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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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千樹副校長（請假）、黃志彬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台南分部陳信宏主任

（柯明道副院長代理）、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黃世昌總

務長、張翼研發長（張錫嘉副研發長代理）、周世傑國際長（張家靖副國際長代理）、

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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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何信瑩所

長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代理主任委

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張愷宏會長、學生代表黃昱凱

同學（陳信同學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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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發

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請假）、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學生參加學運活動，應以安全最重要，為使師生了解「服貿」內容及相關事宜，本校將

於 4月 1日下午辦理相關說明會，請踴躍參與。 

二、本年度雖未舉辦梅竹賽，但二校校隊可辦理友誼賽，交流並切磋球技，請鼓勵學生多參

加體育活動。 

三、有關本校創新創業學程及領袖人才培育等，請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及國際處研商，

先行於宿舍擇一合適地點，試辦強化交誼廳功能，並提供白板、桌椅、電源插座及網路

等設備，讓學生及國際生可藉由宿舍交流學習、跨界、跨領域對談等活動，建立具特色

之宿舍氛圍。請上述單位提出具體方案於春假過後之行政會議續討論，期能於暑假時施

行。 

四、有關浩然圖書資訊中心七樓以下樓層配置（人事室、主計室及記者室）、八樓第一會議室

設備更新、科一館空間配置（教務處所屬單位、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等）及第二餐廳 3樓

之空間等之整體規劃及搬遷進度，請總務處提出具體執行情形，於春假過後之行政會議

續報告。 

五、各學院、系所於招收國際生（博士班）獎學金之核發，若其學業成績仍維持相當水準時，

請儘量維持獎學金金額與入學時相當（若不足時，建議由學院、系所與指導教授適當分

擔），避免影響其在台求學及生計。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3年 3月 21日召開之 102學年度第 20次行政會議）已電子郵件傳送

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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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101 學年度及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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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9） 

 

三、教務處報告： 

（一）自我評鑑相關作業報告： 

      1.本年 2月開始進行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工作，教務處「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專區」

網頁已經正式啟用，有關本校評鑑的相關資源與公告等資訊，參考網址如下：

http://140.113.43.13:8080/nctu_eval/index.php。 

      2.學生核心能力問卷整合平台已經開放使用，請各系所至該專區參考相關資料的問卷

填答結果，網址如下 http://nctu-survey.nctu.edu.tw/index.php。 

（二）校友及雇主問卷調查：為協助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之推動，教學發展中心於 3

月 19日發通知給各學院，請其轉知所屬系所於 4月 12日校慶活動之「校友回娘家」

中，實施「校友問卷」及「雇主問卷」調查。校級校友問卷將於 4月 30日前請各學院

彙整後繳回，校級雇主問卷目前委由 1111人力銀行代為施測。系所級校友及僱主問卷

請各系所自行施測及分析，以作為各單位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之重要佐證資料。 

（三）落實輔導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之學生：102學年度第 1學期「二一學生輔導工作

績效表」截至 3月 19 日繳交期限為止，共有 8個學系已繳交，尚有 9 個學系未繳交，

尚未繳交之學系為電機系、電資學士班、電物系、傳科系、奈米學士班、材料系、光

電系、外文系、土木系、電工系，已再度發提醒通知給未繳交之學系於 3月 28日(五)

前繳交 102學年度第 1學期「二一學生輔導工作績效表」。 

（四）台灣聯大學學生跨校轉系：中央大學本年度將參與台灣聯大學學生跨校轉系，本校教

務會議已通過「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之修訂，待四校教務會議通過，行

政總部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五）選課業務：學生即日起至 5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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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將透由網路提醒同

學。 

（六）開放式課程︰惠請各學院於 5月底前推薦 103學年度 2門課程作為開放式課程(OCW)。

102學年度下學期工程數學(二)、能源科技、進階工程成本管理、工程進度規劃與控

制、交通路網系統控制與研究、微積分均陸續進行錄製與剪輯作業，並協助進行「學

習的藝術」中英文版開放式課程之製作。 

 

四、學務處報告： 

（一）本校今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6月 7日(六)10時於中正堂辦理全校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代表

之畢業典禮，典禮結束後原場地分別提供理學院、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辦理

院級畢業典禮。畢業典禮主題選定「我們的大時代 The Best of Times」，4月 1日上

午將召開招商評審會，相關籌備工作依序進行中。 

（二）102學年度青春盃合唱比賽已於 103年 3月 23(日)上午 10時 30分起於本校演藝廳熱

烈展開，共有 27隊報名參賽(含大一新生組 7隊、一般組 20隊)，合計約 400餘位參

賽同學，隊隊精神振奮，志在必得。比賽成績出爐：大一新生組：金牌獎(世界級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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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牌獎（管科ㄎㄎㄎ）：銅牌獎（A Yo 人社！）。一般組：金牌獎（還我青春）；銀牌

獎（科法人聲）；銅牌獎（閃電１１人）；最佳舞台呈現獎：熊有汁液弟餓隊及光芒兩

隊。終場並有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學長率領當年同班同學姜長安、吳植祿、倪集

熙、楊世雄、彭海華、林次平、林仕國等 8位學長逗陣來表演，希望透過以「班級為

單位」的合唱比賽，鼓勵學弟妹多互動，成為一輩子的夥伴。 

（三）「2014企業校園徵才活動：Welcome to the Jungle狩獵新未來」展示會活動於 3月

15日(六)圓滿落幕，當天共計邀請 155家優質廠商進駐，架設 180個攤位共釋出 2.5

萬多個工作機會，今年同學參與的熱絡度更勝以往，粗估到訪的同學應超過 2.5萬人

次，媒體均大幅正面報導，提升本校能見度。 

（四）「2014 UST Wonderful 4精彩台聯大」四校聯誼活動已於 3月 15日(六)假陽明大學

進行各項聯誼趣味競賽與演唱會等精彩活動，共有 77位同學報名參加，由副學務長與

課外組同仁帶隊參與，四校學生趁此機會聯誼，頗受同學們好評。 

（五）103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訂於 3月 29日(六)至 3月 30日(日)假嘉義

大學舉辦，本次遴選推薦及人服務團及競技啦啦隊兩個社團代表參賽。 

（六）衛保組 3月 11日至 13日辦理溫馨校園捐血活動，共募得 407袋血。 

（七）衛保組 3月 22日舉辦愛滋防治志工種子工作坊訓練，共 20人參加，未來將協助推廣

校園愛滋防治宣導。 

（八）102學年上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展現正於圖書館大廳展出，並舉辦班級人氣王票選

及心得徵獎活動，展期自 2月 27日至 3月 27日止。 

（九）服務學習中心與國際處於 3月 7日聯合辦理 Buddy Program相見歡活動，102下學期

共有外籍生 15位、志工同學 14位參與，協助國際生熟悉交大環境，融入校園生活。 

（十）諮商中心自 3月 3日起於 13舍紓壓小間每週一晚上提供宿舍服務，三週來訪人數共

99人。3月 6日舉辦女二舍小客廳開幕活動，共計 90位同學參加，藉由製作花草茶寫

新學期願望活動增進同學對宿舍紓壓空間的認識。 

（十一）轉知教育部 103年 1月 16月、3月 12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006876A號、第

1030033068A號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校安事件通報作

業規定摘要說明如附件二（P10），校安事件通報區分為下列三種： 

      1.緊急事件（2小時內通報）。 

      2.法定通報（甲級、乙級事件 24小時、丙級事件 72小時內通報）。 

      3.一般校安事件（7日內通報）。 

 

五、總務處報告： 

（一）人社三館新建工程目前已完成地上1層牆筋及模板組立，進行2樓版鋼筋紮、模板組立、

機電配管等作業，預計3月底完成1樓之混凝土澆置作業。 

（二）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前於103年1月7日經校園建築與景觀

審查會議審議通過，後於3月3日、10日及21日召開修正後設計及都審資料檢討會議，

目前進行細部設計圖繪製等準備作業，3月底前申請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三）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環境品質監測已於103年3月20日決標並向環保署及教育部函

報103年3月24日開工，進行先期移樹作業。另建築執照申請作業亦已於103年1月29日

經主管機關新竹市政府通過核備，目前正檢討細部設計預算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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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愛校區實驗動物中心計畫之耐震結構補強暨無障礙電梯工程業於103年2月完工。外

牆、電力改善工程案於3月18日開標、3月20日辦理審查會，3月25日開價格標並決標在

案。另空調實驗設備統包工程已於102年12月30日開始執行，103年3月13日辦理細部設

計第3次審查會。 

（五）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新建工程於3月6日使用執照查驗及3月7日至10日辦理工程初驗，

目前尚有缺失待改善，預計3月30日辦理工程初驗缺失完成改善。 

 

六、 研發處報告： 

（一）科技部徵求與捷克科學基金會 104年度雙邊共同研究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3年 4月

16日止。 

（二）科技部徵求「歐盟 Horizon 2020先期規劃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3年 6月 25日止。 

 

七、 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簽訂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

簽 

署單

位 

國家/校名/學院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大陸 南京工業大學 

學術交流協議書 

交換學生協議書 

( 另 附 件 1 ，

p.1-p.5) 

該校副校長與教學團隊

於 2013年 12月 9日前

來本校拜會許副校長，

由於兩校學術研究領域

相似，且考量為拓展與

大陸地區高校合作及學

術互助互惠之平等交

流，故擬與南京工業大

學建立學術交流與交換

學生合作。 

5 

Years 

理 學

院&通

識 教

育 委

員會 

大陸 

北京師範大學腦

與認知科學研究

院 

教育領域合作備

忘錄(另附件 2，

p.6-p.10) 

1.過去兩年北師大已來

交大參訪四次，每次

約 20~30人。 

2.應邀到北京師大舉辦

一次三天研習，以及

到該單位舉辦活動演

講三次。 

3.未來的合作模式：認

知與數位教學方面學

術研究、AMA種子教師

培訓、共同舉辦研

習、指導設計數位教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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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合作開發數位

教材。 

台 聯

大 文

化 研

究 國

際 中

心 與

亞 際

學程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Exchange 

Students  

( 另 附 件 3 ，

p.11-p.15) 

現況 

本中心已配合教育部臺

港頂尖大學合作計畫，

推動「亞際文化：二十

世紀與當代」計劃，規

劃一系列兩校合作課程

（有承認學分），亦共

同進行工作坊。 

預期效益 

本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院雙方師生長期合

作，將進行短期講座、

田野調查、短期工作

坊，並進而擴大合作範

圍，結合大陸地區及國

際學者，成立跨國研究

計畫團隊，共同規劃國

際研討會。將以上合作

成果為基礎，合作國際

出版事宜。 

5 

Years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文

化宗教學系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另附件 4，

p.16-p.18) 

現況 

1.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宗

教系已經與本校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簽訂交

換學生協議書。 

2.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宗

教系將基於本中心與

該校文學院簽訂之學

術交流協議書，作為學

術交流以及學生交流

的執行單位，協助推動

臺港頂尖大學合作計

畫之「亞際文化研究：

二十世紀與當代」。 

預期效益 

以訪問和相互承認學

分，並進一步規劃短期

工作坊、短期講座、田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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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調查、國際研討會和

國際出版，實際增加雙

方師生學術上的合作交

流。日後希望能夠發展

雙聯學位。 

（二）第九屆 APAIE 亞太教育者年會 103 年 3 月 17 日至 20 日在韓國首爾舉行，本校由周國

際長、李威儀教授及劉亭鈺小姐代表出席該會議，李教授於會中發表「Establishing a 

Chinese Version Online Higher Learning Platform」，推廣本校 Mooc平台。年會期

間積極宣傳本校 exchange program、Elite Program及 Summer Program，並舉辦姊妹

校交流座談會，邀請 11 校 25 人參加，交流會中除了簡介交大，並表達與姊妹校學術

交流合作意願，會中德、法多所姊妹校表達願意增加交換生人數及領域。 

（三）重要外賓（3/1-3/28） 

日期 校名/單位 職稱 姓名 摘要 

3/18 
澳門經濟文化

辦事處 
主任 梁潔芝 

與黃志彬副校長會談及與本校澳

門僑生座談 

3/20 
馬來西亞循人

中學 
校長 曾賢瑞 

曾校長率該校 2名教師及 32名學

生治本校參訪。曾校長與本校電機

系、資工系及應數系教授座談，討

論該校協助薦送優秀學生相關事

宜 

3/21 
澳大利亞 

西澳大學 
副校長 Mr. Iain Watt 討論兩校未來合作領域 

（四）本處與教務處聯合於 103年 3月 24日辦理雙聯學位暨陸生招生說明會，邀請院系所教

師及承辦業務同仁與會，說明雙聯學位現況及未來推動方向，希望系所能訂定雙聯修

業要點，以提供境外生瞭解來校修讀雙聯學位之相關規範；同時就陸生招生及獎學金

機制詳細說明，提供本校陸生學位生學業表現成果，以鼓勵系所招收優秀陸生。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計畫專任人員薪資統一造冊： 

    1.本專案完成 96%，已以 4月薪資為測試資料，進行 3次測試（3月 17日至 21日、3月

24日至 26日、3月 27日至 28日），以期達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性。 

    2.未來將以 5月薪資為測試資料，進行第 4次及第 5次測試，並確認異動與補發機制的

有效性。預計 4月 15 日正式上線造冊 5月薪資，正式上線前，請相關行政單位公告通

知助理停止造冊 5月薪資，並事前通知薪資經費不足之計畫主持人及當事人。詳細時

程請見附件三（P11）。 

 

九、圖書館報告： 

（一）「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圖書展覽：3月 24日至 28日於圖書館二樓大廳熱列展出。

本館本於台聯大與香港城市大學的學術合作與交流密切，特邀香港城市大學出版品於

館內陳列展覽，冀期推動學術研究。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成立於 1996年，致力於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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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出版學術著作及其他優秀作品，以推動知識應用，同時促進華語各院校及不同文

化之間的互相了解。出版社的圖書種類涵蓋文、理、工、社科、商及法政等方面領域。

此次展覽共計展出 134冊，等同於台北國際書展的展出規模，歡迎全校師生蒞臨閱覽，

以拓展才智視野。 

（二）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贈送本館一台室內空氣品質監控器，價值 11,000元，已裝置於

二樓大廳。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 103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 103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附件四，P12-13）已於 3 月上旬起經各業務負責召集

單位及承辦單位訂定並確認。 

    二、本校 103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已協調台灣聯大四校調整開學等日期，並共同訂定 4

月 3日至 5日為校際活動週，本校於 2日放假，為補 4月 11日校慶上班之假期。 

    三、內政部於 3月 17日召開「紀念日及節日放假相關事宜」會議，並決議放假日逢例假

日一律補假，並且採美國模式，也就是放假日如遇週六，就在前一個上班日補休，

可休「五六日」；放假日如遇週日，就在下一個上班日補休，改休「六日一」。已

將此決議精神納入 103學年度行事曆編定。 

    四、過去為體恤返鄉過節之教職員避開車潮，本校在訂定春節假期之起迄日，多比一般

行政機關前後各加一天，並統一以寒休抵扣。104 年預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

春節假期為 2月 18日至 2月 23日。唯因 104年春節假期結束已 2月 23日，開學日

為 24 日，本校僅於人事行政總處訂定之春節假期前多加一日為 2 月 17 日（週二）

至 2月 23日（週一），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本校「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為協助校內各級研究中心之發展，以及有效整合運用資源，依據本校校級與院級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九條之規定(附件五，P14-15)，並整併本校「跨領域研究中心獎

勵辦法」(附件六，P16)，特訂本校「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本案業經 103年 3

月 21日 102學年度第 7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七（P17）。 

   二、本校「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草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八（P18-20）。 

   三、上述修正草案若經行政會議通過實施，則本校「跨領域研究中心獎勵辦法」併予廢

止。 

決  議：請提供過去各級研究中心獎勵回饋之具體數據並參酌與會主管意見修正後，再提會

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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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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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

情形 

1 
101No29 

1020517 

主席裁示一：請總務處重新思考校園建

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之組成、定位及任

務，研擬修正方式提送相關會議討論。 

總務處 

將研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提校務規劃委員會討論。 

續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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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2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項次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

情形 

1 
10219 

1030314 

主席報告：請學務處提早分配有關學生

工讀助學金經費，各單位使用工讀助學

金亦應按月報支，避免影響學生權益。 
學務處 

一、學務處生輔組遵照 3月 7日學校校管會核定預算

額度，依比例刪減進行初步分配，並通知各單位

先行動支，以維學生權益。 

二、學務處生輔組將密集召開經費分配會議，預計於

3月 25日前完成經費分配，並函請各單位每月按

時確實核銷。 

續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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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安通報事件屬性、類別、通報時限對照表  

屬性區分 選定判別要領 事件次類別(名稱) 通報時限 

緊
急
事
件 

1.學校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
中毒、失蹤、受到人身侵害等。 

2.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亟需通報，
或各級學校自行宣布停課者。 

3.逾越學校處理能力及範圍，亟需通報者。 

4.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依選定判別要領  

 決定是否為緊急事件） 

即時以電話、傳
真通報上級(主

管)， 

並於 2小時內上
網通報。 

法定通

報事件 

甲級 
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 

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確定事件。 
◎霸凌(嚴重且確定)事件。 24小時 

乙級 

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 

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疑似事件， 

或非屬甲級之其他確定事件。 

◎中毒事件。 
◎(兒童及少年)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 
◎家庭暴力事件。 
◎身心障礙事件。 
◎霸凌事件。 
◎藥物濫用事件。 
◎強迫引誘自殺行為。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法定傳染病。 

24小時 

丙級 
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 

之其他疑似事件。 

◎其他兒少未獲適當照顧事件。 

◎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災害。 
72小時 

一般 

校安 

事件 

非屬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 

且宜報主管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交通意外事件。 
◎火警。 
◎暴力偏差行為。 

◎其他一般校安事件 …。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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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0年 9月 26日 9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年 10月 31日台（90）高（二）字第 90152302號函核定 

91年 6月 19日 9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92年 1月 23 日台高（二）字第 0920012696號函核定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 6月 6日 1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12月 18日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級研究中心之設置，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內所隸屬之中心準用之。 

第三條  本校為因應研究、教學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附設各級研究中心，其設立須經相關

單位發起，提出設立規劃書與設置辦法，經審查通過其設置辦法後，正式成立。

研究中心得依其性質，分別隸屬于校級、院級及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隸屬校級

者，由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隸屬院級者，由院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隸屬電子與

資訊研究中心者，由中心會議審查通過後，提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屬跨學院

者，分別經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 

第四條  各級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  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四、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五、  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  預期具體績效。 

七、  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九、  空間規劃。 

十、  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第五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具承接大型長期研究計畫之能力隸屬校級研究中心須爭取每年至

少 1千萬(含)以上之研究計畫，持續 4年為原則，且經費自給自足方得籌設申請。

非屬上述大型計畫之其他計畫（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或國科會補助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等），原則上由各系所承接。 

第六條  為強化研究計畫執行績效，研究中心得運用大型計畫人事費或自籌經費，依客座教

師、研究人員及專任技術人員設置辦法，延攬相關人才參與大型計畫。參與計畫

人員之聘用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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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本辦法，訂定設置辦法與管理細則，以利運作。

上述設置辦法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 

三、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四、主管任期及遴聘方式。  

五、參與人員之管理事宜。 

六、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七、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九、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十、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管理細則得由各級研究中心另訂之。 

第八條  各級研究中心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其管理費之分配，依據本校「建教合作計

畫實施辦法」辦理。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 

第九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定期自我評鑑，並向所隸屬單位進行業務、成果及財務簡報，接受

評鑑。每三年並進行綜合評鑑，確定執行績效，並檢討改進缺失。評鑑要點另定

之，並經研發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各級研究中心如未能發揮功能，依評鑑結果建議裁撤者，經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

議決後，予以裁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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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跨領域研究中心獎勵辦法 

93 學年度第 3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93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3 學年度第 7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3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學年度第 3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30 次行政會議修正過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

置辦法」設立之各中心運作，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成立之中心，且符合本辦法第

四條之各中心，皆可申請加入為跨領域研究中心補助獎勵之中心（以下簡稱各中心）。 

第三條 欲納入跨領域研究中心補助獎勵名單之全校各中心，得簽案提出申請，註明中心名

稱（含單位代碼）、中心主任（含中心連絡人及電話）、隸屬學院、年度計畫及總

經費、獲獎勵後之管理費使用規劃等項目，簽請院長、研發長、校長通過後納入。 

第四條 各中心應以爭取大型計畫為主（其年度計畫總經費至少壹仟萬元），包括建教合作

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國科會及教育部計畫不予列入。 

第五條 為有效鼓勵各中心對內聚合校內人才儀器設備，對外積極開發校外資源，研發處設

「跨領域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委員五~七人，「跨領域研究中心」主任及「電子與

資訊研究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研發長擔任評議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負責審議各

中心年度工作報告與次年規劃，並考核其績效。 

第六條 為獎勵各中心之優良發展，各中心每年應接受「跨領域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評鑑

後決定補助獎勵額度。評鑑為甲等者依排序額外補助該中心次年計畫管理費之百分

之十五至三十；評鑑為乙等者不予補助。連續二次評鑑為乙等或拒絕接受評鑑之中

心，得由評議委員會提請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決定由補助名單移除。 

第七條 獎勵經費由已申請為跨領域研究中心補助獎勵之中心計畫管理費的百分之二十五為

提撥原則，得視中心計畫管理費之收支情形調整之。獎勵經費分為電子與資訊組和

非電子與資訊組，其比例依兩分組計畫管理費之比例分配。 

第八條 各中心年度工作報告及次年規劃表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年度工作內容：如主持之研究計畫（含經費規模），研究群之運作、專案研究

室之運作等。 

二、使用資源：如中心經費、中心空間、中心人員、中心軟硬體設備等。 

三、年度成果：包括（一）研究成果：如研究計畫成果、論文專書發表、研究獎助

等；（二）服務成果：如中心簡介、舉辦活動、學術發表資料庫、中心網頁等；

（三）與系所合作狀況說明；（四）前一年獲獎勵管理費使用狀況。 

四、次年工作規劃及預期成果（含獎勵管理費使用規劃）。 

第九條 本辦法由研發常務委員會議訂定，送請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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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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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 

逐點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為協助各級研究中心之發展，以及有效整合運

用資源，依據「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

辦法」第九條之規定，特訂本要點。 

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各級研究中心成立滿三年者(以會計年度為基

準)，應定期接受評鑑。 

中心評鑑年限。 

三、研究中心隸屬校級者，每年需進行自我評鑑，

向研發常務會議進行業務、成果及財務簡報。

每 3年依本要點所訂評鑑項目，由研究中心審

議會議進行綜合評鑑。研究中心審議會議，研

發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邀請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 5~7人共同組成。 

隸屬校級之研究中心評鑑規定。 

四、研究中心隸屬院級或電子資訊研究中心者，由

其所屬單位自訂辦法或參考本要點每年進行評

鑑。隸屬學院者，由院務會議審查後，提送研

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隸屬電子與

資訊研究中心者，由中心會議審查後，提送研

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屬跨學院者，由所屬學

院進行協調審查方式，審查後提送研發常務委

員會議核定。 

隸屬院級、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及

跨學院之研究中心評鑑規定。 

五、綜合評鑑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評鑑各校級研究中心與學校發展之結合。 

(二)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三)使用資源：中心經費、空間、人員、軟硬體

設備等，含校內資源使用(使用空間、編制

內及學校專案計畫人員總數、學校提供之管

理費回饋或一般性及其他經費)。 

(四)研究計畫年度經費及件數：詳列所承包之研

究計畫名稱、校內編號、件數、經費、校管

理費提撥數額。 

(五)年度工作內容：如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

容。 

(六)年度成果：研究成果、服務成果、與系所合

作狀況及其他重要成果。 

綜合評鑑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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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規劃與發展。 

六、綜合評鑑結果分為：「傑出」、「優良」、「待

觀察」、「裁撤」。 

(一)評鑑為「傑出」者，得免自我評鑑兩次。 

(二)評鑑為「優良」者，得免自我評鑑一次。 

(三)評鑑為「待觀察」者，則隔年需再接受綜合

評鑑，連續兩次評鑑為「待觀察」者，則送

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進行裁撤。 

(四)評鑑為「裁撤」者，則送原申請設立審查之

會議進行裁撤。 

評鑑結果分級規定。 

七、獎勵回饋機制 

(一)為獎勵積極爭取大型計畫，各級研究中心提

撥學校管理費（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等與教育部

計畫不予列入）過去 3年平均每年達 150

萬元（含）以上者，得於每年評鑑時，依本

要點第五點所列項目提供資料，申請計畫管

理費回饋。 

(二)各級研究中心回饋年限與比例提送研發常

務委員會議審議，回饋年限以 3 年為原則，

回饋比例以計畫管理費 25%為上限。 

一、整併本校「跨領域研究中心獎

勵辦法」。 

二、調整參與獎勵回饋之研究中心

資格、回饋年限及回饋比例。 

八、各級研究中心經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議決裁

撤者，應即辦理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及人員、財

產與計畫等之移轉，期間以一年為限。 

辦理各級研究中心裁撤後續事宜之

期限。 

九、本要點經研發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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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草案) 

一、為協助各級研究中心之發展，以及有效整合運用資源，依據「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

設置辦法」第九條之規定，特訂本要點。 

二、各級研究中心成立滿三年者(以會計年度為基準)，應定期接受評鑑。 

三、研究中心隸屬校級者，每年需進行自我評鑑，向研發常務會議進行業務、成果及財務簡

報。每 3年依本要點所訂評鑑項目，由研究中心審議會議進行綜合評鑑。研究中心審

議會議，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5~7人共同組成。 

四、研究中心隸屬院級或電子資訊研究中心者，由其所屬單位自訂辦法或參考本要點每年進

行評鑑。隸屬學院者，由院務會議審查後，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

隸屬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者，由中心會議審查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屬跨

學院者，由所屬學院進行協調審查方式，審查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 

五、綜合評鑑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ㄧ)評鑑各校級研究中心與學校發展之結合。 

(二)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三)使用資源：中心經費、空間、人員、軟硬體設備等，含校內資源使用(使用空間、

編制內及學校專案計畫人員總數、學校提供之管理費回饋或一般性及其他經費)。 

(四)研究計畫年度經費及件數：詳列所承包之研究計畫名稱、校內編號、件數、經費、

校管理費提撥數額。 

(五)年度工作內容：如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六)年度成果：研究成果、服務成果、與系所合作狀況及其他重要成果。 

(七)未來規劃與發展。 

六、綜合評鑑結果分為：「傑出」、「優良」、「待觀察」、「裁撤」。 

(一)評鑑為「傑出」者，得免自我評鑑兩次。 

(二)評鑑為「優良」者，得免自我評鑑一次。 

(三)評鑑為「待觀察」者，則隔年需再接受綜合評鑑，連續兩次評鑑為「待觀察」者，

則送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進行裁撤。 

(四)評鑑為「裁撤」者，則送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進行裁撤。 

七、獎勵回饋機制 

(一)為獎勵積極爭取大型計畫，各級研究中心提撥學校管理費（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等與教育部計畫不予列入）過去 3 年平均每

年達 150 萬元（含）以上者，得於每年評鑑時，依本要點第五點所列項目提供資

料，申請計畫管理費回饋。 

(二)各級研究中心回饋年限與比例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審議，回饋年限以 3 年為原

則，回饋比例以計畫管理費 25%為上限。 

八、各級研究中心經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議決裁撤者，應即辦理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及人

員、財產與計畫等之移轉，期間以一年為限。 

九、本要點經研發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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