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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7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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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代理主持）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請假）、陳俊勳副校長（請假）、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

台南分部黃經堯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

務長（廖仁壽組長代理）、張翼研發長（簡紋濱組長代理）、徐文祥國際長、電資中

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黃經堯副院長代理）、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

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

長（王雲銘副院長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簡美玲教授代理）、資訊學院曾煜

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理）、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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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請假）、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

主任、學生代表周正欣同學（缺席）、學生代表黃吏玄同學（缺席）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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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5年 6月 3日召開之 104學年度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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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P13）。 

 

三、教務處報告： 

（一）暑期課程：今年 CS 交傲系列課程之 Scratch 與 Python 已經成班，並於7月5日開始

上課。本期 Scratch 與 Python 課程校內收 12 人、校外收 13 人。 

（二）網路攻防實務訓練課程：配合講師時間，本年度網路攻防實務訓練課程預計於11月底

開課。 

（三）目前教務處正整合電機以及資訊學院嵌入式系統相關教學資源（預計於7月15日下午開

第一次討論會），與ARM公司合作，爭取 mbed 系列開發版之捐贈，以利推動相關之課

程。 

（四）校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教務處於本年6月30日完成本校本期「教學單位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書」、「檢核表」及「申請書」等資料，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認定教學

單位自評結果。高教評鑑中心擬於10月公布審查結果。 

（五）教務處於5月11日邀請各學院院長研商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議題，決議開放各學院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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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申請106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目前有傳科、人社、應數、應化、資工、電資學士班、

電機、光電、材料、奈米等學士班提出規劃(管理學院、外文、生科不申請)。教育部

日前來函說明106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規劃應於7月21日前報部，教務處正積極協調處

理中。 

（六）2016年陸生學士班招生國立大學每校限招5名，經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

委員會7月5日公告正式放榜，本校電子系分發廣東學生1名，電機系、資財系資管組、

資財系財金組、運管系等4系組各錄取北京學生1名。 

（七）創業與創新學分學程於105年5月12日舉辦「創創學程招生說明會」，並於105年5月15

日舉辦「極限圈-創創學程招生沙龍」，學生申請加入學程踴躍，經審查後招收第五屆

學程新生20人，另於105年6月2日舉辦迎新聚會，凝聚學程成員向心力。 

（八）104學年度第2學期「助教評量問卷調查作業」：本學期於105年5月25日至105年6月12

日實施網路助教評量問卷調查作業；填答抽獎名單已於105年6月15日公告於教學發展

中心網站（http://ctld.nctu.edu.tw/），中獎者須於105年7月15日前攜帶學生證至教

學發展中心兌換獎項（電影票一張），逾期視同放棄。 

（九）e-Campus網路教學平台：104學年度下學期交大總開課數為2015門課，其中有1336 門

課使用e3，使用率 66.15%。使用人數（次）：本學期使用e3的教師有746位，學生登入

e3平台達1003336人次。 

（十）104學年度下學期之10門開放式課程(OCW)已完成錄製，正進行後續精緻化剪輯；105

學年度上學期各院系所推薦之開放式課程(OCW)業已陸續與老師約訪，了解授課方式與

內容，並進行課程製作與錄製作業。 

（十一）「交大Open MOOCS 新生學院」結合本校霹靂優學園基礎科學學科─微積分(一)、物

理(一)及化學(一)課程於7月1日正式啟動，繳費之學員通過後後頒予學分證明，不繳

費學員以自由學習為主。 

（十二）教務處擬規劃進行本校共同課程之改革，目前本校、台大與中央的共同課程狀況如

附件二（P14），未來將參考台大共通課程規劃方案來修正本校共同課程方向。 

主席裁示：有關本校共同課程之改革方向及組織架構等，請教務處參考與會主管意見及他校

作法研議後提相關會議討論。 

 

四、學務處報告： 

（一）104學年度績優導師審查小組會議於 105年 5月 31日召開，票選出 9位績效特優導師

及 28位績優導師(名單詳如附件三，P15)，將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會議敦請校

長頒發獎牌及獎勵金，表揚導師輔導學生的用心付出。 

（二）105學年度朱順一合勤獎學金頒獎典禮已於 105年 6月 3日工程四館合勤講堂舉辦，

朱順一董事長親自頒獎嘉勉 23位在課業及體育競賽中表現優異的同學，受獎學生家長

也應邀出席參與盛會，見證子女榮耀並對朱學長表示感謝之意。 

（三）105年 6月 13日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三位院長來訪，柯副學務長與服務學習中心張文

豪主任主任接待，介紹本校服務學習制度及觀摩光電系余沛慈老師及建築所許倍銜老

師開設的特色服務學習課程。 

http://ctld.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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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暑假期間學生常因疏忽易生意外憾事，利用網路宣導、家長聯繫函等方式，提醒學生

於假期中應建立正確、安全的基本常識，避免參與大型派對或有安全於慮之各類型活

動，減少意外事件發生。並請各系所協助加強宣(輔)導所屬學生。 

（五）暑假期間衛保組持續關注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宣導落實孳生源清除工作及

加強衛生教育，以降低校園傳染病流行風險，依教育部函示成立防疫小組，訂定交通

大學因應蟲媒蚊傳染病防治工作計畫及行政措施（請參閱附件四，P16-21）。 

（六）諮商中心 5、6月舉辦 3場研究生心理衛生推廣，主題包括：社會排斥與犯罪時間管理、

國際生生活與學習適應。於 13舍紓壓小間和女二舍小客廳辦理製作沙畫與端午節折粽

子吃冰粽活動，緩解學生期末的身心壓力。 

（七）台聯大四校將於 105年 8月 22日於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學生夢想聯盟」台聯

大四校社團聯合幹訓活動，四校學生社團領導者齊聚一堂，引導學生領袖啟發夢想，

跨出校園之後創造出更多可能！ 

（八）新竹市衛生局訂於 105年 6月 22日(三)假國軍新竹地區醫院辦理「105年度公共場所

AED管理員訓練課程」，衛保組、博愛校區總務處辦公室、體育室、圖書館均指派 AED

管理人員出席受訓。 

（九）資院教室輔導活動：辦理 1場期末會議、1場電影映後座談會，共 48人次參與。10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5人畢業，目前合計 31名身心障礙學生在學。 

（十）105年大專程度義務役軍官(士官)於 105年 6月 28日放榜，今年本校報考人數計 58

人，考取軍官人數博士班 5人、碩士(大學)班考取 25人，考取士官人數 2人，合計

27人；考取人員定於 105年 8月 2日至成功嶺完成報到入營手續。 

 

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五，P22） 

      1.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搬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案已於 105

年 5月 31日決標，並開始進行細部設計及發包預算書圖作業。目前積極與使用單位

洽談搬遷及相關協調事宜。 

      2.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已於 105年 7月 5日召開外牆選

色會議，並持續與使用單位進行空間使用及搬遷討論事宜，同時就後續相關實驗設

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前進行 6樓 B區牆柱模板組立作業，7

樓 A區及國際會議廳外牆模板組立及 7樓 A區水電配管作業，工程現場進度為

35.52%。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目前進行結構體工程。現正施作南棟 10樓柱牆鋼筋模板

組立及北棟 9樓柱牆鋼筋模板組立，工程現場進度為 59.01%。 

 

六、 研發處報告： 

（一）活動訊息： 

      1.為推動本校校園創業風氣，鼓勵青年潛在團隊進行技術商業化，研發處產學運籌中

心與交大思源基金會共同舉辦「2016交大種子基金創業競賽」，總獎金高達 300萬

元。參賽資格為 2人以上的校友/校園創業團隊或新創公司，成員中至少須有一名為

交大現職教職員生或 2011年後畢業之交大校友，歡迎踴躍報名或鼓勵優秀的潛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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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參加。競賽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6年 9月 14日，活動相關訊息請至研發處產學運

籌中心網頁查詢。 

      2.105學年度上學期 Startup Lab co-working space創業團隊進駐申請開始受理至 105

年 9月 15日止，申請資格為 2人以上之校園創業團隊，成員 50%須為交大教職員生，

且尚未成立公司。進駐團隊可享有免費創業培訓課程及空間使用、團隊文宣及專利

檢索費用補助、各大創業競賽報名推薦、深度業師輔導等。歡迎踴躍申請，與有志

一同的創業夥伴一起努力，相關訊息請至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網頁查詢。 

      3.本校產學運籌中心參與台灣創新創業中心、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於 105年 7月 3-4

日假交映樓 Startup Lab703舉辦之「台矽新創交流活動」，邀請美國排名第一的加

速器公司 Founder Space創辦人 Steven Hoffman來分享新創公司的成功與失敗，共

有十組新創團隊參與，期間針對團隊英文 pitch內容給予指導，並於活動結束後頒

發參與證書。 

（二）獎項訊息： 

      1.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105年「潘文淵獎」自即日起至 105年 8月 15日止受理申請，詳

情請至專屬網頁 http://w3.itri.org.tw/pan 下載，請各學院轉知所屬。本校推薦

截止日期為 7月 21日，請將推薦名單回傳至研發處研發企劃組。 

      2.侯金堆先生文教基金會 2016 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詳情請至專屬網頁 http://www.ctho.org.tw/election.HTM 下

載，請各學院轉知所屬。本校推薦截止日期為 7月 28日，請將推薦名單回傳至研發

處研發企劃組。 

（三）計畫訊息(詳細訊息請至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網頁查詢)： 

      1.本校獲核 47件科技部 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 105年度申請案共 68件，

獲核件數共 47件（以指導教授所屬系所作統計），其中電子系-5 件，電機系-1 件，

光電工程系-4件，資工系-9件，土木系-1件，機械系-2件，材料系-7件，電物系

-1件，應化系-1件，應數系-1件，生科系-5件，運管系-1件，工工管系-2件，資

管與財金系-4件，傳科系-3件。 

      2.科技部推動 105 年度「人工智慧及深度機器學習專案計畫」接受申請：構想書截止

日至 105年 7月 15日中午 12時止。 

      3.科技部徵求「106 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構想書截止日至 105 年 8 月 1

日下午 5時止。 

      4.科技部徵求「巨量資料產學共創合作」專案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5年 8月 9 日止。 

      5.科技部推動「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公開徵求 106年度研究計畫書：

校內收件日至 105年 8月 19日止。 

      6.科技部 106年度「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地熱與天然氣水合物主軸計

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5年 8月 19日止。 

      7.科技部徵求 2017 年台印(度)雙邊科技合作計畫書：校內收件日至 105 年 9 月 12 日

止。 

      8.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共同補助「2017年春季班博士班研究生赴德研究

進修(三明治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5年 8月 17日止。 

      9.教育部 105 年度甄選大學校院研發原住民族家庭教育方案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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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27日止。 

      10.教育部辦理補助 106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徵件須知：校

內截止日至 105年 10月 12日止。 

      11.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轉知經濟部工業局 105 年度「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

畫」第 2 梯次個案計畫受理申請：申請計畫教師請結合廠商，由其依規定於 105 年

7月 27日前辦理申請。 

      12.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徵求 106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案」：校內截止日至 105 年 7

月 22日止。 

 
七、 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新/續簽下表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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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俄羅

斯 

聖彼得堡國立技

術大學 (Peter 

the Great St. 

Petersbur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新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另

附件 1，p.1-p.5) 

1. 該校創立於 1899 年，學生人

數約 2 萬 6700 人，位於聖彼

得堡-俄羅斯人口第二大城。

此為綜合型大學，學院領域多

元並提供英文授課，QS 排名

471-480。 

2. 該校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Department 主動來

信，提出兩校合作交換學生計

畫之建議。 

5 年 

NCTU 
比利

時 

歐洲跨校際微電

子研究中心

(IMEC) & 魯汶大

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原已簽署]  

魯汶大學--校級學術交

流合約書、院級交換生

合約書、院級雙聯博士

&碩士學位合約書 

 

[續簽] 校級三方合作

雙聯博士學位合約書 

(另附件 2，p.6-p.21) 

1. 由 IMEC、KU Leuven 與 NCTU 合

作之雙聯博士學位計畫，學生

修業完成後，分別取得交大與

魯汶大學之學位。 

2. 合作領域含: Physics, applied 

physics, chemistry, biochemistr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r related disciplines.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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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日本 

豐橋技術科學大

學 (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交換學

生合約書 

 

[續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3，p. 22-p. 24) 

1. 該校位於愛知縣豐橋市，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

601-800，103 學年度本校有一

位學生至該校交換。本處評估

為 C 級學校，兩校合約將於今

年 8 月到期。 

2. 日本為本校學生申請出國之

熱門國家，目前可交換之姊妹

校約 14 所，該校提供英文授

課，本處建議續約 MOU 及交

換學生合約書，延續國際合

作，盼促進未來雙方師生交

流。 

5 年 

資訊學

院 
法國 

SUDRIA機電專業

學院 (ESME 

Sudria 

Engineering 

School) 

[新簽] 院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4，p. 25-p. 28) 

1. 該校位於巴黎，為法國 n+i 

network (理工學院聯盟)成員

之一，本校與該聯盟原簽有”

自費交換生合約”。 

2. ESME Sudria 國際處主動來

信，提出該校與本校資訊院建

立交換學生合約之可能性，以

互免學費。 

3. 今年美洲教育展(NAFSA)與該

校代表會談，該校表示將於

2017 Spring 開始提供英文授

課，領域為”Internet of 

Things”，預計兩院每學年 6 個

交換名額。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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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工學院 
大陸

地區 

哈爾濱工業大學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交換學

生合約書 

 

[續簽] 院級研究生論

文共同指導計畫(另附

件 5，p. 29-p. 30) 

1. 該校創建於 1920 年，為大陸

C9 聯盟成員之一。該校每學期

皆有交換生來校修習，本處評

估為 B 級學校。 

2. 該校能源學院帥永副院長率

團於 2015 年 10 月 16 日拜訪

本校工學院，同年 11 月由謝

副校長率團至該校訪問，期間

雙方聯繫密切，盼建立研究生

論文指導合約，促進師生交

流。 

3. 雙方同意每年互派 5 名短期研

究生(碩、博士生)至接待學校

進行 1 個月以上之短期研究。 

5 年 

電機學

院 
泰國 

先皇技術學院 

(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dkrabang)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交流、交換學

生合約書(資訊院) 

 

[續簽] 院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電

機院) (另附件 6，p. 

31-p. 36) 

1. 2016年6月該校工程學院副院

長來訪，與本校資訊院與電機

院洽談雙方學術交流之可能

性。 

2. 該校與本校資訊學院已於 5 月

時建立 MoU 及交換學生合

約，另該校Colleg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與

Faculty of Engineering 也表示

希望與電機院展開合作，開啟

雙方實質交流，預計每學年 4

名交換名額。 

5 年 

      註：A- 世界排名 200內 or 交流頻繁。 B- 世界排名 200-400 or 有雙向交流。C- 世

界排名 400+ or 曾有交流或單向交流。D- 無實質交流。(研究機構 - 不列入等級排

名。) 

（二）本處派員參加 105年 5月 31日至 6月 3日在美國丹佛舉行之第 68屆美洲教育者年會

(NAFSA)，主題為：全球學習力之構建。年會期間積極宣傳本校交換生計畫、菁英實習

補助計畫及暑期研修計畫，拓展與世界頂尖學校建立雙聯學位課程，促進實質學術交

流，延攬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 

（三）本處於 105年 6月 7日晚間舉辦「2016年秋季班赴國外交換/雙聯行前說明會」，說

明交換前、中、後期應注意事項及應繳文件等。共計 122名準交換生與家長出席。會

中邀請 18名曾出國交換之學生及 3名目前在本校交換之外籍生現身說法，以小組討論

形式與準交換生們分享出國經驗，解答相關疑問。本次說明會特別與學生們分享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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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時發生意外的案例，提醒學生務必注意自身安全，並於出國前購妥旅行平安保險，

以保障自身權益。 

（四）為鼓勵優秀碩博生(博士生優先)至境外頂尖學術單位進行研究合作(研究期間至少 180

天)，本校優秀碩博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2016臺灣人才躍昇計畫，一年補助新臺

幣 60萬元為原則，申請期限至 105年 8月 1日截止，請鼓勵研究生踴躍申請，詳細申

請資訊請參閱本處網頁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4-1000-1671,r11-1.php。 

（五）本處國際及兩岸服務組辦公室自 105年 7月 4日起搬遷至行政大樓 1樓 114及 115室，

歡迎師長蒞臨指導。 

（六）本校工業工程管理學系緬甸籍僑生羅恩光同學，參加 105年度華僑救國總會僑生國語

歌唱比賽榮獲亞軍。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疑似侵犯 ESI GROUP 之 PAM-STAMP 軟體事件： 

      1.105年 6月 29日接獲 ESI Group透過 Software Compliance Group(SCG是一家類似

著作人仲介團體的機構)來信通知交大校園有疑似侵權的行為，中心依據「侵權作業

程序」，請對方提供詳細資訊以利進行調查作業。 

      2.中心已查明 IP使用單位、使用人及主機位置，並發文通知主機使用者、實驗室負責

人、導師、網管人員及系所主管。並於 7月 1 日上午 10:30 協同系所網管人員中斷

3台安裝 PAM-STAMP軟體主機之網路。 

      3.中心與該系所相關人員於 7月 4日上午 10時召開相關討論會議，後續擬請該系所將

與對方說明並討論相關事宜。 

      4.請各系所務必加強落實智慧財產權之宣導，並請教職員生不得下載及安裝不明來源

或非授權之軟體。 

 

九、頂尖計畫辦公室報告：教育部將於 105年 9月 26日（一）來校進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實地總考評」，流程規劃暫訂如下表，敬請本校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處室、學院）

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預留當日參與行程，相關辦理事項將另行通知。 

時間 活動內容 校內出席人員 

9：00～9：30（30分） 考評委員準備會議  

9：30～11：00（90分） 

學校簡報 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處室、

學院）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主持

人 
委員提問與學校回應 

11：00～11：10（10分） 休息  

11：10～12：10（60分） 校園基礎建設設施參訪 相關單位主管 

12：10～13：30（80分） 午餐休息  

13：30～15：30（120分） 

學校重點領域（研究中

心）執行情形簡報（Q&A）

與參訪 

校長、副校長、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主持人 

http://www.ia.nctu.edu.tw/files/14-1000-1671,r1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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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40（10分） 休息  

15：40～16：40（60分） 綜合座談 

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處室、

學院）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主持

人 

16：40～17：40（60分） 
委員討論及撰寫考評意

見 
 

 

十、人事室報告：據報載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將於105年9月1日公告，106年8月1日起適用勞

基法，預估影響如下： 

（一）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不再自行選擇是否在本校加保，依法加保(勞保、健保)及提撥6%

勞工退休金，各職級每月費用負擔 （含身心障礙人員進用成本）估算如下表。 

 

（二）依勞動部訂定「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及勞動部 105年 6月 27日

勞動條 4 字第 1050131141 號函（如附件六，P23-24），請假時數計算方式為：平

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小時，再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8小時。是以，兼任

教師婚假、喪假、普通病假（半薪）、產檢假、陪產假按上述比例計算核給，產假

權益則與全時勞工相同。 

（三）兼任教師上述有薪之請假，學校除仍應付給鐘點費外，另需處理代課事宜。連續

任滿 1年以上者，給予特別休假。 

主席裁示：請人事室持續追蹤有關兼任教師相關權益及法規之後續發展等，並適時分析利弊

得失及因應措施。 

十一、秘書室報告：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係本校一級行政單位集中辦公區，該樓層地毯自

86年圖書館開館至今未曾更換，多處老舊磨損髒污。基於健康及衛生考量，經校長指示

更新地毯，現由圖書館協助進行採購事宜，預計於暑假期間之週休假日輪區施作。關於

地毯更新樣式，經普遍性徵詢同仁意見，票選 3式如簡報所示，請與會主管惠示意見。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擬於 105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借調本校電機學

院電機工程學系邱俊誠教授擔任生醫與醫材研究所技術長職務，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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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4點規定略以，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為四年，必要時得

不受同一借調單位之限制……。借調四年期滿或累計滿四年歸建後，得再行借調。

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年。」；第5點規定：「教師申請借調應與其專長、所

授課程相關或因業務特殊需要相關者為限。借調申請須經本校系級教評會、院級教

評會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俟會議通過並經校長同意後借調。」 

    二、邱師前經奉准自99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止，借調至中國醫藥大學擔任專任教

授兼生醫工程研發中心主任，前揭借調期間累計為4年。 

    三、本案業經104學年度電機工程學系第4次學術暨教評會及電機學院第8次教評會審議同

意邱師借調期間為2年，借調期間為105年8月1日起至107年7月31日止。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晉陞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105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止借調本校工

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吳宗信教授擔任該公司執行長乙職，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點規定略以，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為四年，必要時

得不受同一借調單位之限制……。借調四年期滿或累計滿四年歸建後，得再行借調。

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年。」；第 5點規定：「教師申請借調應與其專長、所

授課程相關或因業務特殊需要相關者為限。借調申請須經本校系級教評會、院級教

評會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俟會議通過並經校長同意後借調。」；第 6點規定略

以，教師借調至營利事業機構擔任相關工作時，學校應與該事業機構約定收取學術

回饋金，回饋金以該教師於本校原有薪俸或任職機構薪俸中較高者之百分之 30以上

為原則；第 8點規定，營利事業機構依第 6點規定所應繳納之學術回饋金，由學校

統一收取後，扣除學系(所)依本準則第 7點規定所聘兼任教師之兼課鐘點費後，餘

額按學校百分之三十，學院百分之二十，學系(所)百分之五十比例分配。 

    二、吳師前經奉准自 104年 8月 1日起至 105年 7月 31日止，借調至經緯航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擔任太空技術部主管乙職，前揭借調期間累計為 1年。 

    三本案業經 104學年度機械工程學系第 4次教評會及工學院第 7次教評會審議同意吳師

借調期間為 2年，借調期間為 105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本校「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第 6條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為使數位教材製作獎勵更完善且經費有效使用，擬修訂「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

第六條。 

    二、本校「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第 6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

附件七（P25-28）。 

決  議：通過。 

 

案由四：本校「開放式課程(OCW)影音課程獎勵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修正案，請討論。(教

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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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為使本校數位教材獎勵標準一致，爰修正本校「開放式課程(OCW)影音課程獎勵辦法」

第五條及第六條。 

    二、本校「開放式課程(OCW)影音課程獎勵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八（P29-30）。 

決  議：通過。 

 

案由五：本校「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討論。（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提） 

說  明： 

一、 擬修訂委員組成人員，以落實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諮詢會議功能。 

二、 本校「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

文請參閱附件九（P31-32）。 

決  議：通過。 

 

案由六：本校「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第七條修正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  明： 

    一、105年1月15日國立交通大學104學年度第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交通大學管理

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 

    二、依玉山銀行信件往來建議，修正本校「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第七條，本

案業經管理學院104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紀錄請參附件十（P33）。 

    三、本校「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請參閱附件十一（P34-36）。 

決  議：通過。 

 

案由七：本校與陽明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續約案，請討論。(研發處與生科學院共

同提案) 

說  明： 

一、本校與陽明大學為促進校際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學術合作、教師合聘、研

究發展、圖書與資訊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前於 99 年 6 月簽訂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

協議書(99 年 6 月~102 年 5 月)，期滿後自動延長一次(102 年 6 月~105 年 5 月)。原

協議書之約期已滿，如研發處另附件一。 

二、為延續雙邊交流合作，擬辦理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續約，如研發處另附件二。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與輔仁大學擬簽署校際合作協議書案，請討論。(研發處與教務處共同提案) 
說  明： 

一、本校與輔仁大學為促進校際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在研究及教學等方面進行實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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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教學上共同開設彰顯兩校特色之整合課程，共同籌組研究團隊進行智慧醫院

相關之創新研究、服務發展及生醫產業應用，本諸互補互利雙贏之原則，結合雙方

內部資源及外部網絡，推動相關合作方案，擬簽訂合作協議書。 
二、本校與輔仁大學擬簽訂之兩校校際合作協議書如研發處另附件三。 

決  議：通過。 

 

伍、散會：中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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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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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415 

1050122 

主席報告一：近日與各大醫院主管討論

合作事宜，最大需求即是希望本校充分

利用現有資源及設備，於暑期期間開設

第三學期或短期課程，如：電機、電子、

資訊、管理及人文領域相關課程，增加

醫學院學生之學習廣度，吸引醫科學生

修讀；有關暑假期間之第三學期及短期

課程之學分認證及本校學生修讀是否得

以縮短修課年限、提早畢業此二大議

題，請教務處協助釐清後儘速研議規劃

辦理。 

教務處 教務處已於 1/21(四) 教師共識營會議鼓勵各系所規

劃暑期課程，教務處將協助相關行政業務。另亦將

持續協助國際處、國際半導體學院及相關系所規劃

國際交換生或境外學生之暑期課程。 

關於學生暑期選課，學校將暑修課程視為正規課程。

陳前教務長已於上學年第 2次教務會議中報告，經

過調查，選修暑修課程的學生，其目的為重新補修

學分的人數遠遠少於非重新補修學分的學生人

數，故請各系所盡量將暑修學分列為畢業學分，以

利學生之修業規劃。而短期課程之學分，經各系所

同意並採列為畢業學分者，亦可辦理學分抵免予以

認證。 

大學法第 26條規定學生修讀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

以四年為原則（八個學期）。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

之「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作業要點」規定，本校學士班學生修滿本校及所屬

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操行成績平均

80分以上者，若平均成績 80分以上得申請提前於

第六學期畢業，平均成績 75分以上者得申請提前

於第七學期畢業。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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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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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4學年度績優導師獲獎名單 

 
(一)績效特優導師(共計 9名)【依姓氏筆畫排序】 

外語系 林建國老師 

科法所 倪貴榮老師 

體育室 張生平老師 

傳科系 許峻誠老師 

教育所 陳昭秀老師 

資工系 陳穎平老師 

資財系 黃思皓老師 

電機系 楊春美老師 

人社系 蔣淑貞老師 

 

(二)績優導師(共計 28名) 【依姓氏筆畫排序】 

資工系 吳凱強老師 

電機系 宋開泰老師 

電資學士班 李毅郎老師 

土木系 林子剛老師 

經管所 林介鵬老師 

影生所 林伯昰老師 

電物系 林烜輝老師 

電子系 林鴻志老師 

生科系 邱光裕老師 

管科系 姜齊老師 

生科系 莊碧簪老師 

資工系 陳永昇老師 

電子系 陳冠能老師 

資工系 曾建超老師 

資工系 黃世強老師 

機械系 黃正昇老師 

資財系 黃宜侯老師 

電子系 黃俊達老師 

運管系 黃家耀老師 

材料系 黃爾文老師 

土木系 楊子儀老師 

光電所 詹明哲老師 

電機系 蔡中庸老師 

機械系 鄭雲謙老師 

電子系 顏順通老師 

照能所 蘇海清老師 

電物系 蘇蓉容老師 

生科系 蘭宜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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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蟲媒蚊傳染病防治工作計畫 
壹、 計劃依據︰ 

依教育部 105 年 6 月 13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50079713 號書函辦理。 
貳、計劃目的︰ 

為了因應防範蟲媒蚊傳染病流行風險，以維護全校師生員工的健康安全，

且確保本校校務行政工作的順利推動，避免疫情藉由校園集體傳染而擴大流傳。 

貳、 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5年 6月 14)台南市及高雄市最近一例本

土病例發病日分別為 3月 15日及 4月 19日。今年登革熱境外移入個案累

計 126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6月 9日公布，全球累計 60國家/屬

地出現茲卡本土病例，疾管署將其中 55個現有流行疫情之國家/屬地旅遊

疫情建議列為二級警示，包括泰國、菲律賓、越南、馬爾地夫及印尼 5個

亞洲國家；WHO表示全球疫情持續地理擴散至其他具病媒蚊國家。 

    計劃執行︰ 

    目前個案僅兩例本土個案，暫無新竹地區個案，故現階段擬啟動初級

防疫，說明如下： 

防疫小組成員：學務長(主席)、副學務長、教務處(綜合組、課務組)、學

務處(住服組、衛保組、軍訓室、課外組、體育室、生輔組、諮商中心)、

總務處(事務組、營繕組)、環安中心、國際事務處、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人事室。 

一、各單位之任務及權責︰ 

比照本校 104年 9月 22日登革熱防疫小組會議通過防疫小組任務執掌修訂

(表一)及 104年 9月 7日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國立交通大學蟲媒蚊傳染病防

治作業流程」(附件一)。 

 

  成立防疫小組任務執掌表(表一) 

 

單 位 執 掌 

教務處 

綜合組 規劃本校各項招生考試之應變作為。 

課務組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流行疫情並配合教育部律

定之停課標準，先期完成學校停課、復(補)課規劃。 



 17 

 

學務處 

住服組 

1. 宿舍環境消毒、加強積水容器清潔及清除。 

2. 協助衛教宣導海報張貼。 

2.對需住宿已感染學生提供需自主管理專用宿舍。 

衛保組 

1. 加強衛生教育宣導、規劃防疫作業流程 

2. 隨時掌握疫情發展 

3. 掌握校內教職員工生感染人數 

4. 個案衛教諮詢、給予醫護協助 

軍訓室 

1. 請各系教官審核假單時，協助了解學生請假原

因，如懷疑與蟲媒蚊傳染病有關請通報衛保組。 

2. 負責校安個案通報，協助各項防疫措施推動。 

課外組 加強社團活動防疫宣導。 

體育室 辦理室內課程及競賽活動時，加強防疫宣導。 

生輔組 協助後續請假、平安保險申請。 

諮商中心 因蟲媒蚊傳染病產生恐懼之學生心理輔導。 

總務處 
事務組 

1. 執行校園公共區域環境消毒，加強積水容器清潔

及清除。 

2. 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稽查作業。 

營繕組 執行校園工地環境消毒，加強積水容器清潔及清除。 

環安中心 

1.負責實驗室之環境衛生督導。 

2.配合衛生及環保單位，協助本校蟲媒蚊傳染病之環境衛生督

導。 

國際事務處 
1.協助外籍生防疫宣導事宜，請協助擬雙語公告。 

2.確認國際學生出入疫區名單並通報衛保組。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協助寄發全校性衛教文宣。 

人事室 對配合政府防疫工作教職員工辦理請假事宜。 

全校各單位及系所 

1. 自行隨時清潔單位周圍環境，巡檢館舍內外儲水設施，定期

清除積水容器。 

2. 協助疫情的宣導防治與追蹤調查。 

3. 了解學生請假原因，懷疑與蟲媒蚊傳染病有關請通報衛保組。 

 



 18 

二、預防方法: 
 
1.認識登革熱及茲卡︰ 

• 登革熱（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這種

病毒會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並且依據不同的血清型病毒，分為Ⅰ、Ⅱ、

Ⅲ、Ⅳ四種型別，而每一型都具有能感染致病的能力。全球登革熱發生的

地區，主要在熱帶及亞熱帶有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分布的國家，特別是埃

及斑蚊較多之地區，包括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及澳洲北部，以及部分太

平洋地區島嶼。 

• 登革熱的潛伏期一般為3~8 天，最長可達14 天，臨床症狀為發高燒、 

頭痛、全身痠痛、頭暈無力，伴隨食慾不振，甚至嘔吐或腹痛。急性期大 

約3~6 天，之後手腳會出現紅疹。紅疹出現後便退燒，進入恢復期，整個 

病程大約兩星期。 

• 症狀：臨床上重複感染不同型登革病毒，可引起宿主不同程度的反應，從

輕微或不明顯的症狀，到發燒、出疹的典型登革熱，或出現嗜睡、躁動不

安、肝臟腫大等警示徵象，甚至可能導致嚴重出血或嚴重器官損傷的登革

熱。 

• 茲卡病毒列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主要是經由蚊子傳播的蟲媒病毒，建議

孕婦及計劃懷孕婦女暫緩前往疫區，有感染孕婦產下小頭畸形新生兒之案

例，如必要前往請先告知醫師並於當地做好防護措施。截至目前中南美洲

及加勒比海地區至少21國出現本土疫情，包括巴西、哥倫比亞、薩爾瓦多、

法屬圭亞那、 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法屬馬丁尼克、墨西哥、巴

拿馬 、美屬波多黎各、巴拉圭、蘇利南、委內瑞拉、法屬聖馬丁、蓋亞

那、厄瓜多、玻利維亞、巴貝多、法屬瓜地洛普、多明尼加等國。 

• 傳染途徑：病毒會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  

• 預防方法  

a. 前往茲卡病毒、登革熱流行地區活動，應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例如穿

著淺色長袖衣褲等，以避免蚊蟲叮咬 ）潛伏期為3至8天(最長可達14

天)；如有突發性的高燒(≧38℃)、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

痛及出疹等症狀者，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旅遊或活動史，以利早

期防治；並通知衛保組51199(或5731906)。 

b. 並加強各館舍內外積水容器清除，以降低感染風險，為避免病媒蚊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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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請大家加強環境清理維護（如盆栽等），主動清除積水器物，澈

底做到「巡、倒、清、刷」。 

b、增強抵抗力，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 

2.衛教宣導： 

衛生保健組將登革熱相關資訊內容，請計中轉發全校教職員工防疫宣導

信，並轉發相關訊息給各單位防疫人員，且透過本校網站校園公告網頁向全校

師生員工生進行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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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蟲媒蚊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附件一) 

一、項目: 登革熱、屈公病、瘧疾、日本腦炎、鼠疫、恙蟲病、西尼羅熱、 

          地方性斑疹傷寒、流行性斑疹傷寒、萊姆病、黃熱病、茲卡病毒感 

          染、裂谷熱、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淋巴絲蟲病等。 

二、定義：依據「傳染病防治法」所公告之法定傳染病，透過蚊蟲、鼠類及蚤 

          類叮咬人體而傳染歸列為蟲媒蚊傳染病。  

三、傳染途徑：經由蚊蟲、鼠類及蚤類叮咬人體而傳染。 

     

四、預防方法： 

    1.預防蚊蟲、鼠類及蚤類叮咬︰ 

     （1）避免在黃昏以後到黎明之間外出，戶外活動時應穿著長袖衣褲，衣   

          服上應噴灑防蚊液須使用防蚊液。建議使用含 DEET的防蚊液，並依 

          照標示說明使用。 

     （2）至流行地區活動時，應選擇裝有紗窗或空調設備的居住場所，睡覺 

          時最好使用蚊帳，避免蚊蟲叮咬。 

     （3）避免被跳蚤叮咬，避免暴露於肺鼠疫病患的活動地區，避免直接接 

          觸病患具感染性之組織。 

    2.保持個人衛生： 

     （1）多洗澡和勤換洗衣服，並改善居住條件。 

     （2）有感染流行性斑疹傷寒可能性的民眾，應勤洗頭髮，將床單、被套 

          等寢具用水煮沸，以撲殺體蝨與蝨卵。 

     （3）在可能孳生體蝨的衣服與處所，噴灑殘留性殺蟲粉，但噴灑時務必 

          配戴防護手套。 

    3.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澈底落實「巡、倒、清、刷」： 

     （1）「巡」─經常巡檢，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2）「倒」─倒掉積水，不要的器物予以丟棄。 

     （3）「清」─減少容器，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 

     （4）「刷」─去除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4.最新防疫資訊可參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 

五、作業流程：配合衛生主管機關之防疫措施，制定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圖。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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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媒蚊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圖 

                                                                

 

 

 

 

 

 

 

 

 

 

 

 

 

 

 

<表一>、二、計劃執行分級︰ 

 

 

 

定期關懷 結案 

確定24小時內填
寫處理單完畢 

接獲通知 2 小時內
連繫個案 

預防衛生
教育宣導 

 
 

疑似個案通報，連繫個案，瞭解病情，
給予衛生教育 

衛保組 
 

否 

是 

回覆通報
單位 
衛保組 

 衛生主管機關       校內通報及處置 
1.配合衛生主管     1.連繫個案所屬單位 
辦理相關防疫     2.消毒環境 

  措施             3.連絡諮商老師共同輔導學生 
2.配合疫情調查     4.通報學務長 
3.接觸者追蹤及     5.列入個案追蹤及管理 
  管理 

 
                   
                
 

定期在校慶、運動會
及新生入學輔導等
活動，進行衛生教育
宣導 

判別是否為法定傳染病 

後續追蹤服務 
 

衛保組 
 

護理人員填寫傳染病個案處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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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重大工程施工狀況照片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施工情況-1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施工情況-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施工情況-1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施工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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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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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 

第 6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6條 製作獎勵方式： 

一、隨課堂錄影：以學期為

單位，每門完成影音課

程拍攝之教師給予獎

勵額度 30點。 

第 6條 製作獎勵方式： 

一、隨課堂錄影：以學期為

單位，每門完成影音課

程拍攝之教師酌發獎

勵新台幣(以下同)3萬

元。 

 

修改教材製作獎勵之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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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 

102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103.01.03) 

104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4.12.25)  

105年 7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教師製作數位教材，提昇教學成效並推廣數位學

習及行動學習模式，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教材製作類別及製作期限： 

一、 隨課堂錄影：相當一門課一學期之課程內容，一學期至少 14週。製作期限以授

課當學期拍攝完成該學期全部課程為原則，若有必要補拍或更新拍攝影片者，

得申請延長完成期限至下一同樣授課之學期。 

二、 非隨課堂錄影：以特色教學及傑出教學且具趣味與實用性者為限，教材長度以

小時為計數單位。教師與承辦單位應於教材製作計畫書核可之執行日起一年內

完成之，凡無法依計畫書載明日期前完成者，應申請延長期限，延長以乙次三

個月為限。 

三、 多媒體互動教材:含動畫、擴增實境、3D 互動、體感教材等，以特殊教學、傑

出教學、特殊課題而具趣味與實用性者為優先。教師與承辦單位應於教材製作

計畫書核可之執行期間完成之，凡無法依計畫書載明日期前完成者，應申請延

長期限，延長以乙次三個月為限。 

第3條 製作支援與應用： 

一、 教材之呈現以應用於本校提供之相關學習平台或開放平台為原則。 

二、 相關承辦單位應於教材製作期間，支援數位教材製作之教師必要之設備、技術、

及人力協助。教材製作期間，教師應密切配合提供講義、作業設計、審校、潤

飾等。 

三、 相關承辦單位應於教材製作期間依計畫查核點定期審核進度。 

第4條 申請方式： 

一、 由本校主動邀請教師參與數位教材製作，或由本校教師以個人或系所名義申請。 

二、 本校教師若擬結合非本校教師合作完成數位教材製作，本校教師負責部分應達

該數位教材總時數之二分之一(含)以上。非本校教師應檢附書面同意書，同意

教材製作完成後，與教材相關之權利義務依本辦法第七條辦理。 

三、 提出申請之教師或系所單位須檢附經系所院簽核之數位教材製作申請表及相關

計畫書，送相關承辦單位：教務處開放教育推動中心、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推

廣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第5條 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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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數位教材製作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兩年一任，由各學院指派代表、校內

外專業人士若干及相關行政單位代表擔任，由教務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召集會

議進行各項審查事宜。 

二、 審查分初審及複審兩階段進行。初審審核數位教材製作申請表及相關計畫書，

審核結果分「通過」與「不通過」。複審審核初審通過申請案之數位教材實際製

作時數。 

三、 經系所院簽核之數位教材製作申請表及相關計畫書先送第四條第 3 點所列之相

關承辦單位作初步審查。由承辦單位審查通過後將申請案送數位教材製作審查

小組審議。審查會議於每年三月及十月召開，並將複審結果送教務會議核備。 

四、 所有申請案審議項目包括專業及市場面、政策面、行政面等之考量；審議結果

於兩個月內通知申請者。 

五、 書報討論、論文研討、專題、演講等性質之相關課程應以個案審議。 

第6條 製作獎勵方式： 

一、 隨課堂錄影：以學期為單位，每門完成影音課程拍攝之教師給予獎勵額度 30 點。 

二、 非隨課堂錄影：完成製作之數位教材每 20分鐘給予獎勵額度 1點或加計授課鐘

點，不足 20分鐘部分，以 20分鐘計。 加計原則： 

（一）完成數位教材 6至 10小時，加計鐘點 1小時。 

（二）完成數位教材 11至 15小時，加計鐘點 2小時。 

（三）完成數位教材 16至 20小時，加計鐘點 3小時。 

（四）完成數位教材 21小時以上，加計鐘點 4小時。 

三、 多媒體互動教材：完成製作之 100%多媒體互動教材每 30 分鐘給予獎勵額度 3

點或加計授課鐘點 0.5小時，不足 30分鐘部份，以 30分鐘計。 

四、 支給點數每點折合金額之折合率，將視本校各年度經費狀況另訂之。獎勵額度

於教材完成時，一次撥付。若多位教師合作製作或以系所名義申請教材製作者，

應於申請時載明該獎勵之分配方式。已完成之數位教材，若有局部更新，依本

條之標準給予獎勵為原則。多媒體互動教材之內容局部更新若未達 30分鐘，則

由審查小組審議獎勵額度。 

五、 加計授課鐘點方式： 

（一）製作教材當學期。 

（二）寒暑假期間製作時，則加計於下學期。 

（三）若教師已加計授課鐘點，但最終未完成製作教材時，教師應於次一學年

內補足授課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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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位教師一學期至多申請加計授課鐘點 4小時。 

七、 申請教師需於申請書勾選獎勵方式，以支領獎勵或加計授課鐘點。院系所得決

定教師之獎勵方式，但教師總超支鐘點數仍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之限制。。 

八、 前述之獎勵金由校長統籌款支付。 

第7條 權利與義務： 

一、 數位教材製作之教師應依本辦法及計畫書完成製作教材。 

二、 數位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著作權法等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完成之數

位教材其智慧財產權(含著作財產權)屬本校，著作人格權屬原教材製作教師，

教師並同意不對本校或本校授權利用教材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 申請獎勵之數位教材得應用於本校推動之業務項目，如 OCW、MOOCs，並於完成

製作後五年內，由相關承辦單位每年提供使用說明及相關統計資訊。若於完成

製作後兩年內該教材無開課等應用記錄或相關使用統計資料，本校得將該教材

公開於本校開放式課程相關網站，以提升使用率。 

四、 完成之數位教材應於核發補助後三個月內，由相關承辦單位送完整教材檔案一

份至教務處備存。 

五、 教材編印書籍出版時，依「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品實施辦法」辦理。 

第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29 

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OCW)影音課程獎勵辦法」 

第五條及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申請方式： 

1、各院系所推薦參與影音

教材製作之課程及授課

教師名單。 

第五條 申請方式： 

1、各系 OCW 窗口推薦參

與影音教材製作之課程

及授課教師名單。 

每年 5 月簽請各院轉知各系

所推薦課程。 

第六條 獎勵方式： 

1、以學期為單位，每門拍

攝影音課程之教師給予

獎勵額度 30 點。 

3、支給點數每點折合金額

之折合率，將視本校各

年度經費狀況另訂之。

獎勵額度於教材完成

時，一次撥付。若多位

教師合作製作或以系所

名義申請教材製作者，

應於申請時載明該獎勵

之分配方式。已完成之

數位教材，若有局部更

新，依本條之標準給予

獎勵為原則。 

第六條 獎勵方式： 

1、以學期為單位，每門拍

攝影音課程之教師酌發

獎勵金 3 萬元。 

修改本辦法之第 6 條第 1 點

內容，並新增第 6 條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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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OCW)影音課程獎勵辦法 

97 年 4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7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設置宗旨： 

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開放式課程(OCW)之影音課程拍攝，將課程資源分享給校內外

學生與自學者，特訂定本獎勵辦法。 
第二條 課程： 

本校開設之課程，以學期為單位，跟拍教師上課教學內容。如課程授課內容超過三

分之二為邀請校內外學者演講者不適用。 
第三條 製作期限： 

1、以授課當學期拍完該學期全部課程為原則。 
2、若有必要補拍或更新拍攝影片者，可申請延長完成時限至下一同樣授課之學期。 

第四條 製作方式： 
1、由校方提供支援數位教材製作之教師必要之設備、技術及人力。 
2、教材製作期間，除拍攝影音外，教師應密切配合提供課程相關資料，如講義、作業、

測驗試題等。 
第五條 申請方式： 

1、各院系所推薦參與影音教材製作之課程及授課教師名單。 
2、須於開課前 2 個月提出申請，以書面方式提交予開放式課程相關單位，以利後續審核、

安排拍攝教室暨人力。 
第六條 獎勵方式： 

1、以學期為單位，每門拍攝影音課程之教師給予獎勵額度 30 點。 
2、若多位教師合作製作或以系所名義申請教材製作者，應於申請時載明該獎勵金之分配

方式。 
3、支給點數每點折合金額之折合率，將視本校各年度經費狀況另訂之。獎勵額度於教材

完成時，一次撥付。若多位教師合作製作或以系所名義申請教材製作者，應於申請時

載明該獎勵之分配方式。已完成之數位教材，若有局部更新，依本條之標準給予獎勵

為原則。 
第七條 權利與義務： 

1、影音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智慧財產權，以及網路著作權之規定。 
2、完成之影音教材其智慧財產權屬學校，著作人格權屬原教材製作教師。 
3、完成之影音教材（含非本校教師完成之部分），將放置於交大開放式課程網站上提供

校內外學生與自學者進行學術使用。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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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劃本校資訊與網

路服務發展策略，特設置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一條 為規劃本校資訊與網

路服務發展策略，特設置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校

長、副校長、主任秘書、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主任、電子與資訊研

究中心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另邀

請校內外具資訊專長之專家學

者，由校長聘為委員。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研發長、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主任、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另經各院

推薦 1-2 位系所教師代表，由

校長聘為委員。 

修改委員組成人員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為壹學

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為壹學

年，連聘得連任之。 

未修正 

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

1~2 次，由校長主持，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

一次，由校長主持，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修改每年會議召開次

數 

 第五條 為加強議事功能，本

會另設常務委員，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電子

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等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就委員中遴選 5

人擔任常務委員。 

因不需另設常務委

員，故本條刪除。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各組組長及相關人員

得列席報告，必要時得邀請本校

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

本校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1.條文序號依序修改 

2.增列資訊中心列席

報告人員。 

第六條 本會之職掌為： 

一、擬定全校性之資訊與網路相

關事務之發展方向。 

二、審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與全

校性資訊業務之重要工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資訊技術服務運用

之諮詢及改進建議。 

第七條 本會之職掌為： 

一、擬定全校性之資訊與網路相

關事務之發展方向。 

二、審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與全

校性資訊業務之重要工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資訊技術服務運用

之諮詢及改進建議。 

條文序號依序修改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文序號依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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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80年 11月 6 日第 183次行政會議通過 

88年 12月 3日 88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訂 

92年 11月 7日 92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訂 

99年 3月 26日 98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9月 16日 100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7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劃本校資訊與網路服務發展策略，特設置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諮詢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

任、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另邀請校內外具資訊專長

之專家學者，由校長聘為委員。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為壹學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 1~2次，由校長主持，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各組組長及相關人員得列席報告，必

要時得邀請本校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之職掌為： 

一、擬定全校性之資訊與網路相關事務之發展方向。 

二、審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與全校性資訊業務之重要工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資訊技術服務運用之諮詢及改進建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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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日  期：105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胡均立院長  
出     席：【管理學院】 

陳安斌副院長、王耀德副院長、邱裕鈞副院長 
【系所主管】 
王耀德主任、姚銘忠主任、許尚華主任(請假)、陳安斌主任、唐瓔璋所長、 
黃仕斌所長 

【系所代表】 
張家齊老師(請假)、陳姵樺老師(請假)、唐麗英老師(請假)、 
李榮貴老師(請假)、洪瑞雲老師(請假)、邱裕鈞老師、吳宗修老師、 
黃寬丞老師、羅濟群老師(請假)、李永銘老師、葉銀華老師、 
梁婉麗老師、林介鵬老師、林士平老師 

記錄：陳佳琦  
 

甲、  報告事項  (略 )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105 年 1 月 15 日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核備通過「國立交通

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附件二)。 

二、「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第七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全條文如附件三。 

決   議：本案經在場 11 位代表舉手表決結果，同意通過(11 票同意、0 票不 

         同意)。 

 

提案二、三 (略 )   

 

丁、臨時動議：無 

戊、散  會：PM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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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 

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每年通過審查之得獎人，送請
財團法人玉山文教基金會及
玉山銀行備查後，由本院頒發
【玉山學術獎】獎金及獎牌。
得獎人應公開分享研究成果。 

第七條 

每年通過審查之得獎人，送請
財團法人玉山文教基金會備
查後，由其頒發【玉山學術獎】
獎金及獎牌。得獎人應公開分
享研究成果。 

1. 玉山學術獎的經費實際上

會由「玉山銀行」和「玉山文

教基金會」共同支出。 

2.玉山學術獎經費將由玉山

銀行撥款入本校帳戶，由本院

頒發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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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 

104年 11月 19日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104年 12月 11日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6 日管理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15日國立交通大學 104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核備通過 

105年 7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國內管理學術水

準，獎勵本院教師於世界頂尖期刊發表研究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為審議與遴選玉山學術獎得主，本院應設玉山學術獎審議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院

教評會成員兼任，並由院長擔任召集人。若委員為申請人，應迴避之。 

第三條、本獎項之申請資格為有著作發表於玉山學術獎頂尖期刊清單(見附件)之本院專任(含

約聘)教師。 

第四條、申請著作應為申請前一年度發表(包含已被接受者)，且該發表著作應(1)於出版時以

國立交通大學全銜發表；(2)申請著作不得申請校內論文成果獎勵或與上次得獎時所

提之著作重複。違反前開規定者，應於事後追回獎金及獎牌。 

第五條、獎勵標準 

        著作刊登於玉山學術獎頂尖期刊清單者： 

        (1)單一作者，每篇頒予新台幣 100萬元。 

        (2)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篇頒予新台幣 70萬元。 

        (3)其他：每篇頒予新台幣 50 萬元。 

第六條、本院教師申請時應檢附申請書、玉山學術獎頂尖期刊著作抽印本或接受函加全文，

於每年 2月底前提送本院為原則。 

第七條、每年通過審查之得獎人，送請財團法人玉山文教基金會及玉山銀行備查後，由本院

頒發【玉山學術獎】獎金及獎牌。得獎人應公開分享研究成果。 

第八條、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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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玉山學術獎 頂尖期刊清單 

 
類別 Category 期刊名稱 Journal Name 

一般管理領域 
(含策略、國際企業、組

織、人力資源) 
General Management 

(Strategy, IB, OR, H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財務領域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行銷領域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會計領域 
Accoun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The Accounting Review 
 資訊管理領域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IS Quarterl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作業管理領域 

Operations Management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經濟領域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