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2年 5月 10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黃志彬副校長（請假）、台南

分部陳信宏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李大嵩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

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執行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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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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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學院張維安院

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理）、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林一平主任委員、主計室

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黃郁璇會長（陳卓立同學代理）、學生代表

王蔚鴻同學 

列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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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教務處鄭裕庭副教務

長、文書組戴淑欣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有關吸引優秀新生及照顧弱勢生就學方式，本校爾後應有系統性、通盤考量之常態配套

措施，並應積極主動適時發布訊息，如：免收宿舍費、清寒獎學金、挺竹專案及各項入

學獎助學金等，結合本校與各高中間之連繫及宣導資料，經教務處統整為招生宣傳常態

資料後，主動於媒體發布宣傳，以吸引優秀新生至本校就讀。 

二、前述獎助學金相關資料應表列彙整，除有助新生了解外，亦利向校友募款永續執行，各

學院、系所亦請配合提供相關獎學金。另請教務處規劃以下措施，以提升招生成效： 

   （一）安排校長、副校長至高中與學生座談。 

   （二）依各主管畢業之高中校友身分，安排各主管回母校座談。 

   （三）定期寄送交大電子報及招生宣傳短片至高中。 

三、與各學院座談後，感謝教師們對學校之建言。本人上任二年來，深思為提升行政效率及

競爭力，本校行政效能須痛定思痛並大力改革。以下事項請相關單位自下週起，依序於

每週提行政會議討論，並須於一年內改善完成。  

   （一）資訊學院莊副院長對校園景觀問題與餐飲及相關委員會組織及功能之建議，請總務

處具體回應並檢討改進。 

   （二）電子公文系統應以使用者立場為出發點，並建置友善之操作環境，本案責成林副校 

長先徵詢光電學院李偉老師建議，並與總務處及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負責系統之檢討

及改進。 

   （三）教師出國申請資料及相關系統整合檢討及改進：人事室。 

   （四）招生策略：教務處。 

   （五）圖書之有效運用：圖書館。 

四、管理學院規劃之管理科學系、經營管理所及科技管理所之系所整併案，請唐瓔璋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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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整合。 

五、有關本校對璞玉計畫之規劃方向，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後提出規劃書，並請將規劃書送

各主管參閱或提供意見後，回覆新竹縣政府。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2年 5月 3日召開之 101學年度第 27 次行政會議）已電子郵件傳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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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及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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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8）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9條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102年 4月 29日教育部函示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機制認定結果為「通過」，依據

來函說明第三點第(三)項：「評鑑重要事項應明定於評鑑辦法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擬修改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 9條，並提請 6月 5日本校校務會議

討論。 

    二、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 9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

參閱附件二（P9-11）。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校「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辦法」名稱及第一點、第七點修正案，請討

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二、（二）規定辦理。 

    二、本校「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辦法」名稱及第一點、第七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三（P12-13）。 

決  議：條文第二點「會計室主任」修正為「主計室主任」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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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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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N24 

1010330 

其他事項一：生師比偏高之學院，減少或停止

招收碩士在職專班事宜，應儘速依程序提送相

關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備。各學院處理情形請

提 5月 4日擴大行政會議報告。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學院 

客家學院 

光電學院 

管理學院： 

一、101年 5月 29日召開「100學年度第十一次行政

主管會議」暨「100學年度第四次專班委員會議」

之聯席會議，討論本院在職專班精簡計畫。會議

中除由張新立院長進行「管理學院在職專班精簡

規劃」簡報外，並邀請許副校長千樹及林教務長

進燈與會，聽取本院系所主管及專班各組組長對

精簡計畫之意見，該會議經討論後作成如下之精

簡方向調整建議，並獲許副校長之支持： 

(一)在管院同意進行相關課程統整且建立評量機

制以維護專班之教學品質下，建請校方能同意

保留原先招生名額之 80%(即 101學年度已減

招 10%，102學年度至多再減招 10%，共計減

招 20%)，以符合經濟規模及效益。本專班精

簡規劃案送校前，請先送院務會議審議。 

 (二) 敬請校方重視管院長期以來師資嚴重缺乏

導致生師比過高、發展受限之困境，積極協助

本院增聘教師。 

二、本案於 6月 4日提送院務會議討論，所建議之管

理學院專班精簡發展規劃案及減招 20%之提案均

管理學院

續執行 

電機學院

已結案 

工學院已

結案 

資訊學院

已結案 

理學院已

結案 

客家學院 

已結案 

光電學院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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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通過。 

三、儘管所提之管理學院在職專班精簡規劃未獲院務

會議通過，專班之教學精進、學生關懷、及碩士

論文指導品質提升等議題仍會持續改進推動。 

電機學院：本院碩士在職專班預計自 103學年度起停

招，停招申請案已於 101年 3月 30日送交綜合組辦

理。 

資訊學院： 本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學年 度起停

招 （業經 101年 4月 23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將

依程序提送相關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備。 

工學院：100學年度本院生師比如下： 
 日間部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院生師比 

現況 28.64 12.71 33.62 

基準 25 12 32 

本院擬於 103年結束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先暫時舒緩

生師比偏高問題(本案業經 101.2.22 院務會議討論

通過，將提 101.5.17校規會審議)；同時因本院目前

生師比為 33.62，一直以來偏高，教師授課負擔過

重，為長遠計，如果校方能提供本院所需之師資員

額，將更有效降低生師比，讓本院老師能專心從事教

學與研究工作。以本院教師優異的表現，應可提升交

大之排名 

理學院： 

一、目前理學院生師比，包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數是

18.93，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扣除在職專班學

生數大約可降低本院生師比至 17.51，但影響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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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包含二組:分為應用科技組

與數位學習組，其成立之宗旨乃配合政府政策，

強化教育體系之在職進修功能，提高中小學網路

教學水準，建構終身學習的環境。其學生多來自

國內各中小學教師，其中不乏「建國高中」、「景

美女中」、「復旦高中」、「新竹高中」、「建

功高中」、「實驗高中」等重點高中之專任教師

並擔任部份學校資優班導師及重要職位，這些種

子教師將其在職進修所習得之收穫，延伸回饋至

各中小學基礎教育，除了對改善中小學數位學習

環境有顯著的助益外，可以提高本校之聲譽，更

能為本校奠定強而有力的招生策略基礎。 

三、專班自 89年成立以來，積極推動之數位學習教

學軟體開發。例如陳明璋老師的 AMA (Activate 

Mind Attention)、袁媛老師的「萬用揭示板數

學教學網」。這二套系統已是目前於國小數位學

習教學實用上使用人數最多且成效最卓著的系

統，其使用者良好的回應有助於教育工具之開發

與實務理論的結合。建立這實務的管道，實屬不

易。 

四、除了數位學習組在中小學的實務發展成果外，終

身學習亦是整個台灣，社會教育主要推動方向。

本班之應用科技組將朝向科普教育推動的方向

來規劃。如此一來，更能與數位學習組教育成果

整合，連接本校之教育學程，發揮整合的效果。 

五、基於上述的理由，祈願學校能同意「理學院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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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專班」繼續開班招生。 

客家學院：目前有專任師資 31名，教授 2名、副教

授 16名，助理教授 13名。專班目前在學學生人數碩

一 23人，碩二 44人（含休學，不含退學人數），本

院全系生師比（含專班，學生數加權）為 1比 12.91，

隨著兩系專任教師逐年徵聘，學生相對於專任教師的

比率也會下降。因此本院專班無師生比偏高的情形。 

光電學院：台南科學園區有完整的光電產業聚落，必

須積極培育高級研究人力，以提升全球競爭力；本院

設立之宗旨之一即為台南地區培育產業所需人才，故

光電學院擬維持招收碩士在職專班，另目前進行專任

教師徵聘事宜以降低生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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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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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No9 

1011116 

主席裁示：研究所新生註冊率不及 50%之教學

單位應警愓及檢討，教務處應研處退場機制等

解決因應方式，並將近 3 年之註冊率列表進行

數據分析，若分析需要，甚或提供 3 年以前之

數據。 

教務處 

有關博士班註冊率不及 50％之處理機制： 

1.註冊率連續兩年不及 50％之教學單位，扣減招生

名額 10％。 

2.註冊率連續兩年不及 70％之教學單位，請提出改

善計畫。 

續執行 

101No10 

1011123 

主席報告三之（一）：客家學院大學部一、二年

級學生以於光復校區上課為理想，或視需要於

一週內安排統一時段於六家校區上課；大學部

三、四年級課程及研究所、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或台聯大系統相關課程則可安排於六家校區。 

客家學院 

已鼓勵本院教師將大一、大二修課規劃在光復校區開

課，請教務處協助上課教室安排事宜。 

續執行 

主席報告三之（二）：六家校區學生用餐問題，

可考慮由光復校區餐廳統一訂購餐盒送至六家

校區或指定人員協助提前代為統一訂購餐盒等

方式處理。 客家學院 

1. 如果大一、大二排課在光復校區，用餐問題即可

解決部份。 

2. 本院已提供學生用餐空間，並提供廚房用餐設備

及桌椅，學生可自行攜帶食物，簡易加熱即可食

用，亦解決部份用餐問題。 

3. 學生真正希望解決的問題是，光復校區與六家校

區的校車班次能夠增開。 

續執行 

101No20 

1020222 

主席報告三：本校學生通過英檢人數資料請再

查明修正，並請教務處研議對於大四生於畢業

前再次舉行英文能力檢核之可行性，進而分析

學生「聽」、「說」、「讀」、「寫」英文等分項能

教務處 

已請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針對大四生於畢業前再次

舉行英文能力檢核之可行性進行評估與規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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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優劣，以研擬對策提升之。 

101No27 

1020503 

主席裁示一：請一週內儘速處理工程五館有關

鴿子排泄物之環境衛生問題，避免影響師生健

康。 

總務處 

有關鴿子排泄物滴落工五館階梯入口處原因，經會勘

確認係 511室(光電所無塵室)上方防鴿網故障，導致

鴿子於冷氣窗台上築巢，已於 5月 4日完成鴿巢清理

並全面檢修防鴿網。惟鴿子具歸巢性，目前仍於工五

館上方盤旋不去，後續觀察若仍無離開跡象，將採人

工趨趕及噴曬藥劑方式處理。 

另鴿子排泄物已清潔完畢，並請館舍督導工友加強巡

視及清掃。 

已結案 

主席裁示二：請總務處儘速依規劃之校內空間

配置，先行處理行政單位搬遷事宜（包括調配

客家學學院長在校本部辦公室空間等），並將進

度提本會報告。另重大工程或大型維修計畫，

均應依程序提送校規會審查。 

總務處 

有關行政單位搬遷事宜，已分別請各使用單位提出空

間需求並進行配置與檢討。搬遷整修工程亦陸續開始

進行。另有關重大工程將依程序提送校規會報告或審

查。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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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 9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訂

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並報教育部認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據 102年 4月 29日

之臺教高(二)字第

1020062679號之教育部

來函，其說明第三點第

(三)項：依大學法第 16

條第 5款之規定，校務會

議審議有關教學評鑑辦

法，爰評鑑辦法仍應經校

務會議通過。因此修正

「國立交通大學教學單

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

9條條文以符合評鑑辦法

應經校務會議通過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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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行政會議訂定(96.07.20) 

101 年 8 月 17日 101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9 月 28日 101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1日 101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10日 101 學年度第 2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辦學績效，提升整體教育品質與水準，依據大

學法第五條有關大學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

原則，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本校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在職專班、產碩專班、通識教育中心等全數教學單位

應依本辦法接受評鑑。惟已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之教學單

位可申請免評鑑或暫緩評鑑。 

第 3條 教學單位評鑑以每五年實施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需要予以調整，並需依據評鑑

結果建立持續改善機制，定期針對自我評鑑工作之規劃、實施及考核進行檢討改善。

自我評鑑之實施週期必要調整時，由行政會議討論決議之。 

第 4條 為推動教學單位評鑑工作，本校應分別設立校級及院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指導與監督全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相關事宜，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副校長任副主任委員，並由校長敦聘五至七位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且校外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院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指導與監督該院下轄各教學單位之自我評鑑相關事宜，由院

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由院長提名校內外資深教授或專家六至十人，報請校長從中遴選

四至六人聘任為委員，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內委員須為院外

委員；通識教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主任委員，並由

主任委員提名校內外資深教授或專家六至十人，報請校長從中遴選四至六人聘任為委

員，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第 5條 為執行教學單位評鑑業務工作，本校分別設立校級、院級及系（所）級之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 

校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統籌協調評鑑業務之規劃及推動，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教務長擔任副召集人，並與主任秘書、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長、各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共同

組成。 

院級及系（所）級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各層級評鑑事宜之督導、執行、追蹤考核

與總結。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院長或院長指定一位副院長擔任召集人，成員應包

括其所轄之系、所、學程、專班之主管；通識教育由通識教育主任委員為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召集人，並得指定一位所屬教師擔任副召集人，成員應包括通識教育之各中心

主管；系（所）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則由系主任（所長）或系主任（所長）指定一位

所屬教師擔任召集人，成員應包括系（所）各項委員會之召集人。 

第 6條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之實施時，須籌組評鑑委員會負責檢閱自我評鑑報告及執行實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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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工作等事宜，其組成如下： 

院級評鑑委員會：由院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名六至十位人選，簽請校長參考並遴

聘四至六位委員組成，並由評鑑委員推選一名擔任召集人。 

系（所）級評鑑委員會：院長參考系（所）提名三至五位人選與院級評鑑委員名單，

遴聘四至六位委員，經校長同意組成，並由評鑑委員推選一名擔任召集人。 

通識教育評鑑委員會：由通識教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名六至十位人選，簽請校長

參考並遴聘四至六位委員組成，並由評鑑委員推選一名擔任召集人。 

自我評鑑之委員應由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及專業領域之業界代表組成，並全

數由校外人士擔任，其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詳列於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

施細則」中）。 

第 7條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之評鑑項目內容與程序，另訂定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細則」

辦理之。 

第 8條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之結果報教育部認定，並作為院、系（所）發展與改進之依據，並

供本校作為調整資源分配、校務推展之重要參考。 

第 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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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辦法」 

名稱及第一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為有效辦理本校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提升本校檔案管理效能，於 96 年 1月 5日依檔案法施行

細則第 13條暨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第 3條規定，提經 95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辦法」。 

因考量本辦法係屬行政規則，擬修正其名稱為「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

點」，並配合修正其內文第一點及第七點，以符合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辦法」 

名稱及第一點、第七點修正說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小組設置辦法 

為符合中央行政機

關法制作業應注意

事項之規定，爰修

正本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辦理檔案保存價值

鑑定，提升檔案管理效能，

特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暨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第 3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依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暨檔

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第 3 條

規定，訂定本辦法。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

正。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

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

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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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依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3條暨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第 3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置召集人 1 人，由本校主任秘書擔任之；小組成員由本校教務長、學務長、研發

長、總務長、圖書館館長、通識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組成之。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 1人，由總務處文書組組長兼任，幕僚作業由總務處文書組派員兼辦。 

三、本小組遇有下列情形，應由召集人召開檔案價值鑑定會議： 

（一）因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而認有必要者。 

（二）檔案銷毀、移轉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者。 

（三） 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以辨識其保存年限，須重新鑑定者。 

四、本小組會議應有全體成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有出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正、反意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五、本小組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機關人員、學者專家，列席會議指導，並得依規定支給出席

費及交通費。 

六、本小組所需經費由總務處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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