頇

迴避) 

(電機系) 

13:00 – 

14:00 

參觀電子計算機中

心、圖書館等 

圖書館館長、資

訊中心主任 

圖書館/ 

資訊中心 

13:00 – 

13:20 

提出「與校方行政主

管會談問題集」 

認證團成員 

(受認證學程頇

迴避) 

13:20 – 

14:40 
檢視佐證資料 

認證團成員 

(受認證學程頇

迴避) 

14:00 – 

14:10 
休息時間 

14:00 – 

14:30 

與受認證學程主管

總結 
(未定) (光電系) 

14:10 – 

14:30 

確認與校方行政主

管會談問題集 

總召及認證團

連絡人 
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14:30 – 

14:40 
交通時間-移至認證團工作會議室 

14:30 – 

14:40 
休息時間 

14:40 – 

16:30 

認證團工作會議

（期中審查學程） 

所有認證團成

員 
 (光電系) 

14:40 – 

16:30 
認證團工作會議 

所有認證團成

員 
(光電系) 

14:40 – 

15:40 

訪視空間設備、教學

實驗室與圖書儀器 
(未定) (電機系) 

15:40 – 

15:50 
休息時間 

15:50 – 

17:00 
與學生會談 (未定) (電機系) 16:30 – 

17:00 
宣讀「離校意見書」 

校長 (副校長/

主 秘 ) 、 教 務

長、研發長、學

務長、國際長、

總務長、電機學

院院長、光電系

主管及教師 

 (光電系) 16:30~ 宣讀「離校意見書」 

校長(副校長/

主秘 )、教務

長、研發長、

學務長、國際

長、總務長、

電 機 學 院 院

長、光電系主

管及教師 

(光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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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 

總召集人行程表 電機系認證團行程表 (共 4 名委員)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10:00 與校方相關行政主管會談 

校長(副校長/主

秘)、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國際

長、總務長、電機學

院院長 

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09:00 – 10:00 與校方相關行政主管會談 

校長 (副校長 /主

秘)、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國際

長、總務長、電機

學院院長 

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10:00 – 11:30 
訪視整合型實驗室及 (或 )

校園 
(未定) (未定) 

10:00 – 10:15 交通時間-認證團移至受認證學程 

10:15 – 11:15 與教師會談 (未定) (電機系) 

11:15 – 12:00 檢視佐證資料 
認證團成員 

(學程主管頇迴避) 
(電機系) 11:30 – 11:50 休息時間 

11:50 – 12:30 與校方主管會談 4 電機學院院長 
圖書館 8F 

第一接待室 12:00 – 12:30 與受認證學程主管總結 (未定) (電機系) 

12:30 – 13:00 午餐 所有認證團成員 

(電機系) 

12:30 – 13:00 午餐 所有認證團成員 
(電機系) 

13:00 – 14:30 認證團工作會議 所有認證團成員 13:00 – 14:30 認證團工作會議 所有認證團成員 

14:30~ 宣讀「離校意見書」 

校 長 ( 副 校 長 / 主

秘)、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國際

長、總務長、電機學

院院長、電機系主管

及教師 

 (電機系) 14:30 ~ 宣讀「離校意見書」 

校長 (副校長 /主

秘)、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國際

長、總務長、電機

學院院長、電機系

主管及教師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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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英文網頁應改善及追蹤之單位 

問題描述 應追蹤單位 現況 

部份網頁僅有英文功能表選項與標

題，但尚未建置內容者 

研發處、環保安全中心、光電學院、電機工程系、電信工程研

究所(新版)、電控工程研究所(新版)、科技管理研究所、應用

藝術研究所、建築研究所 

尚未完成 

部份英文網頁僅標題為英文，內容

仍為中文，尚未完成翻譯者 

電子工程系、光電工程系及顯示科技研究所、運輸科技與管理

學系、機械工程系所、環境科學研究所、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

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傳播研究所、音樂研究所 

尚未完成 

主要選單出現錯誤連結者 人文社會學院、財務金融研究所 
人文社會學院錯誤連結修改但內容仍需建

置。財金所尚未待完成。 

未提供英文招生資訊 

電機工程學系、電控工程研究所、運輸科技與管理研究所、科

技管理研究所、科技法律研究所、奈米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

研究所、傳播研究所、音樂研究所、建築研究所 

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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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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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院士名單暨研究專長領域一覽表 

組別 姓 名 專      長 

 

 

 

 

 

 
數 

 

 

 

 

理 

 

 

 

 

科 

 

 

 

 

學 

 

 

 

 

組 

 

 

 

 

 

李政道 物理 

林家翹 流體力學 

楊振寧 物理 

王瑞駪 Chemistry, Biochemistry, Applied Physical Sciences 

鄧昌黎 Physics, Applied Physical Sciences 

王兆振 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物理 

馮元楨 工程科學 

葉 玄 工程科學 

周元燊 數學、應用數學科學 

丁肇中 粒子物理 

葛守仁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Engineering Sciences 

鄭 洪 理論物理 

吳大峻 物理 

項武忠 數學 

韋潛光 化學、工程科學 

丘成桐 數學、物理 

吳耀祖 應用數學科學、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鮑亦興 理論與應用力學、物理聲學、土木工程學 

朱經武 Applied Physical Sciences, Physics 

田炳耕 Applied Physical Sciences 

孔祥重 計算機科學 

沈元壤 應用物理科學 

卓以和 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韓光渭 工程科學 

鄧大量 Geophysics, Geology, Applied Mathematical Sciences 

徐皆蘇 工程科學 

許靖華 地球科學 

崔 琦 物理、應用物理科學 

楊祖佑 航太工程 

王佑曾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Engineering Sciences 

高 錕 光纖通訊 

王義翹 Biotechnology an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梅強中 工程科學、應用數學科學 

鄭天佐 物理、應用物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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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姓 名 專      長 

 

 

 

 

 

 

 
數 

 

 

 

 

 

理 

 

 

 

 

 

科 

 

 

 

 

 

學 

 

 

 

 

 

組 

 

 

 

方 復 物理、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毛河光 高壓物理學、地球物理學、地質學 

朱棣文 物理、應用物理科學 

李雅達 Physics 

黎子良 
Applied Mathematical Sciences, Finance & Economics, Biomedical 

Sciences 

厲鼎毅 應用物理科學、電機電子工程、光電科技 

湯仲良 應用物理科學 

黎念之 化學工程、工程科學 

崔章琪 凝態物理、超導 

朱兆凡 Engineering Sciences, Electronic Cooling 

胡流源 Engineering Sciences, Biomechanics, Tissue Engineering 

薩支唐 物理、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林耕華 光電科技 

魯國鏞 天文物理學、電波天文學 

沈呂九 Physics, Applied Physics Sciences 

何志明 工程科學 

陳惠發 Engineering Sciences 

姚期智 計算機原理 

吳建福 應用數學科學（統計）、工程科學（品質工程及工業工程） 

虞華年 工程科學 

蔡振水 工程科學、應用物理科學 

姚鴻澤 數學物理 

王文一 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郭 位 工程科學、可靠度工程 

趙 午 物理、應用物理科學 

杜經寧 薄膜材料 

蕭蔭堂 數學 

毛昭憲 應用數學科學、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胡正明 應用物理科學、工程科學 

胡 玲 微電子科學技術 

廖國男 大氣科學、地球物理 

范良士 化學工程、工程科學 

陳守信 中子、X 光及雷射散射研究、複雜流體和軟物質科學 

劉必治 信號處理及多媒體技術 

朱時宜 原子、分子及光學物理，化學物理 

莊炳湟 計算機及資訊科學、應用數學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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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姓 名 專      長 

 

 

數 

理 

科 

學 

組 

雷干城 物理、應用物理 

黃煦濤 信號處理及圖形分析 

舒維都 語言科技、人機互動、電腦科學 

楊祖保 化學工程 

李雄武 電磁學與無線電科學 

王永雄 統計理論暨方法、計算生物 

孟懷縈 無線通信與數位信號處理 

馮又嫦 大氣科學、氣候變遷、全球碳循環 

翁玉林 大氣化學與環境變遷 

翟敬立 數學（算術代數幾何） 

 

 

 
生 

 

 

 

 

命 

 

 

 

 

科 

 

 

 

 

學 

 

 

 

 

組 

張伯毅 Cellular Biology 

錢 煦 醫學生理、生理學及藥理學、生物醫學工程學 

何曼德 
Microbial Biology, Virology, Immunology, Medical Physiology and 

Metabolism 

何 潛 Biochemistry 

梁棟材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王 倬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黃周汝吉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腫瘤學、藥理學 

羅 浩 細胞及分子神經科學、神經藥理學、系統神經科學 

黃秉乾 分子遺傳學 

簡悅威 遺傳學、血液學 

蔡南海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Plant Biology 

錢澤南 分子生物學 

黃詩厚 Microbial Biology, Biochemistry (Virology) 

徐立之 人類遺傳疾病、基因組研究 

王正中 Biochemistry, Microbial Biology 

李遠川 Biochemistry, Glycosciences 

李文華 Biochemistry, Cell Biology and Tumor Biology 

廖述宗 Biochemistry, Molecular Medicine 

黃以靜 細菌學、分子生物學 

鄭永齊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Anticancer and Antiviral Drugs, 

Medical Genetics, Oncology; Medical Physiology and Metabolism, 

Virology, Chinese Med. 

陳良博 細胞生物學 

莊明哲 遺傳學、醫療遺傳學、系統神經科學 

李國雄 
Medicinal Chemistry, Bioactive Natural Products, New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Medicine 

錢永佑 生物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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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姓 名 專      長 

 

 

 

 
生 

 

 

命 

 

 

科 

 

 

學 

 

 

組 

葉公杼 神經生理學 

詹裕農 神經生理學 

何大一 免疫學、微生物學和傳染病學 

龔行健 Biochemistry, Microbial Biology, Molecular Genetics 

蒲慕明 細胞及分子神經科學 

劉 昉 Cancer Pharmacology, Cancer Biology 

曹文凱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Molecular Medicine 

林重慶 癌症研究 

洪明奇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腫瘤學 

孫同天 生物化學、細胞及發展生物學 

陳景虹 細胞及分子神經科學、生理學及藥理學、生物化學 

潘玉華 癌症生物學、癌症遺傳學 

賀端華 植物生物學 

吳仲義 演化生物學、遺傳學 

于寬仁 Biochemistry, Cellular and Molecular Neuroscience 

吳以仲 分子細胞學 

莊德茂 神經藥理學、神經退化性疾病及精神性疾病的神經生物學 

葉篤行 心臟病學、醫療生理學及新陳代謝 

蔡立慧 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 

鍾正明 幹細胞學、發生學、皮膚生物學 

趙 華 結構和計算生物物理學 

蔣觀德 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分子基因學 

沈正韻 植物分子生物學 

劉鴻文 化學生物學、生物有機化學 

錢永健 Cell Biology, Chemistry, Physiology, Biochemistry, Neuroscience 

王學荊 細胞信號傳導、蛋白激酶及蛋白磷酸酶、細胞鈣研究  

蔡明哲 分子內分泌學暨發育生物學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何炳棣 歷史學 

鄒至莊 經濟學 

張 琨 語言學（漢語、藏語、苗瑤語、梵文） 

余英時 歷史學 

刁錦寰 統計學 

許倬雲 歷史學 

劉遵義 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 

丁邦新 語言學 

何丙郁 歷史學（科學史） 

卞趙如蘭 音樂社會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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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姓 名 專      長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王士元 語言學、認知演化 

王賡武 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 

方 聞 美術史 

張 灝 歷史學 

金耀基 社會學 

梅祖麟 語言學、文學 

林毓生 中國思想史 

郝延平 歷史學 

蕭 政 經濟學 

余國藩 Relig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林 南 社會學 

夏伯嘉 歷史學 

李龍飛 Economics, Econometrics, Statistical Sciences 

鄭錦全 語言學 

李歐梵 現代中國文學 

蔡瑞胸 計量經濟與財務、統計學、風險管理 

王德威 文學 

謝 宇 社會學、統計學、教育學 

羅聞全 Economics, Finance 

夏志清 中國文學、英美文學 

段錦泉 風險管理、財務與計量經濟學  

王 平 經濟學 

梁其姿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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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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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

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拾

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品及

感謝狀。 

第一款未修正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

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

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惠。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

者，當年度享有停車、體育設

施、圖資中心等之各項優待。 

修改第三條第

二款致謝內容

為"致贈一年期

停車證及圖書

證，並享有運動

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

者，致贈二年期停車證及圖書

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

者，自動成為本校企業會員，享

有本校各單位為企業界所提供

之各項服務。 

 

修改第三條第

三款致謝內容

為"致贈二年期

停車證及圖書

證，並享有運動

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

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校慶

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將捐贈

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館，作為留

念。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者，於校慶時頒贈獎杯致謝，並

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

館，作為留念。 

修改第三條第

四款致謝內容

為"致贈五年期

停車證及圖書

證，免費使用運

動設施，於校慶

時 頒 贈 獎 盃

(牌)致謝"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

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或校園

景觀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

之位置。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

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或校園

景觀命名。 

第三條第五款

後段新增"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

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

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運動

場地或校園道路命名，並將芳名

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

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或校園

道路命名。 

第三條第六款

供命名空間新

增 " 運 動 場 地

"，後段新增"並

將芳名鑄刻於

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

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

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芳名鑄刻

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

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

者，得為該館舍命名。舊館舍請

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價範

原第三條第七

款有關舊館舍

之規定改列為

第八款。新增"

並將芳名鑄刻



 42 

 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擇，其內容

得包含修繕工程。館舍命名需經

過捐贈者與校方共同審議決定。 

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者，

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繕空間

由捐贈人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

適當之位置。舊館舍請專業人員

進行鑑價，制定評價範圍表供捐

贈者參考選擇，其內容得包含修

繕工程。 

 

 原"館舍命名需

經過捐贈者與

校方共同審議

決定"改為"捐

贈財物供本校

翻 修 舊 館 舍

者，得視其捐款

比例，指定修繕

空間由捐贈人

命名，並將芳名

鑄刻於適當之

位置"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

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八、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

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款次變更 

十、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校

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園道路

及館舍之命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

施行細則另訂之。 

九、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校

級會議室、校園道路及館舍之命

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

訂之。 

款次變更，新增

"運動場地"。 

十一、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

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

政會議決議。 

十、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範

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政會

議決議。 

款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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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96年 4月 18 日 9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0年 11月 4日 100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人士、團體、公司

及行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接受之捐贈，包括興建館舍、館舍之重大修繕、購置各種設施、設立

講座、有價證券、獎學金、金錢或其他資產（含各種權利）。 

非以現金或約當現金捐贈本校者，其價值應經公正客觀之鑑價。 

第三條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品及感謝

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

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

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免

費使用運動設施，於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將捐贈事蹟留存於

本校發展館，作為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或校園景觀

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運動場地

或校園道路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得為

該館舍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繕空間由捐

贈人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

制定評價範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十、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園道路及館

舍之命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訂之。 

十一、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政會議

決議。 

第四條 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文化獎章

頒給辦法」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第五條 本校應定期將所有捐贈者芳名，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出版刊物之捐贈者芳名

錄內或捐助之相關建築物牆或柱面，並定期公佈用途。捐贈者並得匿名。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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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配合教育部頒訂「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精神與

相關規定，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六條之規定，成立校務基金募

款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國立交通大學為配合教育部頒

訂「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之精神與相關規定，

成立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增訂法源依據。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募款策略規劃及

進度監督。 

(二)校務基金募款工作之推

動。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募款策略規劃及

進度監督。 

(二)校務基金募款工作之執

行。 

將原第二項任

務"校務基金募

款工作之執行"

修正為"校務基

金募款工作之

推動" 

三、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

人，由校長遴聘熱心校務

發展之校內、外人士擔

任，得視需要增聘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 

(二)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

各一人。召集人由校長兼

任，執行秘書由策略發展

辦公室執行長兼任。 

三、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

置十一至十五人，得視需要增

聘委員。 

增訂委員任期

及設置執行秘

書之規定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增訂召開會議

之規定 

五、本會各決議事項，經提行政會

議報告後，送交有關單位執行。 

四、本會各決議事項，經提行政會

議報告後，送交有關單位執行。 

條次變更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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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設置要點 

88年 7月 30 日 87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通過 

88年 10月 8 日 88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1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1月 4 日 10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頒訂「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

精神與相關規定，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之規定，成立校務基金募款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募款策略規劃及進度監督。 

(二)校務基金募款工作之推動。 

三、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由校長遴聘熱心校務發展之校內、外人士擔任，得視需

要增聘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 

(二)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由策略發展辦公室

執行長兼任。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會各決議事項，經提行政會議報告後，送交有關單位執行。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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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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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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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 

                                   95.06.01教務會議修訂 

                                                   95.05.24 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本校為促進國際化，培養學生具國際觀，提昇學生外語能力，鼓勵本校專任教師以英語

教學開授課程，特訂定「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每學期各院系、所、中心開授之一般課程，並經各院系所課程委員會

審查通過者，且班級人數大學部課程不得低於十人，研究所課程不得低於五人。語言訓

練課程及以英語為母語授課者，不適用本辦法。 

三、各系所教師應就其個人開授課程內容、特色及未來發展，以全程英語教學方式授課，其

方式包括教材採用英語書籍，授課、研討及成績評量皆採用英語方式為之。 

四、採英語教學之課程，課程大綱以英語撰寫，開課時於科目時間表上註明『英語授課』；教

師請於上課前公告注意事項供學生週知。 

五、各系所應考量或檢測學生英語能力，每學期以規劃三至五門採英語教學之課程供學生修

讀為原則，並逐年適度增加，聘任教學時亦將英語教學能力列入應聘條件。 

六、經系所審查通過以英語教學之課程，授課鐘點經系所同意者，得以 1.5倍計算，但總超

支鐘點數仍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之限制。鼓勵對象以每學院老師授課總數之十分之一為

上限。若以英語授課之課程已在接受本校任何一級單位之獎勵則不可同時加計授課鐘點。 

七、各系所、中心每學年應對英語教學課程，適時評估成效；並請授課教師提供授課經驗及

建議事項，送課程委員會做為推動英語授課課程規劃之參考。 

八、本辦法由校課程委員會訂定經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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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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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施行細則」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 本校為提升英語授課數，特依「國立交

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訂定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

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為提升英語授課數，爰依國立交通大學教師

英語授課獎勵辦法，訂定本施行細則。  

二、 本細則依據「國立交通大學辦理五項自

籌收入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四條第八

項「其他優異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

勵者」，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編制內教

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

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

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二條第

九款「教師績效獎金或績優額給與」、

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款「約用人員、計畫

助理、約聘助教、工讀生、各單位自聘

人員之人事費及績效獎勵」訂定之。 

訂定本施行細則依據之相關會計法規。 

三、 經系所審查通過以英語教學之課程，授

課鐘點經系所同意者，得選擇以 1.5 倍

計算或支領獎勵金 2萬元，但總超支鐘

點數仍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之限制。若

以英語授課之課程已在接受本校任何

一級單位之獎勵，則不適用本細則。 

訂定開授英語教學課程之獎勵方式。 

四、 書報討論、專題、演講等性質之相關課

程不得支領獎勵金。 

訂定不得支領獎勵之課程。 

五、 教師前二學期以英語教學之課程的教

學反應問卷得點數有低於 3.0 者，不得

支領獎勵金。 

訂定不得支領獎勵金之資格。 

 

六、 本細則之經費來源為：五項自籌收入項

下支應（請 鈞長核示）。 

訂定獎勵金之經費來源。 

七、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訂定本辦法之行政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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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施行細則（草案） 

                                  

一、本校為提升英語授課數，特依「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訂定「國立交通

大學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細則依據「國立交通大學辦理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四條第八項「其他

優異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勵者」，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二

條第九款「教師績效獎金或績優額給與」、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款「約用人員、計畫助理、

約聘助教、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之人事費及績效獎勵」訂定之。 

三、經系所審查通過以英語教學之課程，授課鐘點經系所同意者，得選擇以 1.5 倍計算或支

領獎勵金 2萬元，但總超支鐘點數仍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之限制。若以英語授課之課程

已在接受本校任何一級單位之獎勵，則不適用本細則。 

四、書報討論、專題、演講等性質之相關課程不得支領獎勵金。 

五、教師前二學期以英語教學之課程的教學反應問卷得點數有低於 3.0者，不得支領獎勵金。 

六、本細則之經費來源為：五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請 鈞長核示）。 

七、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