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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2月 10日(五)上午 11時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請假）、陳俊勳副校長（請假）、台南分部許根玉主任、

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

徐文祥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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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

律學院劉尚志院長（陳鋕雄老師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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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

主計室楊淑蘭主任（呂明蓉組長代理）、人事室任明坤主任、學生代表周正欣同學（缺

席）、學生代表左帥同學（缺席） 

列  席：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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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研發處黃懷玉小姐、

研發處張佳耘小姐、綜合組張漢卿執行秘書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新年新氣象，預期新的一年本校將能大有發展，目前推動三大基礎建設：BioICT園區、

robotic center、computing center，請大家一起努力，同行致遠。 

二、歡迎新任人事室任明坤主任及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6年 1月 13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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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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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14）。 

 

三、教務處報告： 

（一）共同空間教學小組：為辦理本校共同空間教學小組，目前已成立 3D列印小組、嵌入式

系統小組、VR/AR小組、機器人小組、Drone小組、物聯網小組以及精密加工小組，計

畫未來以跨院教學小組開設微學分課程，期能增加學生實作課程能力，並針對一般性

基礎課程及專業性進階課程設計，讓不同領域的同學能利用微學分課程增加跨領域知

識。 

（二）共同教育委員會：為統整本校共同教育基礎，達到學生多專長跨域學習之成效，特整

合共同科及通識教育委員會，組成共同教育委員會，讓通識課程有更多元化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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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計出核心通識課程、選修通識課程、以及外院基礎能力課程，達到課程多元性及

多變性。 

（三）跨域學程：為擴大宣傳，刻正進行全校跨域學程宣傳摺頁製作作業，另除教學發展中

心原建置之全校跨域學程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外，已請各參與教學單位協助於開學前

完成建置個別跨域學程專屬網頁，並放置於院(系、所)網站明顯處，以便學生搜尋跨

域學程相關資訊。 

（四）請各學系提醒教師進行導生選課輔導：日前已請各學系提醒教師，可由「網路選課系

統」連結至「全人教育系統-全方位導師服務功能」，查詢導生、指導的學生之選課狀

況，進行選課之輔導，該功能並可同時寄信件給學生。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之相

關時程如下： 

      1.開學加退選為 2月 13-24日（開學後兩週內）：學生選課以網路為主，若遇特殊課程

（人數限制、系所限制），無法於網路直接加退選時，可填寫書面「網路選課加退選

處理表」。 

      2.3月 1-3日（開學第三週）：學生逾期加退選（逾期加退選申請表）及老師選課輔導

（選課輔導單）。 

（五）出版社： 

      1.獲獎訊息：《女傑：女子運動員紀實》榮獲第 71 梯次「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

讀物評選「紀實文學 B組」好書推薦！ 

      2.新書出版：《過動：第五屆御宅文化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上）》、《漫活著：

第五屆御宅文化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下）》將於 2 月 15 日正式出版，本

書為交大出版社御宅文化研究書系第五至六本作品。 

      3.行銷活動：交通大學出版社與九所大學出版社共同參與 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2月

8-13 日），本校除了推出書籍參展，另將於大學出版社聯展展位舉辦五場書籍發表

活動，包括《過動‧漫活著：第五屆御宅文化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雙新

書、《文化研究期刊》、《克比睡不著：與海洋動物的奇幻冒險》、《女傑：女子運動員

紀實》、《歸零與重生：石岡婦女 921生命歷程》。 

（六）開放式課程︰105 學年度上學期開放式課程以全數錄完，將持續進行生物化學(一)、

初等有限元素法、發音概論、空間與地景、稀土材料化學與物理入門、機器人學等課

程之細部剪輯作業。 

      105下學期開放式課程將錄製機器人視覺、影像處理概論、線性代數、機器學習、隨機

過程、通識經典教育講座等課程。並進行社會未來、經濟學概論、當代世界、環境領

域、歐洲文化導論、廣告學概論、文化創意產業等多門遠距課程之收播製作。 

 

四、學務處報告： 

（一）丁酉梅竹後援會將於 106年 2月 18日(六)舉行新竹市區機車遊行，遊行路線：大學路

出發->光復路(與清大會合)->南大路(火車後站停車場停車)->步行至火車站前廣場舉

辦開幕活動。因參與學生眾多且熱情，已協調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加強交通疏導管

制及安全維護，課外組與軍訓室也將全程督導。遊行活動將錄影剪輯，提供於校慶或

其他適合時機播放，讓校友重溫學生時代梅竹賽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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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時間課程全校性活動如附件二（P15），敬請鼓勵導師生及職

員踴躍參加。 

（三）衛生保健組搬遷：行政大樓辦公空間硬體工程告一段落，2月 13日將進行內部裝修，

因經費有限撙節開銷，健康中心及辦公室規劃以簡單務實為導向，預計 3 月可順利在

新辦公區服務師生。 

（四）106 學年優先申請宿舍床位數計 414 人。106 學年度在校生宿舍申請作業將於 2 月 13

日開放進行網路申請程序。 

（五）為配合政府一例一休政策，學生宿舍清潔維護工作，已與承包商(唐榮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契約變更。在不增加經費大原則下，重新縝密安排清潔員輪休，

期降低宿舍清潔品質的影響。 

（六）諮商中心完成新生心理健康調查施測，實施 24 場、1769 人次，篩選出適應困難需追

蹤共 182人，目前已進行追蹤 139人次。 

（七）服務學習中心將於 2月 12日辦理國際志工寒訓營，讓有志參與服務的同學先對國際志

工服務有基本的概念及認識。 

 

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三，P16） 

1.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另系所裝修部分已於 105年 12月 7日

開工，目前配合使用單位需求進行變更新增作業，預計 106年 2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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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日就實驗設備

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與使用單位進行初步討論；並於同年 12月 28日舉辦上

樑典禮。目前已完成 B棟屋突模版組立，國際會議廳挑高區柱牆混凝土澆置完成。

工程施工進度 65.89%。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於 105年 8月 13日舉辦上樑典禮，目前結構體已完成，

現在施作室內門窗框組立、外牆工程、室內磁磚工程、天花板油漆批土、自來水管

線壓力測試及電梯工程等。工程施工進度 89.49%。 

4.其他：光復校區 D機車棚整修工程於 105年 5月 18日開工，分 3階段施工，已完成

兩階段施工，現正進行第 3階段施工，PC版已完成，進行工程收邊作業。工程施工

進度 98.35%。 

（二）本校各館舍用電情形： 

1.各館舍用電情形（耗能量）公告，本處營繕組每月於網頁更新各館舍用電、用水量

（進入營繕組網頁「能源管理」頁面查詢）；且營繕組設有電力監視系統，使用者

可隨時上網查詢各館舍即時用電量（由本校校園系統單一入口登入

http://www.nctu.edu.tw/faculty 查詢），請多加利用。 

2.各校區及各館舍每月用電量及與前一年同期用量比較資料如附件四（P17-20）。提

醒耗能成長者務必加強節能管理及改善，以免受罰；減少者請繼續保持。 

3.行政院 105年 11月核定推動新節能措施「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詳

http://ppt.cc/6zqPd），將原「四省計畫」大學用電基準值 EUI值 124，調降為 EUI

值 99，爰此本校 106至 108年節電目標 EUI值需低於基準值 99以下。 

http://www.ga.nctu.edu.tw/construction-division/energy
http://www.nctu.edu.tw/faculty
http://ppt.cc/6zq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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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本校(5校區) EUI值 112.67(總用電量 58,605,540度，總樓地板面積

520,153.73㎡)，評估政府新節電行動管考節電量，本校 106年至 108年需節約用

電 711萬餘度，至 108年止每年平均需節約用電約 237萬度，年度節電率為 4%，方

能達新節電政策管考目標。呼籲各單位加強節約用電管理及改善，以期 108年達政

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管考目標。 

主席裁示：請研擬實驗室裝設智慧電表或冷氣、電腦使用者酌量收取費用之可行性，另請資

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研擬伺服器統一管理之可行性。 

（三）印信套印作業： 

1.本校為例行性業務需要，自 105年 2月 1日及 8月 1日起將簡級（乙）印分別套印

於 9項文件上，依規定向總統府報備一案，已於 106年 1月 13日接獲教育部回函完

成登錄核備程序。 

2.該 9項文件為聘函、學位證書、修業證明書、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推廣教育結訓

證書、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 

(詳細版)、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教育部版)及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

算(非營業部分)等。  

 

六、研發處報告： 

（一）獎項徵求訊息： 

      1.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第十三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自 106年 3月

1日起至 4月 30日止受理申請，甄選辦法請連結至該會官網查詢。請各院級單位於

3月 17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依研發企劃組通知備齊相關申請資料，

並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4月 14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06年度學術著作獎自 106年 2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受理申請，申請辦法、簡章及報名表請連結至該會官網查詢。請各院級

單位於 4月 7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依研發企劃組通知備齊相關申

請資料，並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5月 5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二）各項研究計畫徵求訊息：因本次徵求計畫眾多，詳細注意事項及相關資訊請至研發處

計畫業務組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1.科技部工程司「循環材料之高值化專案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2月

22日止。 

      2.科技部工程司 106年度「穿戴式裝置應用研發專案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計畫書

線上收件截止日至 106年 3月 10日止，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3月 13日止。 

      3.科技部工程司「高熵合金原理及開發」專案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3

月 10日止。 

      4.科技部工程司「綠能生活實驗室」專案計畫構想書受理申請：本計畫採「構想書」

及「計畫書」2階段申請，請申請人於 106年 2月 17日中午 12時前將構想書寄至

科技部收辦，構想書審查獲推薦者始得提出計畫書，屆時科技部將另行通知審查結

果及計畫書提送相關時程。 

      5.科技部工程司 106年度「數位經濟前瞻技術研發與應用專案計畫」受理申請：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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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採「構想書」及「計畫書」2階段申請，請申請人於 106年 3月 20日中午 12時

前將計畫構想書寄至科技部收辦，構想書通過者始得提出計畫書，計畫書校內收件

至 106年 4月 24日止。 

      6.科技部徵求 106年度「科技部/環保署空污防制科技學術合作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3月 7日止。 

      7.科技部人文司 106年度「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研究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受理申

請：本計畫採「構想書」及「計畫書」2階段申請，請總計畫主持人於 106年 2月

13日前將計畫構想書寄至科技部收辦，構想書通過者始得提出計畫書，計畫書校內

收件至 106年 4月 11日止。 

      8.科技部人文司 106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標竿計畫」受理申請：本計畫各申請機構

至多提出 2件申請案，擬請申請人所屬學院於 106年 2月 17日前先行送交校內協調

審查資料，另校內計畫書收件截止日至 106年 3月 28日止。 

      9.科技部人文司 106年度「東協及南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

日至 106年 3月 8日止。 

      10.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心血管疾病」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構想書：請主持人於 106

年 3月 6日前 (Central European Time-CET 16:00前)上傳 Pre-Proposal至 CVD

計畫線上申請系統，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科技部備查。 

      11.科技部與加拿大(NSERC)共同辦理 2017年臺加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Concurrent Call for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徵求：第 2階段計畫書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6月 7日止。 

      12.科技部 2017年台菲(律賓)雙邊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6年 4月 26日

止。 

      13.科技部 106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接受申請：校內收件日

為 106年 3月 2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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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三明治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截止日期至 106年 2月 15日止。 

      15.科技部 106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申請案受理

申請：校內線上作業截止收件日至 106年 3月 24日止。 

      16.教育部辦理補助 106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

畫徵件須知： A類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6年 2月 22日止；B類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6年 4月 12日止。 

      1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辦理「一百零六年大專院校農村實踐共創示範計畫」

與「一百零六年青年回留農村創新研究示範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6年 2月 13日

止。 

      18.僑務委員會「106年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班」各班別(共 7班)採購案公開招標：請有

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每案截標日期前 3日備齊相關文件完成校內程序後，於截標

日期前送達該會辦理投標。 

      19.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106年度承接經濟部委託或補助科技專案計畫項下擬委

託國內學術研究機關(構)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6年 2月 2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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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簽署下表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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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地區 

重慶大學

(Chongqing 

University) 

[新簽] 校級學術交流、交換

學生合約書(另附件 1，

p.1-p.3) 

1. 該校為 985 工程高校之一，

該校主動聯繫，盼兩校能建

立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合

作。 

2. 該校副校長預計於 106 年 3

月 22 日率團來訪，並舉行簽

約儀式，以開展雙邊合作與

學生交流 (名額為 3 名/學

期)。 

5 年 

NCTU 
大陸

地區 

同濟大學(Tongji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合約書(已於

2016/12/11 到期) 

 

[續簽] 校級學術交流、交換

學生合約書(另附件 2，

p.4-p.6) 

1. 該校位於上海市，為 985 工

程高校之一；近 3 年有 17 名

同濟大學學生至本校交換、

本校有 9 名同學赴該校進行

交換學習。 

2. 經評估，雙方皆有學生來

往，因此擬續簽學術交流及

交換學生合約書，以延續雙

方學生交流 (名額為 5 名/學

期)。 

5 年 

NCTU 法國 

阿爾比-加莫國

立高等礦業學

校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d'Albi-Carmaux)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合

約書 

 

[加簽] 校級交換(碩士)學生

合約書 (另附件 3，p.7-p.9) 

1. 由法國在台協會引薦，

Mines-Albi Engineering 

School 代表曾於 104 年 11 月

來訪，由電機院接待。 

2. 本校與該校已於 105 年簽署

校級 MOU。 

3. 該校主動聯繫，盼於今(106)

年選送碩士生至本校交換 

(該校只有 Master 交換計

畫)，故提出兩校建立交換生

合約之建議 (名額為 3 名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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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生/學期)。 

管理學

院 

大陸

地區 

北京理工大學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原已簽署] 院級交換學生合

約書(將於 2017/3/4 到期) 

 

[續簽] 院級交換學生合約書 

 

[加簽] 院級學術交流合約書

(另附件 4，p.10-p.12) 

1. 該校為 985 工程高校之一，

於2014年與該校管理經濟學

院簽署交換學生合約。 

2. 自兩校簽約以來，該校至管

院交換學生共有 7 人。管院

擬與該校管理與經濟學院維

繫雙方合作，故盼續簽交換

學生合約 (名額為 3 名/學

期)。 

3. 本校管理學院為推動國際研

究合作案，未來院系教師擬

與該校學院建立研究合作計

畫，雙方同意加簽 MOU 以促

成教學與科研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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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梯次本校學生申請出國交換計 216人申請，依志願分發後 208人(105

學年第 1梯次為 179人)取得出國交換資格。 

（三）近期各項申請截止日，請鼓勵學生踴躍提出申請，詳細資訊請參閱國際處網頁

(http://www.ia.nctu.edu.tw/bin/home.php)。 

      1.106年 3月 10日：106學年度第 1梯次本校學生申請出國交換/雙聯獎學金申請截止。 

      2.106年 3月 10日：106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獎學金(清寒學生出國交換或雙聯)。 

      3.106年 3月 15日：106學年秋季班外國學生學位生申請入學第二梯次申請截止。 

（四）重要外賓(1/16-2/10)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16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t. Louis 

Associate Director, 

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 

Teresa Sarai 

由科法學院陳鋕雄教授邀國

際處、生科院與電機院與該校

會議，討論如何擴大合作領

域。 

http://www.ia.nct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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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輔導境外新生融入學校生活，辦理春季班入學新生訓練： 

類別 日期/時間 預計入學人數 參加訓練人數 

外國學生學位生 2/8上午 84 80 

外國來校交換生 2/8下午 67 60 

陸生來校交換生 2/9上午 78 74 

 

八、人事室報告：102年二代健保實施後，本校每年新增二代健保費用約2400萬元。104年起

勞保、勞退費率調整合計逐年增加約200萬元。又勞動基準法於106年1月1日修訂後，適

用勞動基準法同仁，依該法第38條規定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 

主席裁示：請人事室因應修正後之｢勞動基準法｣，研擬修正本校｢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

｣及職工寒暑假彈性休假規定及天數，並提下次會議討論。 

九、秘書室報告：105年第 4季（10-12月）「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系統」反映意見及改善

情形說明如下： 

（一）為落實管考本校行政品質改善計畫，秘書室每月定期彙整本校教職員工生上網填報之

「行政品質改善意見」後，請相關單位填報改善情形，彙整完成「行政品質改善意見

調查說明或改善事項執行情形一覽表」陳送校長核閱，並以每季為單位提送本會議報

告。 

（二）本季彙整之「行政品質改善意見」共有 13件，各行政單位已於接獲反映後立即改善結

案。 

單位 案件總數 結案 續列管 

人事室 6 5 1 

人事室、出納組 2 2 0 

圖書館 1 1 0 

研發處 1 1 0 

課務組 1 1 0 

總務處 1 1 0 

駐警隊 1 1 0 

總計 13 12 1 

（三）有關各單位之說明及改善情形，已公布於「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系統」，以供反映者

及本校教職員工生了解。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修正案，請討論。(生科

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6年 1月 10日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會議通過，相關紀錄請參

閱附件五（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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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六（P22-24）。 

決  議：通過。 

 

案由二：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之「西區門戶計畫」一案，本校擬同意參與「臺北郵局公辦

都更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為整備都市景觀及人本交通環境、促進產業投資提升就業機會，並重現

臺北歷史地景風景及創造國家門戶意象，故推動旨揭計畫提出「臺北郵局公辦都更

案」。 

    二、查本校臺北校區座落於前揭公辦都更案區域內，臺北郵局建築及其座落地號(城中段

一小段 32-1地號)為本校(管理人)與中華郵政之共同持有管理(所有權各 1/2)；其

中本校管理土地面積約佔本次公辦都更區域面積之 12.6%。 

    三、本案前經行政院於 105年 11月 2日召開第 2次「臺北郵局參與公辦都更相關事宜」

會議及北市府都市發展局 105年 12月 23日召開「臺北郵局公辦都更案研商會議」，

請各土地所有權人及管理機關共同協力推動開發。 

    四、依前揭會議結論，擬請各土地所有權人及管理機關提供參與公辦都更同意函，俾利

北市府續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劃定更新地區及更新地區內之文資評估相關作業；

後續於實施者擬定事業及權利變更計畫時，將與各土地所有權人及管理機關簽訂合

作備忘錄，以確認分配需求。 

五、擬請同意本校參與本項公辦都更計畫，並續提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後，報

請教育部同意，俾利臺北市政府賡續辦理都更相關作業。 

六、前揭會議資料及相關紀錄整理請參閱另附件。 

決  議：通過，並請積極辦理。 

 

案由三：本校「執行教育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價創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

管理辦法」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緣本校受教育部補助，執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以下稱「教育部計畫」），

於教育部計畫下，由法人機構參與本計畫之研發或管理人員(以下簡稱「法人所屬成

員」)協助本校共同執行「價創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辦理本計畫下法人

所屬成員借調、合聘事宜，特依據教育部函知事項(如附件七，P25-27)及本校教職

員、研究人員、專業經理人及約用人員聘任等相關人事規定制訂本辦法。 

    二、本辦法如下： 

    （一）辦法目的與宗旨。(第一條) 

    （二）本校與法人合作事項。(第二條) 

    （三）人員及經費。(第三條) 

    （四）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第四條) 

    （五）借調回饋金。(第五條) 

    （六）研發成果。(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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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人資料利用。(第七條) 

    （八）成果發表。(第八條) 

    （九）保密義務。(第九條) 

    （十）說明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政府規定辦理。(第十條) 

    （十一）說明本辦法審議通過及修正之程序。(第十一條) 

    三、本案業經 106年 1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6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討論決議修正後通過，

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八（P28-29)。 

    四、本校「執行教育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價創計畫』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

管理辦法」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九（P30-34)。 

決  議：通過，另授權研擬增列或修正關於法人機構之權益得另行協議之彈性條款，提本會

議報告。 

 

案由四：本校與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作協議書修正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本校與同步輻射中心為進行學術合作，同意就合聘人員、學術研究、研究生訓練、

專題研究、合設學程、圖書儀器互用等方面進行合作交流，前於 95 年 3月 1日簽訂

合約(如研發處另附件，P1-2)。為加強雙方合作，擬進行合約修正。 

    二、合作協議書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P35-38)及修正後之合作協議書(如研發

處另附件，P3-5)。 

    三、本案通過後，將進行雙方合作協議書之簽署。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經 105年 12月 21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5年 12月 23日報教育部備查。 

二、教育部 106年 1月 4日臺教高(四)字第 1050182874號函復(附件十一，P39-41)，本

校所陳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應依說明修正後再行報部備查。 

三、參酌教育部函示意見並依據本校招生委員會運作現況，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二（P42-47)。 

四、因教育部函示意見為校長主持會議代理、常務委員小組與運動績優學生招生甄審委

員小組權責等行政問題，擬提行政會議審議，再經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 

決  議：修正第 6條任務編組之順序將｢會計｣置於｢總務｣後通過。 

 

伍、散會：中午 12時 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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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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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 

1051216 

主席報告一：今年梅竹賽可考慮增列遊

行活動，並事先規劃邀請、鼓勵校友回

校參與觀賽，為選手加油及凝聚愛校

心，亦可考慮規劃辦理基金募款。 

學務處 一、本屆(丁酉)梅竹後援會將於 106年 2月 18日(六) 

   舉行新竹市區機車遊行，遊行路線：大學路出發  

   ->光復路(與清大會合)->南大路(火車後站停車 

   場停車)->步行至火車站前廣場舉辦開幕活動， 

   並將遊行活動錄影剪輯，於校慶或其他適合時機  

   撥放，讓校友再度回想當年參與梅竹的熱情。 

二、梅竹籌委會已寄送邀請卡，邀請傑出校友及貴賓 

   (秘書室提供)蒞臨梅竹賽。 

三、體育室下有一梅竹運動基金捐款帳戶，長期接受 

    校友等捐款贊助。 

已結案 

2 

主席報告三：請各單位網頁之 template

可利用 wordpress軟體支援；網頁是學

校之 image，務請用心規劃處理。 

理學院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社學院 

生科學院 

客家學院 

光電學院 

科法學院 

理學院：理學院網頁目前已委請本校計中以

wordpress為 template進行設計製作，預計 106年 1

月上線。 

電機學院：電機學院相關網站的建置，在數年前委由

專業人士(專職公司)設計，其維運及網站功能亦由專

人維護。就我們了解，Wordpress軟體是為網頁平台

設計的專業軟體，提供數百個佈景主題可供網站設計

人員選擇及使用，功能強大，並可建立為任何類型的

網站。未來電機學院相關網站下次改版前，將請相關

設計人員參考及評估使用 Wordpress軟體。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研發處 

國際處 

資訊中心 

電資中心 

圖書館

人事室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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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 

通識教育委

員會 

電資中心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研發處 

國際處 

圖書館 

秘書室 

人事室 

主計室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環安中心 

資訊學院：學院網頁目前請廠商進行改版重新設計，

網頁效果佳於 wordpress軟體。 

工學院：本院已建置專屬網頁並持續更新中，若日後

有需要進行改版，將參考利用該軟體。 

管理學院：管院網頁已有配合的廠商及固定使用的網

頁軟體，且目前規劃並建置行動版網頁以支援行動裝

置瀏覽，預計 106年 2月底完成行動版網頁。未來也

將持續且用心經營管院網頁。 

人社學院：人社院新版網站於 11月 30日上線，具有

獨立而完整的客製化內容管理系統，符合多螢幕的

responsive需求，同時版型以 card的形式呈現，以

求符合人社院人文與科技整合的方向。遠較

wordpress的方案為佳。 

生科學院：目前的 template與 wordoress相距甚遠，

但明年度可請廠商評估改善方式。 

客家學院：已依學校政策,進行網頁設計與規劃,以符

合行動裝置瀏覽。 

光電學院：本院網頁已有配合的廠商及固定使用的網

頁軟體，經評估將規劃設置「行動版 RWD網站調整」，

使網站具有自動符合行動裝置瀏覽介面之功能，藉以

支援行動裝置瀏覽，未來也將持續且用心經營學院網

頁。 

科法學院：科法學院已於 2015年 10月以 wordpress

軟體架構全新學院網站，以因應各種行動裝置使用者

連線至本院網站觀看學院資訊，並響應本校創新、設

計之精神規劃學院網站之專業識別形象，吸引各領域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社院

客家學院

光電學院 

科法學院

國際半導

體學院

已結案 

 

秘書室

主計室

生科學院 

環安中心 

通識教育

委員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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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跨域學習。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本院網站已於 2015年 8月 13

日上線，架設廠商表示本院網站已設置「行動版 RWD

網站調整」，網站具有自動符合行動裝置瀏覽介面之

功能，規格符合行動版網頁瀏覽。此外，院內亦有同

仁定期維護更新作業，未來也將持續且用心經營本院

網站。 

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委員會目前正在進行組織

改造，俟組織改造完成後，將配合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規劃，設計新版網頁。 

電資中心：電資中心已經著手規劃 RWD （Responsive 

Web Design）網頁，預計明年 7月前會上線。 

教務處：已使用資訊中心提供之 wordpress平台進行

進行教務處主站資料建置，待完成後將請各組配合確

認及補足相關資料。 

學務處：學務處網頁已依學校政策，採用 wordpress

重新規劃改版完成，感謝資訊中心協助。 

總務處：本處（含以下 8組）已完成中英文網頁改版，

以內容管理系統（CMS）做為主要架構（wordpress

亦是內容管理系統的一種），符合 W3C HTML規範，支

援行動載具各尺寸螢幕最適化網頁瀏覽。 

本次改版使用之語法及程式，其優點為擴充彈性之樹

狀結構，可自行調整網站架構，並能一次上稿多元發

佈提高多內容的運用效益，便於同仁管理使用，也讓

使用者搜尋資料時更有效率。 

研發處：研發處網頁依據評鑑標準完成更新，已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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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動裝置瀏覽、提供開放文件格式，未來將持續配

合校園網路評鑑意見進行維護。 

國際處：為建置行動網頁，本處已進行網頁改版作業

中，若日後有需要進行改版，將參考利用該軟體。 

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已適用於行動裝置瀏覽、提供開

放文件格式等校園網路評鑑標準持續維護，並且於民

國 105年完成交大機構典藏網站改版，符合「世界大

學機構典藏網站」評比標準持續維護。 

秘書室：本室配合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規劃辦理。 

人事室：本室已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連繫，請其提供

網頁建置平台服務，擬自 106年 1月起將人事室網頁

資料陸續轉換至 wordpress管理界面。 

主計室：已委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製作中。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網頁已完成。 

環安中心：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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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學年第 2學期導師時間課程 全校性活動列表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講者 場地 承辦單位 

2 2/22 校園路跑 - - 體育室 

4 3/8 校長講座(講題待訂) 李遠哲院士 中正堂 生輔組 

6 3/22 

諮商中心講座 

報喜不報憂，臉書同溫層人

際關係與資訊分享 

黃厚銘副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工三 

115 教室 
諮商中心 

7 3/29 
服務學習中心講座： 

社會企業與社會關懷 

林崇偉教授 

众企業創辦人 

資訊館 

國際會議廳 
服務學習中心 

9 4/12 期中考週 - - - 

10 4/19 

校長講座(講題待訂) 
郭靜云教授 

中正大學歷史系 
中正堂 生輔組 

服務學習中心講座： 

成為社會的重要他人 

蘇文鈺教授 

成功大學資工系 

資訊館 

國際會議廳 
服務學習中心 

12 5/3 性平月講座(講題待訂) 待訂 待訂 性平會 

13 5/10 

服務學習中心講座： 

人生最後的期末考--生

命、死亡與安寧緩和醫療 

朱為民醫師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家醫科 

資訊館 

國際會議廳 
服務學習中心 

性平月講座(講題待訂) 待訂 待訂 性平會 

14 5/17 性平月講座(講題待訂) 待訂 待訂 性平會 

15 5/24 性平月講座(講題待訂) 待訂 待訂 性平會 

18 6/14 期末考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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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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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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行政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行 政 單 位 105 年與 104 年比較百分比(%) 排 序 

網球場 P -25.66  1  

南區機車棚 -19.97  2  

球類場地用電 -13.41  3  

司令台(體) -12.90  4  

棒球場(照明） -11.63  5  

機車 D棚 -10.02  6  

西區停車場 -6.23  7  

活動中心(空調) -5.97  8  

圖資中心空調#2 -5.87  9  

圖資中心空調#1 -5.63  10  

網球場 L -5.52  11  

電資大樓 -3.02  12  

七、八舍(公) -2.50  13  

資訊館 -2.34  14  

北大門(動力) -1.71  15  

奈米中心 -1.42  16  

圖資中心 -0.84  17  

綜合球館 0.10  18  

體育館 3.14  19  

電資大樓(空調) 4.46  20  

博活動中心(P) 4.90  21  

籃排球場 6.56  22  

博活動中心(總) 6.81  23  

活動中心 9.14  24  

思源 10.01  25  

奈米中心 440V 11.31  26  

北大門(燈力) 13.00  27  

博活動中心(L) 14.94  28  

游泳池 15.00  29  

中正堂 18.50  30  

服務大樓(外工房) 19.58  31  

西校區用電 24.37  32  

行政大樓 25.53  33  

污水場 63.80  34  

博游泳池 464.5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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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教 學 單 位 105 年與 104 年比較百分比(%) 排 名 

人社二館 -18.84 1  

實驗二館 -18.57  2  

工程一館 -5.36  3  

人社一館 -4.84  4  

管理一館 -3.38  5  

工程三館 -3.29  6  

基礎大樓 -1.89  7  

博愛奈米中心 -1.42  8  

田家炳大樓 -1.10  9  

工程二館 -0.79  10  

工程五館 -0.00  11  

生科二館 1.11  12  

工程六館 1.40  13  

工程四館 1.84  14  

防災中心  2.18  15  

管理二館 2.41  16  

環保大樓 3.16  17  

竹銘館 4.48  18  

科學二館 5.56  19  

交映樓 6.74  20  

機械系(L) 6.98  21  

綜合一館 6.99  22  

生科一館 7.30  23  

科學一館 7.55  24  

教學大樓 8.78  25  

土木結構 12.66  26  

材料實驗室 21.29  27  

實驗一館 26.10  28  

機械系(P) 57.3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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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宿 舍 單 位 105 年與 104 年比較百分比(%) 排 名 

四舍 -11.97  1  

三舍 -8.44  2  

六舍 -5.60  3  

女二舍 -2.58  4  

七舍 -2.33  5  

竹軒 -2.17  6  

十一舍 -1.60  7  

研一舍 -0.72  8  

八舍 0.16  9  

研二舍 3.01  10  

十三舍 4.94  11  

十二舍 5.06  12  

十舍 23.12  13  

二舍 32.14  14  

九舍 34.30  15  

五舍 58.7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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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用電量比較表(1度=1KW-hr) 紅色代表用電增加 

年度 光復(北區) 

較前 1

年百分

比 

光復(南區) 

較前 1

年百分

比 

博愛校區 

較前 1

年百分

比 

台北校區 

較前 1

年百分

比 

竹北校區 

較前 1

年百分

比 

台南校區 

較前 1

年百分

比 

合計 

合計較

前 1年

百分比 

101 24,972,800 -1.04% 28,689,600 6.90% 5,299,260 2.14% 680,160 -4.31% 593,160 -0.35% 656,855 -39.64% 60,891,835 2.82% 

102 26,755,200 -7.14% 26,804,000 6.57% 5,648,100 -6.58% 645,680 5.07% 571,800 3.60% 816,000 -24.23% 61,240,780 -0.57% 

103 25,607,200 4.29% 26,844,800 -0.15% 5,537,340 1.96% 601,930 6.78% 522,840 8.56% 908,000 -11.27% 60,022,110 1.99% 

104 22,752,800 11.15% 27,756,800 -3.40% 6,024,900 -8.80% 578,800 3.84% 505,920 3.24% 800,000 11.89% 58,419,220 2.67% 

105 22,975,600 -0.98% 27,700,800 0.20% 5,912,820 1.86% 625,360 -8.04% 497,760 1.61% 893,200 -11.65% 58,605,540 -0.32% 

 

 
 
 



 21 

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記錄(節錄) 

 
時間：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2：00    
地點：博愛校區實驗一館 101 會議室 
會議主席：鐘育志召集人 
出席人員： 黃憲達委員、劉典謨委員、林顯豐委員(請假)、廖奕翰委員(請假)、林志生委員

(請假)、陳鋕雄委員、方柏雄委員、曲在雯委員、梁美智委員、王志宏委員 

列席：麥如村老師 
記錄：吳佳文小姐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 (略) 

 

 

議題二: 本校何種身份人員可以申請「國立交通大學動物實驗申請表」，請討論。 

說明:  

1.『國立交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如附件一。 

2. 高雄醫學大學動物中心規定: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及博士後研究員(含)以上人員有資格申請

動物實驗。 

3. 105年 12月本校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員提出申請「國立交通大學動物實驗

申請表」。 

決議: 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皆可提出申請「國立交通大學動物實驗申請表」，

並修改『國立交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 
 

 

叁、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下午 3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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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照護委員會審核本校

之動物科學應用時，

本校教師、研究人

員、專業技術人員欲

進行與研究計劃或教

學相關之動物實驗，

需事先提出申請，申

請內容包括計畫名

稱、計畫主持人、實

驗動物種類、品種、

數量、實驗設計、執

行期限、負責進行動

物實驗之相關人員名

冊、依動物保護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

進行之替代、減量及

精緻化之評估說明、

實驗廢棄物與屍體之

處理方式等資料，經

照護委員會審議核可

後始得進行動物實

驗；經核可之內容變

更時，亦同。凡與研

究計劃或教學相關之

實驗動物取得或購

買，需經照護委員會

核定，未經核定自行

取得或購買之實驗室

或研究人員，其隔年

之動物實驗申請表將

不予審核。 

第五條：照護委員會審核本校

之動物科學應用時，

本校教職員生欲進行

與研究計劃或教學相

關之動物實驗，需事

先提出申請，申請內

容包括計畫名稱、計

畫主持人、實驗動物

種類、品種、數量、

實驗設計、執行期

限、負責進行動物實

驗之相關人員名冊、

依動物保護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所進行

之替代、減量及精緻

化之評估說明、實驗

廢棄物與屍體之處理

方式等資料，經照護

委員會審議核可後始

得進行動物實驗；經

核可之內容變更時，

亦同。凡與研究計劃

或教學相關之實驗動

物取得或購買，需經

照護委員會核定，未

經核定自行取得或購

買之實驗室或研究人

員，其隔年之動物實

驗申請表將不予審

核。 

詳細規範教職員生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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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 

                                       91年 6月 7日 90學年度第 19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9月 27日「動物實驗管理小組」更名「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103年 6月 23日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通過 

                                       103年 7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3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 12月 23日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通過 

                                       104年 1月 9日 103學年度第 1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12月 3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會議通過 

                                       104年 12月 25日 104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1月 10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年 2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為統籌本校動物實驗管理與使用，維護研究水準，並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年

08月 26日公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修訂本辦法。 

 

第二條：本校組成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以下簡稱照護委員會)成員七至十五人，由本

校校長就本校使用實驗動物之研究人員，不使用實驗動物之員工：獸醫師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各若干人，遴選聘任之。委員聘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前項獸醫師或專業人員，自擔任照護委員會成員之日起，應每

三年至少接受一次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始

得繼續擔任照護委員會成員。 

            照護委員會組成後三十日內，將機構名稱、地址、成員名冊及動物房舍地址報

新竹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照護委員會裁撤時，應敘明

裁撤原因，報所屬新竹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與其動物房舍位於不同直轄市或縣(市)者，該機構將照護委

員會成立、異動或裁撤等情形報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時，應副知動物房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第三條：照護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核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 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三、 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 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應用。 

五、 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六、 每半年應實施內部查核一次，查核結果應列為監督報告之附件，並應保存該查

核結果六年以上備查。 

七、 本校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將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

表影本列為監督報告之附件。 

八、 受理本校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前項本校年度執行報告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屬新竹

市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六款之內部查核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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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軟體查核：包括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物飼養管理。  

        二、 硬體查核：包括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器與設備及動物手術或實驗場所。 

 

第四條：照護委員會編制召集委員一人，綜理業務，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聘兼之。置執行秘

書一人，工作人員若干，就本校人員派兼之。均承召集委員之命，處理照護委員會

業務。 

 

第五條：照護委員會審核本校之動物科學應用時，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欲進

行與研究計劃或教學相關之動物實驗，需事先提出申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量、實驗設計、執行期限、負責進行動物實

驗之相關人員名冊、依動物保護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

化之評估說明、實驗廢棄物與屍體之處理方式等資料，經照護委員會審議核可後始

得進行動物實驗；經核可之內容變更時，亦同。凡與研究計劃或教學相關之實驗動

物取得或購買，需經照護委員會核定，未經核定自行取得或購買之實驗室或研究人

員，其隔年之動物實驗申請表將不予審核。 

 

第六條：照護委員會發現本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者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或未依核可內容辦

理時，應勸導改善，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使用實驗動物並副知本校研發處；

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新竹市主管機關依動物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處理，並副知中央

主管機關。未依本辦法規定或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政府法令規定，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若致本校受罰鍰處分者，亦須由其負責繳納罰款。 

 

第七條：照護委員會每季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視需要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會議召開時以召集委員為主席，且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

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使得決議。 

 

第八條：推動照護委員會任務，得依任務編組設置若干工作小組，其設置辦法各另訂之。 

 

第九條：照護委員會成員為無給職。外聘之專家蒞校指導或出席會議時，得依規定支給出席

費及差旅費。  

 

第十條：照護委員會未執行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督導本校進行之動物科學應用之任務，

依動物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由新竹市主管機關通知該機構限期改善或為必要之

處置；屆期未改善者，由新竹市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函該機構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協助輔導改善，並得作為審查該機構相關計畫或評鑑等行政措施之參考。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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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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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前 

價創計畫之檢核表(草案) 

計畫主持人執行本中心計畫：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________________ 協同主持人：________________ 

 

價創計畫所在學校需具備以下各項條件 

□智財管理辦法           

□智財鑑價委員會 

□以技術股做為技術移轉收入之相關機制 

□法人成員借調、合聘至學校之管理辦法 

□學校與法人共同研發成果作價分配辦法(若未應用法人智財者，此項免填) 

□價創計畫團隊加入示範中心或他校鏈結中心時之兩校合聘辦法 

□價創計畫團隊加入示範中心或他校鏈結中心時之兩校雙方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分配辦法 

□價創計畫所在學校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與運用辦法修訂

相關辦法 

□訂定約聘專任研究人員或合聘人員之彈性薪資制度  

□價創計畫所在學校同意價創計畫之專任或合聘人員之衍生研發成果利益分配 

□提供一定比例衍生利益給示範中心或鏈結中心學校(價創計畫學校需與示範中心或鏈結中

心依 Term sheet條件簽訂合約) 

□提供價創計畫團隊足夠空間 

 

價創計畫之執行要件 

□計畫主持人需為大學教師與研究員 

□來自研究法人之研究人員需先合聘或借調後始得擔任計畫主持人 

□價創計畫主持人需為專職(且僅能申請科技部 1+1計畫) 

□價創計畫團隊組成需包含至少 5 名研究法人之研究人員及若干業界研究人員 

□研究法人之研究人員需以合聘或借調方式加入計畫團隊，其中至少 2名為借調方式加入 

□研究法人之研究人員須在研究法人單位任職且從事專業工作滿一年以上 

□訂定法人成員借調、合聘至大專院校之管理辦法以及共同研發成果作價分配規定 

□第 1 年第 1 梯次核定通過之價創計畫，需加入示範中心，並接受輔導 

□價創計畫主持人需與價創計畫學校及示範中心或鏈結中心所在學校簽訂 Term sheet 

□計畫主持人已簽屬利益迴避與揭露聲明書 

□計畫書已依審查委員意見完成修改 

 

 

主持人核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此檢核表為「獲補助之

計畫」於撥款前，須完

成各項檢核內容，先行

提供草案供參考，以利

預作準備。 

 若於計畫申請書送交截

止日前完成部份條件，

如所簽訂之合約或完成

之辦法，可併同計畫申

請書之附件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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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105 學年度第 6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6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 3 會議室 
主持人：李大嵩 研發長 
出席委員：林寶樹主任、杭學鳴院長、許根玉院長、鐘育志院長、 

曾煜棋院長(鍾崇斌副院長代)、胡均立院長、韋光華院長(請假)、李耀
坤院長(請假)、張維安院長(陶振超副主任代)、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
院長代)、劉尚志院長(林建中副教授代)、張翼院長(請假) 

列席人員：黃乙白副研發長、簡紋濱組長、劉典謨主任、吳仰哲先生、黃懷玉
小姐、洪素惠小姐、謝夢蝶小姐、吳映潔小姐、 

李珮玲小姐、張佳耘小姐、林貝芬小姐、張慧君小姐、 
邱怡玲小姐 

記    錄：李阿錞小姐 
 

報告案  

討論案 
國立交通大學執行教育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價創計畫」法人所屬成

員借調合聘管理辦法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緣本校受教育部補助，執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以下稱「教育
部計畫」），於教育部計畫下，由法人成員協助本校共同執行價創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推動團隊 spin-in 或 spin-off 等業務；為
辦理本計畫下法人成員借調、合聘事宜，特依據相關規定訂本辦法。 

(二) 本辦法條文訂定重點如下： 
1. 辦法目的與宗旨。(第一條) 
2. 本校與法人合作事項。(第二條) 
3. 人員及經費。(第三條) 
4.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第四條) 
5. 借調回饋金。(第五條) 
6. 研發成果。(第六條) 
7. 個人資料利用。(第七條) 
8. 成果發表。(第八條) 

9. 保密義務。(第九條) 
10. 說明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政府規定辦理。(第十條) 
11. 說明本辦法審議通過及修正之程序。(第十一條) 

(三) 檢附本辦法逐條說明(如案由 1-1)、草案全文(如案由 1-2)及價創計
畫之檢核表(如案由 1-3)。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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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重點如下： 
1. 於第一條補充有關「法人成員」定義為：法人機構參與本計畫

之研發或管理人員(以下簡稱「法人所屬成員」)。並將辦法中
「法人成員」統一修正為「法人所屬成員」。 

2. 本辦法訂定依據補充修正為：「特依據教育部函知事項及本校教
職員、研究人員、專業經理人及約用人員聘任等相關人事規定制
訂本辦法。」 

3. 第四條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修正為：「……本校難以
執行或教育部認為無繼續進行本計畫之必要時，本校將於本計畫
終止前書面通知其法人機構，辦理其回歸原單位服務事宜。」 

4. 第八條有關法人所屬成員成果發表，應於事前得到本校書面之同
意，並將本校列為服務單位。 

(二) 本辦法修正後全文如案由 1-4。 
 
 
臨時動議  無 
 
散會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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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執行教育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價創計畫」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管理辦法 

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辦法目的與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受教育部補

助，執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以下

稱「教育部計畫」），於教育部計畫下，由法人

機構參與本計畫之研發或管理人員(以下簡稱

「法人所屬成員」)協助本校共同執行「價創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辦理本計畫下法

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事宜，特依據教育部函

知事項及本校教職員、研究人員、專業經理人

及約用人員聘任等相關人事規定制訂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之目的與宗旨。 

第二條 本校與法人合作事項 

 本校得借調或合聘法人所屬成員加入本計畫團

隊協助 spin-in或 spin-off、技術合作、市場

合作、科研合作、人員訓練，及其他產學研合

作研究計畫事項及創新創業相關活動與規劃。 

說明本校與法人合作事項。 

 

第三條 人員及經費 

 一、 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於本校服務之法人所

屬成員，其人事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本計畫

支付；薪資於符合教育部計畫之規定下，

由本校與法人機構協議約定之。其升等及

退休，依原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任本校

專任人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二、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年資計算，依原

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員者

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說明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之法人所屬成員

人資管理及經費。 

 

第四條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每次至多 4年。

若本計畫經教育部重大變更，致本校難以執行

或教育部認為無繼續進行本計畫之必要時，本

校將於本計畫終止前書面通知其法人機構，辦

理其回歸原單位服務事宜。 

說明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 

第五條 合聘借調回饋金 

 一、法人所屬成員借調至本校工作時，本校得

與法人機構約定支付借調回饋金，回饋金

說明合聘借調回饋金。 

 



 31 

由本校與法人機構協議逐案約定。 

二、回饋金由教育部補助本計畫支付，依校內

行政程序執行。 

第六條 研發成果 

 一、執行本計畫產出之成果，所可能獲得之專

利權、著作權、營業秘密、電路布局權及

其他智慧財產權，除教育部另有規定歸屬

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本校所有。相關之

著作，法人機構同意不對本校及教育部主

張行使著作人格權。法人機構不得將本計

畫之成果向任何機關申請專利權、著作

權、電路布局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註冊

登記。 

 二、法人機構並未因本計畫而取得任何使用本

計畫成果之權利，若欲就本計畫之成果行

使任何權利，應取得本校之授權方得為

之，權利義務並應另行協議。 

 三、本校與法人機構應各自與其受雇人為適當

之約定，使受雇人職務上所完成之成果，

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符合本辦法之約定。

如因計畫執行需要，而使用第三方之研究

成果，應於事前合法取得其權利。 

 四、本校就本計畫之成果為授權或讓與而有收

入者，於本校實際收到該等收入時，扣除

應繳納國庫金額、註冊登記費用及推廣相

關費用後，本校得依比例分配予法人機

構，比例另以契約約定之。 

說明本計畫產出之研發成果歸屬與管理。 

 

第七條 個人資料利用 

 法人機構應同意本校為執行本計畫之目的，蒐

集、處理、利用參與本計畫之法人所屬成員個

人資料。 

明定法人機構應同意本校利用個人資料。 

 

第八條 成果發表 

 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之法人所屬成員，若需將

其在本計畫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應於事前得到

本校書面之同意，並將本校列為服務單位。 

明定法人所屬成員於成果發表前，應獲本

校書面同意。 

 

第九條 保密義務 

 本計畫參與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並配合本校

簽署相關保密義務同意書。 

說明參與人員之保密義務。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科學技術基

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說明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政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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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及教育部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及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說明本辦法審議通過及修正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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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執行教育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價創計畫」法人所屬成

員借調合聘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9日 105 學年度第 6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6年 2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辦法目的與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受教育部補助，執行「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

（以下稱「教育部計畫」），於教育部計畫下，由法人機構參與本計畫之研發或管理人

員(以下簡稱「法人所屬成員」)協助本校共同執行「價創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為辦理本計畫下法人所屬成員借調、合聘事宜，特依據教育部函知事項及本校教職

員、研究人員、專業經理人及約用人員聘任等相關人事規定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與法人合作事項 

本校得借調或合聘法人所屬成員加入本計畫團隊協助 spin-in或 spin-off、技術合

作、市場合作、科研合作、人員訓練，及其他產學研合作研究計畫事項及創新創業相

關活動與規劃。 

第三條 人員及經費 

一、 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於本校服務之法人所屬成員，其人事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本

計畫支付；薪資於符合教育部計畫之規定下，由本校與法人機構協議約定之。其

升等及退休，依原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二、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年資計算，依原法人機構規定辦理；轉任本校專任人

員者依本校人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或合聘期間每次至多 4年。若本計畫經教育部重大變更，致本校難

以執行或教育部認為無繼續進行本計畫之必要時，本校將於本計畫終止前書面通知其

法人機構，辦理其回歸原單位服務事宜。 

第五條 借調回饋金 

一、 法人所屬成員借調至本校工作時，本校得與法人機構約定支付借調回饋金，回

饋金由本校與法人機構協議逐案約定。 

二、 回饋金由教育部補助本計畫支付，依校內行政程序執行。 

第六條 研發成果 

一、 執行本計畫產出之成果，所可能獲得之專利權、著作權、營業秘密、電路布局

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除教育部另有規定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本校所有。

相關之著作，法人機構同意不對本校及教育部主張行使著作人格權。法人機構不

得將本計畫之成果向任何機關申請專利權、著作權、電路布局權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之註冊登記。 

二、 法人機構並未因本計畫而取得任何使用本計畫成果之權利，若欲就本計畫之成

果行使任何權利，應取得本校之授權方得為之，權利義務並應另行協議。 

三、 本校與法人機構應各自與其受雇人為適當之約定，使受雇人職務上所完成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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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符合本辦法之約定。如因計畫執行需要，而使用第三方

之研究成果，應於事前合法取得其權利。 

四、 本校就本計畫之成果為授權或讓與而有收入者，於本校實際收到該等收入時，

扣除應繳納國庫金額、註冊登記費用及推廣相關費用後，本校得依比例分配予法

人機構，比例另以契約約定之。 

第七條 個人資料利用 

法人機構應同意本校為執行本計畫之目的，蒐集、處理、利用參與本計畫之法人所屬

成員個人資料。 

第八條 成果發表 

依本辦法借調或合聘之法人所屬成員，若需將其在本計畫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應於事

前得到本校書面之同意，並將本校列為服務單位。 

第九條 保密義務 

本計畫參與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並配合本校簽署相關保密義務同意書。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教育部計畫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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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交大與同步輻射中心合作協議書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合約內容 現行合約內容 說明 
立協議書人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甲方)暨國

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乙方)，為進

行學術合作，訂定本協議書。 

第一條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甲方)暨國立

交通大學(以下簡稱乙方)，為進行

學術合作，訂定本協議書。 

原第一條條文修正為

協議書說明本文。 

第一條 甲乙雙方合作範圍，包含

下列各項： 
 (一) 合聘人員。 
 (二) 共同從事學術研究。 
 (三) 共同訓練研究生。 
 (四) 專題研究之合作及實習

計畫方案。 
 (五) 圖書儀器設備之互用。 
 (六) 空間及儀器共建與共用。 
 (七) 合設學程。 
 (八) 專題演講或共同舉辦學

術研討會。 
 (九) 其他由甲乙雙方同意之

合作事務。 

第二條 甲乙雙方合作範圍，包含

下列各項： 
 1. 合聘人員。 
 2. 共同從事學術研究。 
 3. 訓練研究生。 
 4. 專題研究之合作。 
 5. 圖書儀器設備之互用。 
 6. 課程之開授。 

1. 修正條文項次為第

一條。 
2. 新增及修正合作為

9 項。 

第二條 甲乙雙方依本協議書所

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

產權，依下列原則定其歸

屬： 
(一) 由甲方或乙方人員獨力完

成之成果，其智慧財產權

分別歸甲方或乙方所有。 
(二) 由甲方及乙方人員共同協

力完成之成果，其智慧財

產權由甲乙雙方依協議

共享研發成果，其有關共

有之比例、智權統籌管理

及費用負擔，雙方將視實

際貢獻另以書面約定。 
但甲乙雙方得因個別工作計畫

或專案計畫之特殊情形，於進

行合作前，另訂適用於各該個

案之智慧財產權歸屬之其他原

則。 

第三條 甲乙雙方依本協議書所

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

產權，依下列原則定其歸

屬： 
1. 由甲方或乙方人員獨力完成

之成果，其智慧財產權分別

歸甲方或乙方所有。 
2. 由甲方或乙方人員協力完成

之成果，其智慧財產權歸甲

方及乙方平均共有。 
但甲乙雙方得因個別工作計畫

或專案計畫之特殊情形，於進

行合作前，另訂適用於各該個

案之智慧財產權歸屬之其他原

則。 
 

1. 修正條文項次為第

二條。 
2. 調整內文敘述使條

文更為完整。 



 36 

修正合約內容 現行合約內容 說明 
第三條 甲乙雙方人之人員至他

方進行本協議書之合作

事宜時，應遵守他方之管

理規章；並對因而知悉或

持有之他方列為機密之

文件資料內容負保密之

義務。前項保密義務，不

因本協議書終止或解除

而被免除。 

 本條為新增條文，說明

雙方應遵守管理規章

及應負保密義務。 

第四條 甲方經乙方同意，得合聘

乙方之專任教師 (含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擔任甲方之合聘研究人

員 (含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從事

學術研究(包括合作研究

計畫)，或運用甲方設備

參與甲方的工作，聘任程

序依甲方聘任辦法辦

理；同等，乙方得經甲方

同意，得合聘甲方之專任

研究人員(含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理研究員)擔
任乙方之合聘教師(含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在乙方從事教學或研究

工作，或指導乙方碩、博

士研究生之研究工作，聘

任程序依乙方聘任辦法

辦理。 

第四條 甲方經乙方權責主管同

意，商請乙方之專任教

師(含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擔任甲方之合聘

研究人員(含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從事學術研究(包括合作

研究計畫)，或運用甲方

設備參與甲方的工作；

同等，乙方得經甲方相

關主管同意，商請甲方

之專任研究人員擔任乙

方之合聘教師(含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指

導乙方研究生之研究工

作，並以指導博士論文

為原則。 

調整內文敘述使條文

更為完整。 

第九條 為進行尖端科技研究，並

培育我國科技研究人

才，乙方研究生得在甲方

從事學位論文研究工

作，由乙方授予學位。 

第九條 為進行尖端科技研究，並

培育我國科技研究人才，

乙方研究生得在甲方從事

學位論文研究工作。 

調整內文敘述使條文

更為完整。 

第十條    基於互惠互利之原

則，甲乙雙方同意提供

特定空間，作為實驗室

及研究合作之使用，其

 第十條至第十六條為

新增條文，對於新增之

合作範圍項目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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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合約內容 現行合約內容 說明 
租金、水電費、清潔

費、管理費、對外服務

營收回饋金給付方式

等，由雙方另行協商。

惟雙方使用之空間須

遵守相關之空間安全

及實驗場所設立等管

理辦法。 
第十一條  甲乙雙方因研究所

需，可共同建置關鍵儀

器，並應保障申請關鍵

儀器可用時段比例，如

有涉及儀器設備相關

費用，雙方將另行書面

約定費用比例分攤。 

 

第十二條 為培育加速器光源相

關領域學生，孕育未來

同步輻射相關科學與

技術研究人才，甲乙雙

方同意於乙方開授相

關領域學程。 

 

第十三條 甲方同意乙方推薦學

生至甲方進行專題研

究，細節將另以書面約

定之。 

 

第十四條 甲方同意乙方推薦一

定名額之實習學生於

暑 假 期 間 至 甲 方 實

習，以培育同步輻射科

學與技術人才，奠定尖

端科學研究之根基，提

升科學研究質量。 

 

第十五條 甲乙雙方同意不定期

指派相關研究人員提

供專業性演講，以增進

雙方專業知識並加強

雙方的互動關係。 

 

第十六條 甲乙雙方同意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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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合約內容 現行合約內容 說明 
共同舉辦學術研討

會，以增進學術研究水

準及加速器光源科技

發展與應用永續傳承。 
第十七條 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

宜，得經甲乙雙方協議

修正之。 

第十條   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

宜，得經甲乙雙方協議

修正之。 

修正條文項次為第十

七條。 

第十八條 本協議書自簽約之日

起五年內有效，期滿後

自動續約五年。若任一

方擬終止本協議，須於

半年以前以書面通知對

方。其需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者，於主管機關准

予核備後生效。 

第十一條  本協議書經雙方同

意，並分由雙方報請其

主管機關備查後生效。 

1. 修正條文項次為第

十八條。 
2. 原合約無載明約

期，更新合約修改為 5
年約期。 

第十九條 本協議書壹式貳份，雙

方各執壹份為憑。 
 本條為新增條文。 

 



 39 

 

行政會議臨時動議 

106/2/10 
案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經105年12月21日本校105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於105年12月23日報教育部備查。 

二、教育部106年1月4日臺教高(四)字第1050182874號函復(如附件一)，本校所陳招生委員

會設置辦法應依說明修正後再行報部備查。 

三、參酌教育部函示意見並依據本校招生委員會運作現況，擬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三)。 

四、因教育部函示意見為校長主持會議代理、常務委員小組與運動績優學生招生甄審委員小

組權責等行政問題，擬提行政會議審議，再經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 

 



 40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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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立交通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辦理學士班、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招生，特依據大學法第24

條規定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8條之規定，設立招生委員

會(以下稱本校招生委員會

)。 

第1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辦理各項招生，

特依據有關法令及本校組

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

，設立招生委員會(以下稱

本校招生委員會)。 

詳列本校辦理招生之學制及

法源依據。 
 

第2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置委

員若干人，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召集

人、通識中心主任及語言教

學與研究中心主任擔任之。 

第2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置委

員若干人，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召集

人、通識中心主任及語言教

學與研究中心主任擔任之。 

本條未修正。 

第3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

綜理招生之一切事務；置總

幹事一人，由教務長擔任，

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招生事

務。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

委員委派，負責招生委員會

議事務並協助協調工作。 

招生委員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開並主持，主任委員

不克主持會議時，由主任委

員指派副校長或教務長代

理。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常

務委員小組，由總幹事、各

學院院長及其他委員若干

人組成，其他委員之人數及

人選由主任委員決定，於不

便召開全校招生委員會時

處理小規模招生、招生申訴

、擬訂招生策略等招生相關

事務，其會議決議須送招生

第3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

綜理招生之一切事務；置總

幹事一人，由教務長擔任，

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招生事

務。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

委員委派，負責招生委員會

議之文書事務、印發招生簡

章並協助協調工作。 

一、增列主任委員不克出席

會議之指派代理相關規

定。 
二、明定常務委員小組組成

與權責(原第 5 條併入並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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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備查。 

第4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

招生工作進度，召開全體及

各種招生委員會議，權責及

職掌如下： 

一、審議招生規定、招生日

程、招生簡章。 

二、審定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招生事項及

監督招生工作之進行。 

三、審議最低錄取標準、錄

取名單、增額錄取及不

足額錄取理由。 

四、裁決招生爭議、違規事

項及考生申訴事件。 

五、審議考生報考資格。 

六、審議其他招生相關事務

。 

  本校依招生類別召開

各種招生委員會議，應出席

委員依據招生類別分別訂

定如下： 

一、博士班招生委員會議應

出席委員為：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副教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

主任秘書、各設有博士

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招生

試務工作小組召集人。 

二、碩士班招生委員會應出

席委員為第2條所列所

有委員。 

三、學士班大學甄選入學招

生委員會議應出席委員

為：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副教務長、主任

秘書、及各參與招生學

系(學位學程)所屬學院

院長及學系(學位學程)

招生試務工作小組召集

人。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須

有出席委員半數(含)以上

出席始得開會，以多數決方

式議決議案。 

第7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

招生工作進度，視需要召開

全體及各種招生委員會議

，以訂定招生辦法，審定各

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招

生事項，編訂招生簡章，監

督招生工作之進行，議決各

系(所、專班、學位學程)組

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

，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

等。 

  本校各種招生委員會

議，應出席委員依據招生類

別分別訂定之。博士班招生

委員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

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

任秘書、各設有博士班之學

院院長及系(所、專班、學

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召集人；碩士班招生委員會

應出席委員為第2條所列所

有委員；學士班大學甄選入

學招生委員會議應出席委

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副教務長、主任秘書、

及各參與招生學系(學位學

程)所屬學院院長及學系(

學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

組召集人。 

  招生委員會議須有出

席委員半數(含)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以多數決方式議

決議案。 

  常務委員小組會議由

總幹事不定時召集之，運動

績優學生招生甄審委員小

組會議由學務長不定時召

集之，其決議事項須提交下

次招生委員會議備查。 

一、條次變更，第一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敘明本校本校招生委員

會權責及職掌並以條列

方式呈現。 
三、敘明本校各項招生委員

會議係依招生類別召

開，並以條列方式呈現。 
四、常務委員小組會議相關

說明調整至第 3 條，運

動績優學生招生甄審委

員小組會議相關說明調

整至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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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本校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為協辦各項招生

，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務會議應設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

組，置委員若干人，其組織

由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自訂，唯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五人，但系主任(所長、專

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應

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

若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

、學位學程主任)因故應迴

避招生工作，則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召集人。 

  各系(所、專班、學位

學程)務會議應訂定其招生

試務工作小組組織規則，並

提報校招生委員會備查。 

  各系(所、專班、學位

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組

織規則至少應包含：試務工

作小組委員之產生及組成

方式、各招生管道之招生方

式、報考資格、考(甄)試項

目、佔分比例、考(甄)試委

員之資格與人數、招生名額

、評分及錄取原則等事項之

訂定程序、口試、筆試及審

查等有關事項。 

本校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甄審委員小組，由學務長、

資格審查小組委員及術科

能力檢定小組委員若干人

等組成，處理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相關試務，其會議決議

須送招生委員會備查。 

  本校外國學生招生相

關試務由國際事務處外國

學生招生委員會處理。 

第4條 本校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為協辦各項招生

，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務會議應設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

組，置委員若干人，其組織

由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自訂，唯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五人，但系主任(所長、專

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應

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

若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

、學位學程主任)因故應迴

避招生工作，則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召集人。 

  各系(所、專班、學位

學程)務會議應訂定其招生

試務工作小組組織規則，並

提報校招生委員會備查。 

  各系(所、專班、學位

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組

織規則至少應包含：試務工

作小組委員之產生及組成

方式、各招生管道之招生方

式、報考資格、考(甄)試項

目、佔分比例、考(甄)試委

員之資格與人數、招生名額

、評分及錄取原則等事項之

訂定程序、口試、筆試及審

查等有關事項。 

  本校運動績優學生招

生甄審委員小組，由學務長

、資格審查小組委員及術科

能力檢定小組委員若干人

等組成，處理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相關試務。 

  本校外國學生招生相

關試務由國際處外國學生

招生委員會處理。 

一、 條次變更。 
二、 增列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甄審委員小組會議決議

須送招生委員會備查。 
 

 第5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常

務委員小組，由總幹事、各

學院院長及其他委員若干

人組成之，處理招生委員會

不開會時有關招生臨時事

務、擬訂招生策略等。 

本條併入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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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其他委員之人數

及人選由主任委員決定之。 

第6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下以

任務編組方式設會計、命題

、試務、查核、監試、印題

、閱卷、電算、總務等工作

組，分別負責執行招生之相

關工作，各工作組各置組主

任一人，由主任委員委派之

，並各設幹事若干人，人選

由組主任遴選。 

第6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下設

會計、命題、試務、查核、

監試、印題、閱卷、電算、

總務等工作組，分別負責執

行招生之相關工作，各工作

組各置組主任一人，由主任

委員委派之，並各設幹事若

干人，人選由組主任遴選。 

酌作文字修正。 

第7條 本校各種招生委員會

議，得由主任委員聘請校外

公正人士擔任委員或列席

會議。 

第8條 本校各種招生委員會

議，得由主任委員聘請校外

公正人士擔任委員或列席

會議。 

條次變更。 

第8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視需

要召開工作組工作協調會

，由總幹事召集並擔任主席

，擬訂各工作組幹事人數及

工作津貼發放標準，依招生

委員會決定之招生日期訂

定工作行事曆並監督執行。 

第9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視需

要召開工作組工作協調會

，由總幹事召集並擔任主席

，擬訂各工作組幹事人數及

工作津貼發放標準，依招生

委員會決定之招生日期訂

定工作行事曆並監督執行。 

條次變更。 

第9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10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46 

國立交通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84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訂定(84.12.23) 

84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定(85.1.30) 

8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定(86.6.11) 

8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定(87.10.14) 

8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定(88.10.20) 

9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定(91.12.11) 

91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92.4.9)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100.12.21) 

第1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招生，

特依據大學法第 24條規定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8 條之規定，設立招生委員會(以下稱

本校招生委員會)。 

第2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招生

試務工作小組召集人、通識中心主任及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擔任之。 

第3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招生之一切事務；置總幹事

一人，由教務長擔任，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招生事務。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委

派，負責招生委員會議事務並協助協調工作。 

招生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開並主持，主任委員不克主持會議時，由主任委員指派

副校長或教務長代理。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常務委員小組，由總幹事、各學院院長及其他委員若干人組成，

其他委員之人數及人選由主任委員決定，於不便召開全校招生委員會時處理小規模

招生、招生申訴、擬訂招生策略等招生相關事務，其會議決議須送招生委員會備查。  

第 4 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招生工作進度，召開全體及各種招生委員會議，權責及職掌如

下： 

一、審議招生規定、招生日程、招生簡章。 

二、審定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招生事項及監督招生工作之進行。 

三、審議最低錄取標準、錄取名單、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錄取理由。 

四、裁決招生爭議、違規事項及考生申訴事件。 

五、審議考生報考資格。 

六、審議其他招生相關事務。 

本校依招生類別召開各種招生委員會議，應出席委員依據招生類別分別訂定如下： 

一、博士班招生委員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各設有博士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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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試務工作小組召集人。 

二、碩士班招生委員會應出席委員為第 2條所列所有委員。 

三、學士班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

教務長、主任秘書、及各參與招生學系(學位學程)所屬學院院長及學系(學位學

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召集人。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須有出席委員半數(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以多數決方式議決議

案。 

第 5 條  本校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為協辦各項招生，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務會議

應設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置委員若干人，其組織由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自訂，唯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五人，但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

位學程主任)應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若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

任)因故應迴避招生工作，則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務會議應訂定其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組織規則，並提報校

招生委員會備查。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組織規則至少應包含：試務工作小組

委員之產生及組成方式、各招生管道之招生方式、報考資格、考(甄)試項目、佔分

比例、考(甄)試委員之資格與人數、招生名額、評分及錄取原則等事項之訂定程序、

口試、筆試及審查等有關事項。 

本校運動績優學生招生甄審委員小組，由學務長、資格審查小組委員及術科能力檢

定小組委員若干人等組成，處理運動績優學生招生相關試務，其會議決議須送招生

委員會備查。 

本校外國學生招生相關試務由國際事務處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處理。 

第 6 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下以任務編組方式設會計、命題、試務、查核、監試、印題、閱卷、

電算、總務等工作組，分別負責執行招生之相關工作，各工作組各置組主任一人，

由主任委員委派之，並各設幹事若干人，人選由組主任遴選。 

第 7 條  本校各種招生委員會議，得由主任委員聘請校外公正人士擔任委員或列席會議。 

第 8 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視需要召開工作組工作協調會，由總幹事召集並擔任主席，擬訂各

工作組幹事人數及工作津貼發放標準，依招生委員會決定之招生日期訂定工作行事

曆並監督執行。 

第 9 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各館舍用電情形（耗能量）公告，本處營繕組每月於網頁更新各館舍用電、用水量（進入營繕組網頁「能源管理」頁面查詢）；且營繕組設有電力監視系統，使用者可隨時上網查詢各館舍即時用電量（由本校校園系統單一入口登入http://www.nctu.edu.tw/faculty 查詢），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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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政院105年11月核定推動新節能措施「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詳http://ppt.cc/6zqPd），將原「四省計畫」大學用電基準值EUI值124，調降為EUI值99，爰此本校106至108年節電目標EUI值需低於基準值99以下。
	105年本校(5校區) EUI值112.67(總用電量58,605,540度，總樓地板面積520,153.73㎡)，評估政府新節電行動管考節電量，本校106年至108年需節約用電711萬餘度，至108年止每年平均需節約用電約237萬度，年度節電率為4%，方能達新節電政策管考目標。呼籲各單位加強節約用電管理及改善，以期108年達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管考目標。
	主席裁示：請研擬實驗室裝設智慧電表或冷氣、電腦使用者酌量收取費用之可行性，另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研擬伺服器統一管理之可行性。
	（三）印信套印作業：
	1.本校為例行性業務需要，自105年2月1日及8月1日起將簡級（乙）印分別套印於9項文件上，依規定向總統府報備一案，已於106年1月13日接獲教育部回函完成登錄核備程序。
	2.該9項文件為聘函、學位證書、修業證明書、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推廣教育結訓證書、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 (詳細版)、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教育部版)及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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