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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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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代理校長 

出  席：黃志彬副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台南分部杭學鳴主任、裘性

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柯慶昆組長代理）、張

翼研發長（李莉瑩組長代理）、周世傑國際長（謝筱齡組長代理）、電資中心林寶樹

主任（請假）、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

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俞明德院長（陳安斌副院長代理）、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

（張靜芬所長代理）、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趙瑞益教授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

長（潘美玲副院長代理）、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科技法律學

院劉尚志院長（王敏銓副教授代理）、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請假）、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長（林龍德組長代理）、通識教育委員會

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姜慶芸組長代理）、學生

代表陳信同學、學生代表陳建嘉同學（缺席）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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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務處將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之具體建議，提 6 月份行政會議

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4年 5月 15日召開之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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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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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 

 

三、教務處報告： 2015 年陸生碩博士班招生，經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 5月 22日公告分發，本校正取博士班 6名(去年 9名)、碩士班 62名(去年 52名)，詳

如另附件。 

主席裁示：理學院及生科學院可考慮向校友尋求獎學金援助或大陸地區學校自行提供獎學金

者，爭取招收陸生碩博士班學生。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研擬本校 104年暑假彈性休假規定（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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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104年暑假彈性休假期間自 6月 29日(一)起至 9月 11日(五)止，暑假彈性休

假日數為 15日，由各單位排定輪休，於 104年 12月 31日前補休完畢，不得延長。 

二、各單位每日扣除暑休人員除經一級單位主管同意外，以維持二分之一以上人力為原

則。 

三、請暑休人員，應先覓妥職務代理人，且不影響業務之前提下，經主管同意，始得休

假，如職務代理人無法處理之急要公務，承辦人不得以放假為由拒絕到校處理，並

應建立緊急聯絡電話等通訊資訊，俾利業務順利推展。 

四、104年暑假彈性休假規定（草案）請參閱附件二（P7）。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第四條修正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本校系(所)、中心主管如經公開遴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得專簽敘明因實質

困難，請同意遴選一位人選，經校長同意後，推薦一位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

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以利系(所) 、中心主管遴選作業順利完成。 

二、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

件三（P8-9）。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本校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環境、能源及其他相關科技」合作意願書

續約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本校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為結合雙方之資源，以創造具知識經濟之高

附加價值的成果，來落實學術研究單位支援產業發展之國家科技政策，前於98年10

月8日簽訂雙方「環境、能源及其他相關科技」合作意願書，原合作意願書之約期已

滿。 

    二、為延續雙邊合作，擬辦理續約事宜，雙方「環境、能源及其他相關科技」合作意願

書請參閱另附件。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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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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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8 

1040306 

主席報告：請總務處與校友協商合作有

關大學路新建大樓由本校租賃宿舍之

可行性。 

總務處 

已與學務長及住服組組長討論本校宿舍目前供需情

形、研三舍竣工後之供需變化及向外租賃對學校收入

造成之影響，將依據住服組提供學生住宿需求量及學

生期待房型坪數、價格等資訊與校友協商未來租借方

案與折扣。 

經洽詢暐順營造，告知大學路建案部分樓層使用尚在

規劃(如：美食街、旅館……等)，且套房出租價格尚

未定案，將視工程進度持續與校友洽商本校租賃宿舍

之可行性。 

營繕組及住服組組長已至建案現場了解資訊，暐順營

造預估 104年 10~12月間可取得使用執照。近期將與

暐順林學長洽詢其租賃規劃以利後續評估。 

續執行 

主席報告：請教務處與通識教育中心研

擬規劃增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

心 

教務處：經盤點 103上學期開課數量以及內容，各院

系已持續辦理書報討論(專題演講等)納入性平相關

宣導、開授性平教育相關課程、以及性平議題融入式

教學課程，將請各單位持續辦理。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中心每學期均有開設性別議題相

關課程，如婚姻與家庭、動漫文化與性別、愛情的法

律學分、性別與個人發展等、愛情與婚姻-從古典到

現代等課程，並配合教育部每年抽查進行訪視，本校

並訂有「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課程開課獎勵辦法」

鼓勵教師開授性平課程，本中心擬配合持續增設性別

平等相關課程。 

教務處

已結案 

通識教

育中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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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27 

1040515 

主席報告一：請人事室建立中英文版之

新聘教師作業流程。 
人事室 

目前已有新聘教師作業流程並公告於人事室網頁，英

文版作業流程將儘速建立。 

續執行 

案由二：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要點」第

十六點、第十七點及第十八點修正

案，請討論。 

附帶決議： 

一、基於資源回收再生利用及愛物惜

物，報廢之電腦及尚堪用之傢俱設

備，請研擬洽談學生或服務性社團或

公益性團體協助維修整理後，主動送

予偏遠鄉區之中、小學校或弱勢團體

使用，並請建立前述措施之標準作業

流程。 

二、請將本校年度（近 3年）報廢之電

腦及週邊設備數量及其流向，於會後

提供予主席。 

總務處 

一、保管組已擬訂報廢電腦及堪用傢俱設備維修整理

後，主動送予偏遠鄉區之中、小學校或弱勢團體使用

之標準作業流程詳附表。 

二、保管組業已整理 101年至 103年報廢之電腦主機

及週邊設備之數量、回收商回收金額、贈與基金會或

其他學校之資料送交主席。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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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交通大學 總務處保管組 廢品處分作業 

 

 

 

 

 

 

 

 

 

 

 

 

 

 

 

 

 

 

 

 

 

 

開始 

減損作業完成，彙整廢品處分清單 

保管組 

是否為堪用之 

電腦或傢俱設備 

聯絡廢品回收時間 

保管組、廠商、 
財產使用單位 

 

堪用之電腦送交維修 

保管組、維修單位 

廢品回收 

保管組、廠商、 
財產使用單位 

 
清點回收數量，交付處

理 

保管組、廠商 

廢品回收繳費 

出納組、廠商 

 

是否修復 

媒合需要之中、小學或
公益性質團體 

保管組 

交付 

保管組、中、小學或公
益性質團體 

是 否 

是(傢俱設備) 

是(電腦) 

否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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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 104 年職工暑假彈性休假規定(草案) 

一、本校 104年暑假彈性休假期間自 6月 29日(星期一)起至 9 月 11日(星期五)止，

暑假彈性休假日數為 15日，由各單位排定輪休，於 104 年 12 月 31日前補休完畢，

不得延長。 

二、暑假彈性期間各單位上班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全日上班。職工上午自 7：

30-8：30刷卡彈性上班；下午自 16：30-17：30刷卡彈性下班。職工每日上班時

間與平日相同，上、下班時間依差勤管理規定刷卡，即上班、下班各刷卡一次。 

三、新進(含復職)人員及擬於暑假彈性休假期間退休、資遣或離職人員，其暑假彈性

休假日數依其於 103 學年第二學期註冊日（104 年 2月 24日）起至第 104學年度

第一學期註冊日前一工作日（計算至 104 年 9月 11日）之在職日數(不含請延長

病假、留職停薪)比例乘以暑假彈性休假日數(15日)計算，未滿半日以半日計算，

超過半日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例 ﹕於 104.2.24 以前到職，擬於 104.7.10 離職者，137/200*15=10.27，即 10.5

日) 

四、各單位每日扣除暑休人員除經一級單位主管同意外，以維持二分之一人力為原則，

另彈性休假人員，應先覓妥職務代理人，經主管同意辦妥請假手續，並應建立緊

急聯絡電話等通訊資訊，如有緊急公務，承辦人不得以放假為由拒絕到校處理，

俾利業務順利運作。 

五、非主管人員休假三日以內者由系、所、組、室主管核定。技術人員請彈性休假時，

應先行徵得其負責實驗室之教授同意後，再陳送所屬主管核定。 

六、為避免影響整體業務推展，彈性休假與年度休假合併請休時，最長不得超過一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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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

遴選辦法，產生二位

以上之人選，報請校

長圈選。校長必要時

得不圈選而請重新

遴選。 

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

遴選未能產生二位以

上之人選，得專簽敘

明因實質困難，請同

意遴選一位人選，經

校長同意後，推薦一

位人選報請校長圈

選。校長必要時得不

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

遴選辦法，產生二位

以上之人選，報請校

長圈選。校長必要時

得不圈選而請重新

遴選。 

 

本校各系、所、教學中心單位

主管經公開遴選未能產生二

位以上之人選，得專簽敘明因

實質困難，請同意遴選一位人

選，經校長同意後，推薦一位

人選報請校長圈選。以利各

系、所、教學中心單位主管遴

選作業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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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4年 5月 29日 103學年度第 2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新設各系、所、教學中心單位主管（以下簡稱系級單位主管）由所屬學院之院

長會同校長直接選聘。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單位主管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各系級單位主管有續任意願者，應於

任期屆滿七個月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鑑通過，

並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評鑑辦法由系級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三條  各系級單位選聘主管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院長擔任之。經院長

推薦，校長得聘任系外委員若干人，以不超過委員總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各系級單

位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及運作辦法，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

議通過實施。 

現任系級單位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即辦理遴選相關作

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遴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得專簽敘明因實質困難，請同意遴

選一位人選，經校長同意後，推薦一位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不圈選而請重

新遴選。 

第五條  各系級單位主管於任期中，得由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連署提不適任案，經單

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系級單位主管職務。 

第六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