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出

列
記

間：106 年 3 月 24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席：張懋中校長
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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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黎熙副總務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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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
雯副主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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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芬副院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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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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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
坤主任、學生代表張碩恒同學（缺席）、學生代表陳建仰同學（陳建嘉同學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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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張佳耘小姐、教務處黃怡真小姐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近期教育部的補助政策方向多變不易掌握，故本校除教育部資源外，更應拓展其他管道，
例如近日 TSIA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即欲運用聯盟公司群組及地方政府的資源與本校合
作發展 Smart Campus 計畫。
二、為因應 Elsevier 期刊每年調整期刊費用的政策，本校已決議暫停訂閱該期刊，節省的經
費將有效運用與分配，以提升研究品質。
三、本校即將與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簽署全面性的合作契約成為其全球 35 所聯盟學校之
一，其中台灣僅台大及本校納入。為維持良好互補之合作關係，請各系所思考與華大教
學研究之方案。
四、校慶校長致詞部分，將著重於 ACT 政策之發展，須請各相關單位提供 PPT 資料，包含內
容如下：
（一）A 為 Active Education：CS Process、通識教育改善計畫、百川計畫、Smart Campus
等。
（二）C 為 Cross Discipline：Bio ICT hospital、圖書館 6.7.8 樓之 Cyber and virtual
intelligent space、Smart Campus 等。
（三）T 為 Trustee in institution and endowment：NCTU foundation 等。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6 年 3 月 10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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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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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15）。
三、教務處報告：
（一）NCTU-ICT Co-Working Space：
1.計畫名稱訂為「NCTU-ICT工坊」，課程部份由各小組老師密集籌備規劃中。
2.預定於106年3月27日辦理全校NCTU-ICT工坊課程學生說明會，已製作電子海報並開
放本校同學網路報名中，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傳說明會資訊並鼓勵同學踴躍報名。
（二）跨域學程：
1.已於106年3月20日召開跨域學程學生座談會，了解及輔導跨域生學習狀況。
2.預定於106年3月27日辦理全校跨域學程說明會，促使更多同學了解跨域學程。
3.預定於106年3月28日上午於台北校區辦理記者會，宣傳本校跨域學程等教務重大計
畫，擴大宣傳效益。
4.已製作全校跨域學程宣傳摺頁，除進行校內宣傳外，並發函全國各高中，擴大宣傳
效益。
5.106學年度大學多元入學考試重要期程：
(1)3月8日至3月10日個人申請報名；
(2)3月24日至4月14日本校辦理個人申請團體面談；
(3)5月1日至 5月16日指定科目考試報名；請各參與教學單位配合相關期程結合招生
活動宣傳。
（三）已於106年3月20日召開共同教育課程教學單位窗口會議，向教學單位說明106學年度起
共同教育課程內容，並討論新課程推動之行政相關事宜。
（四）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於106年3月10日通知，本校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碩士班/博士班）
通過IEET期中認證審查。
（五）105學年度第2學期二一學生輔導工作：為落實「實得學分數低於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
分數1/2（以下簡稱二一）學生」輔導工作，已請學系於本學期為學生安排導師及諮商
老師進行個別輔導，且至少召開2次「二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並於106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三週繳交 「二一學生輔導工作績效表」紙本一式2份至教學發展中心備查。
主席裁示：請學務處加強注意｢實得學分數低於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數 1/2｣之學生及輔
導，並留意其身心狀況。
四、學務處報告：
（一）本校 105 學年度開業典禮已奉核延後一天於 106 年 6 月 4 日(日)舉辦(課外組 105 年 8
月 8 日簽請校長核定及 105 年 8 月 12 日於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如
此可方便家長參與及避免校內交通壅塞。
本年度開業典禮中英文主題擬為｢同行致遠，再創奇蹟!(Ａct Together，We are
Miracles!)｣，文宣及主體視覺委託宇揚設計公司負責設計規劃，各學院亦已公開抽籤
決定舉辦場次，各項籌備工作按進度規劃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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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生保健組遷移至行政大樓工程，預於 3 月 27 日完成搬遷，一切就緒後正式公告全校
週知。
（三）3 月 26 日衛生保健組將辦理急救教育訓練活動，強化教職員工生的急救技能。
（四）慶祝 121 週年校慶，學生社團共襄盛舉：
1.學生社團（攝影社、陶藝社、美術社、漫畫社及 POP 廣告研習社、數位音樂社）訂
於 3 月 30 日至 4 月 20 日假本校藝文空間舉辦創作成果聯展，並於 3 月 30 日中午
12 時舉行開幕茶會。
2.4 月 8 日假浩然圖書館前廣場舉辦社團園遊會及社團表演，超過 60 個攤位及 11 個
社團參與演出。晚上舉辦校慶演唱會，邀請廣受年輕人喜愛之藝人演出，歡迎全校
師生踴躍蒞臨觀賞。
（五）本校 106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共 22 個名額，第一階段共有 109 位考生通過學科
及術科能力審查，3 月 11 日進行運動績優生第二階段術科檢定考試，合格人數共計 27
名，3 月 22 日公告並函寄合格通知單，參加 3 月 28 日聯合分發登記選系作業。
（六）106 學年度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目前已開始申請、甄選作業，請各學院協助於 4 月 25 日
前送交通過甄選之獲獎名單，頒獎典禮訂於 6 月 7 日舉行。
（七）106 年 3 月 15 日（三）上午 9：40∼10:20 軍訓室實施「105 學年度光復校區（C,D 避
難點）災害防救掩護避難演練」
，由陳俊勳副校長主持，主秘等主管全程參予演練督導，
共計 573 位教職員工參加，在新竹市消防局實施「防災教育宣導」總結下圓滿完成。
（八）諮商中心於 3 月 13 日-17 日舉辦「心靈 BMI 檢測站-探索你的隱藏我」體驗活動，師
生透過心理測驗檢視目前自我各面向的狀況，現場備有解測，根據測驗結果推薦適合
其參加的講座和工作坊，協助師生進一步自我探索，共計 304 人次參加。
（九）聯服中心更換 LED 照明，以達美觀、節能減碳環保趨勢。並即日起，每日上班時間提
供冰箱開放使用，服務更周到。
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大工程報告（現地施工照片如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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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行使用單位變更設計工程施作，106 年 3 月 23 日辦理初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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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舉辦上樑
典禮。於 106 年 1 月 6 日召開內裝及步道材料選色會議，並於 106 年 2 月 24 日就實
驗設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與使用單位及相關單位進行初步討論。目前完成
結構體工程進行內部水電配管與外牆粉刷工程及小口磚貼設。工程現場進度為 75%。
3.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已於 105 年 8 月 13 日舉辦上樑典禮。目前結構體已完成，
現在施作室內磁磚工程、牆面及天花板油漆批土、電梯安裝工程等。工程現場進度
為 96.4%。
4.其他：光復校區 D 機車棚整修工程於 105 年 5 月 18 日開工，已於 106 年 2 月 20 日
申報完工，於 3 月 9 日初驗，目前辦理缺失改善中。
（二）光復校區大學路口旁人行廣場進行 Ubike(微笑單車)站點設置：新竹市政府於 106 年 3
月 20 至 31 日(星期一至五)於光復校區大學路口旁人行廣場，進行 Ubike 站點設置工
程。本站點預計於 4 月上旬開始營運，實際啟用時間仍以新竹市政府及 Ubike 公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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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施工相關注意事項及位置圖已於校園公告及全校 E-mail 週知全體師生，屆時歡迎
多加利用。
（三）光復校區環校道路增設減速墊：
1.105 年 12 月 14 日 105 年度「校長有約-同行致遠」書面意見中，學生敘及竹湖往管
理一館方向環校汽車道路通往 D 棚之行人穿越道，車輛行經該處常有未減速禮讓行
人之行為，恐有危險，建議於該路段設置減速墊；駐警隊併同檢視環校道路其他路
段，於女二舍至綜合一館通往機車 A 棚、B 棚路段亦有上述情況。
2.上揭地點經勘查後有設置之需求，經 106 年 2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交通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增設，並於 106 年 3 月 17 日完成設置（現地照片如附件二，P17）。
主席裁示：
一、請總務處與科管局反應園區巡迴巴士於校內行駛之安全速限，以維校內師生｢行｣
的安全。
二、請總務處儘速規劃客家學院停車場至院區通行之安全人行道，並以可推送嬰兒車
出入為其標準。
六、研發處報告：
（一）本校於 106 年 3 月 9 日由校長率一級主管及相關代表赴臺北榮民總醫院出席雙方學術
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活動圓滿順利完成。未來雙方將共同開發建置資訊醫療平台、
雲端及物聯網，連結資訊科技及醫療產業，發展智慧醫療。藉由訊息數位化、資訊智
慧化、醫護居家化三階段來推動，並從人才教育、合作研究及成立聯盟三方面來落實，
期能研發更多軟體、醫材、設備等，將研發成果實際運用於醫療產業。
（二）各項研究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工程司「工程及應用科技研究專案計畫」受理申請：配合政府所推動之南向
政策，該專案計畫借重我國學界優秀之研發能力，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學術交流合作，
建立與當地之學術關係並擴大雙邊學術及人員交流，期能有助於改善東南亞國家人
民生活並讓東南亞國家認知我國科技領域之實力。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4 月 11 日
止，計畫徵求公告及相關研究主題與子題說明，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
下載。
2.科技部工程司 106 年度「積層製造(數位製造)產業應用研究專案計畫」受理申請：本
專案計畫屬新推動之旗艦計畫，重點在於挑選政府推動之 5+2 產業或相關產品，充
分運用積層製造之空孔輕量化、客製化、高彈性自動化等優勢，積極發展相關之設
備系統、製程、材料及軟體，並以新創事業(Spin-off)、產業創新(Spin-in)及組成
產學(研)合作聯盟為最終目標(Endpoint)。本計畫申請及審查分為「構想書」及「計
畫書」2 階段，請申請人於 106 年 4 月 14 日中午 12 時前將構想書寄至科技部收辦，
構想書獲審查推薦者始得提出計畫書，計畫書校內收件至 106 年 6 月 14 日止。計畫
相關徵求說明及詳細內容，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3.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
：為鼓勵大專院校及學研機構之
計畫主持人及其團隊參與科普資源數位化，將數位化內容彙整於資料庫，與科技部
「科技大觀園」網站彼此連結或整合；申請團隊亦得提出網路科普推廣應用的創意
構想與具體措施，或與企業、科教社群合作辦理科普推廣活動，以豐富科普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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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應用。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4 月 6 日止，計畫徵求公告請至科技部科教發展及
國際合作司網頁之科教業務公告查詢下載。
4.科技部公開徵求 106 年度歐盟 Horizon 2020 先期規劃計畫：歐盟 Horizon 2020(展
望 2020)計畫從 2014 年 1 月 1 日啟動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為目前全球最大
的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科技合作平台，Horizon 2020(H2020)架構包含三
大支柱：1.Excellence in Science；2.Industrial Leadership；3.Societal
Challenges。H2020 啟用新國際合作政策，擴大開放及邀請第三國(歐盟會員國及與
有簽署雙邊協議外之國家)參與，並善用開放式創新模式運作，匯聚研發能量以避免
資源重複投入。7 年期之 Horizon 2020 科研架構預計投入經費超過 700 億歐元。本
計畫採 2 梯次於科技部線上系統受理申請：第 1 梯次：2017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第二梯次：2017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校內收件日為上開申請時間截止前 3
個工作天，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徵求公告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
詢下載。
5.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奈米材料科技於節能減碳及製程之應用/M-ERA.NET 2」計畫
書：歐盟 Horizon 2020 M-ERA.NET 2 計畫乃歐盟研究總署協調及整合歐洲各國科
研主管機關，共同投入研發經費之跨國「奈米材料科技於節能減碳及製程之應用」
計畫。線上構想書傳送截止日至 106 年 6 月 13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徵求公告
說明，相關申請辦法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6.科技部與捷克共同徵求臺捷雙邊合作研究計畫及雙邊國際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
依科技部與捷克科學基金會(GACR)及捷克科學院(CAS)所簽訂雙邊科技合作協議，每
年共同徵求 2 項雙邊合作計畫。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106 年 5 月 24 日，其他注意事項
詳參來文附件，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7.科技部與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二國教育科學部共同徵求 2018-2020 合作研究計畫：科
技部為推動國內學術發展暨促進與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之學術合作，於 2000 年與該二
國教育科學部簽訂合作綱領，成立共同基金以補助三邊合作計畫，2001 年執行以來
已補助近 40 件多年期合作計畫。校內收件截止日至 106 年 5 月 24 日前。其他注意
事項請詳參來文及徵求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8.科技部與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共同辦理之「2017 年國內博士生赴西班
牙暑期研習計畫」受理申請：期透過本項暑期研習活動，瞭解西班牙之文化，吸取
其研究經驗及態度，協同雙方指導教授/研究人員討論及定位未來兩國可能合作之主
題及方向，促進雙方團隊實質合作研究。校內收件日至 106 年 4 月 14 日止，計畫相
關甄選說明及申請文件，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9.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106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研究重點」
：此案研究
主題共 46 項，請有意申請者直接與該公司各計畫名稱之聯絡人洽詢，106 年度委託
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可至該公司全球資訊網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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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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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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效期

巴黎-薩克雷大學是一所
位於法國巴黎的系統大學
(類似台聯大系統)，有 18
所大專院校組成。此 18
所學校之碩博士文憑皆需
由巴黎-薩克雷大學核定

NCTU

法國

巴黎-薩克雷大

[新簽] 校級雙聯博

學(Université

士合約書(另附件

Paris Saclay)

1，p.1-p.10)

頒發。
2.

環工所擬選送博士生前往
巴黎第十一大學修習雙聯

5年

博士學位，因巴黎第十一
大學已被巴黎-薩克雷大
學合併，此雙聯合約需由
巴黎-薩克雷大學同意簽
署。
3.

該校代表將於 3 月底來訪
本校並進行合約簽署。

1.

於 2016 年歐洲教育展與
該校代表洽談兩校建立合
作之可能性。

南丹麥大學
NCTU

丹麥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新簽] 校級學術交

2.

目前丹麥姊妹校僅一所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丹麥科技大學)。因南丹麥

(另附件 2，p.11-p.16)

大學提供英語授課，擬建

5年

立 MOU 和交換生合約(5
名/學期)，提供本校學生
更多選擇。
1.

哈爾濱工業大
NCTU

大陸

學 (Harbin

地區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哈工大為大陸 C9 工程高

[原已簽署] 校級學

校之一，合作以來該校每

術交流、交換學生合

學期都有 10 餘名同學至

約書(將於 2017/5/3

本校交換。
2.

到期)

2015 年 11 月由謝漢萍教
授率團拜訪該校，雙方承

[續簽] 校級學術交

諾於學術合作與學生交換

流、交換學生、自費

上加強交流。

交換學生合約書(另
附件 3，p.17-p.20)

3.

該校因眾多同學有興趣至
本校交換，除續約原先的
交換生合約(5 名/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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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本校簽

國家(地區)/校名

署單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也提出建立自費交換生合
約書，每學期至多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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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 年 3 月 21 日臺教文(二)字第 1060039447 號函，重申兩岸校際交流應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
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規定辦理，校際簽署之書約應於簽約前 1 個月報部審查；如
有承諾書等相關文件，皆視為合作書約之附件，亦須依程序報部審查；另因校際交流
所衍生之其他相關文書往來（如邀請函），應強調平等互惠原則，不得限制學術自由，
亦不可違反個人理念及自由意志。。
（三）重要外賓(3/13-3/24)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愛爾蘭都柏林三一
3/15

學院 Trinity College

國合經理

Dublin
3/16

德國斯圖加特大學
Universität Stuttgart

國際長

姓名
Ms. Karen
Mortell
Dr. Heiko Richter

摘要
該校主動聯繫說明欲尋找可合作
的領域；本校建議先從學術交流與
交換學生計畫開啟兩校合作。
兩校學生交流持續穩定，此次來訪
目的在於拓展教授間的研究合作。
兩校學生交流持續穩定，此次來訪

3/20

瑞士聯邦理工學院
ETH Zurich

國際長

Dr. Angelika

特別要針對資訊領域的英語授

Wittek

課、還有本校基本設施，例如宿
舍，等作更深入的了解。

德國海德堡應用技
3/20

術大學
SRH Hochschule

國際長

Dr. Bettina
Pauley

Heidelberg
法國巴黎薩克雷大
學
3/23

Paris-Saclay
University
卡尚高等師範學校

與資訊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代
表會面，期望擴展學生交換的領
域。
此次來訪兩校簽署巴黎薩克雷大

校長(卡
尚高等師
範學校)

學校級雙聯博士合約，環工所已經
Dr. Pierre

可以開始執行，另簽署巴黎第 11

Paul-Zalio

大的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的續約
合約；兩校合作穩定成長，未來將

ENs Paris-Saclay

積極拓展除了電機、資訊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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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巴黎第 11 大

摘要
領域。

Polytech Paris-Sud
3/23

德國羅特林根大學
Reutlingen University

國際長

Prof. Baldur VEIT

拜會工學院與管理學院，兩院收最
多該校的交換生，交流穩定。

（四）教育部為深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及人才培育之方向，高教司研擬 3 年
期補助計畫-「新南向計畫---強化與東協與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以協助各大學於
106 年起推動辦理，106 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為 106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本
計畫共有 7 項子計畫，分為個別學校得提出申請者及以聯盟或跨校整合方式辦理者，
兩種方式之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請參閱附件三(P18-20)及附件四(P21-23)。7
項子計畫分類如下:
分類項目
子計畫名稱
個別學校得 Inbound
提出申請者
outbound
以聯盟或跨
校整合方式
辦理

一、 補助學校特定國家拓點招生開班行銷費用
二、規劃東協南亞等國在臺舉辦夏日學校
三、規劃於「商管及社會科學」
、
「工程」
、
「醫藥」
、
「農
業」、「教育及人文」等領域，補助見習或實習計畫
四、補助各校與東協及南亞成立學術型領域聯盟組織
五、設立東協及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
資源中心
六、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東南亞語課程方案

outbound

七、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成方案

國際處將再邀請相關單位說明計畫內容，申請計畫需於 106 年 4 月 30 日前將計畫書報
教育部。
主席裁示：本校優先以聯盟或跨校整合方式爭取該項計畫，並請客家學院積極招收印度及印
尼之客家籍學生。
八、頂尖計畫辦公室：有關教育部「106 年邁向頂尖大學延續性計畫」，茲說明如下：
（一）考量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延長至 106 年 12 月，計畫書（含學校計畫書與經教育部核定通
過之研究中心計畫書）之期程內容需另行更新修正。
（二）為配合政府整體高等教育政策方向，106 年計畫執行重點除原計畫書內容外，需提列
本年度獲補助經費至少 20%額度推動「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辦理以學生為主體各項教
學創新工作，俾利順利銜接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故此部分需一併新增於計畫書中，
敘明具體推動方案。
（三）本室已陸續請相關單位協助計畫書更新修正作業，預計 4 月底前報部。
九、圖書館報告：
（一）因應Elsevier期刊每年調漲期刊費用的政策，本校已決議暫停訂閱該期刊，本館替代
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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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年SDOL全文下載量共713,178篇次，每篇館際合作文獻複印成本為150元(含付對
方館費用、人力成本、耗材)，圖書館盡量於3日內處理完畢，請有真正需要全文的
師生才申請館際合作。
2.全校計畫電子資源檢索費1月至今約收取75萬元左右，將用於處理館際合作相關費
用。
（二）因應勞基法一例一休之規定，台大等校的圖書館已配合法規調整開閉館時間，各校圖
書館的開閉館時間請參閱下表。為配合法規規定，圖書館星期六及星期日之開閉館時
間自 4 月 1 日起調整為 9:00-17:00。各校學期中開閉館時間分析表請參閱附件五（P24）
。
十、人事室報告：
（一）邇來屢有同仁於聘約期滿前因個人因素提前離職，未依本校規定事先簽准，重申各類
人員於聘約期滿前離職、終止契約，應依規定簽奉核准並完成校內相關手續。
1.依本校計畫類專任人員聘用要點第六點規定:計畫類專任人員（人事代號H、Z、Y、 V
、O、A）擬於聘約期滿前離職、終止契約，應於一個月前簽會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准
。受僱人應辦妥離職交代手續。
2.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44條規定：約用人員（人事代號D、E、F、G）在本校繼
續服務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於離職十日前預告；在本校繼續服務一年以上未滿
三年者，於離職二十日前預告；在本校繼續服務三年以上者，於離職三十日前預告
單位主管，如未遵守致本校受有損害者，得依規定請求賠償。
(人事室業於106年3月23日交大人字第1061003190號書函轉知全校各單位)
（二）人事室擬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助開發預告離職人員系統，請相關單位提供承辦人
E-MAIL，俾利人事室於收到離職簽案時間短於2週者，先以電子郵件通知各相關單位
，以利提早因應。如相關單位承辦人異動請主動與人事室聯絡修改E-MAIL。
（三）本校 105 年 11 月及 12 月連續二個月僱用身心障礙人員不足，請各位主管轉知所屬單
位僱用兼任助理應核實辦理加保，另 106 年 8 月 1 日起兼任教師將納入適用勞基法範
圍，學校應為渠等強制加保，請各單位預為因應，並配合增加僱用身心障礙人員。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及「賢齊館新建工程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
四條修正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公室提)
說 明：
一、為符合募款需求，修正本校「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及本校「賢齊館新建
工程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四條。
二、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
附件六（P25-28）
；本校「賢齊館新建工程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七（P28-30）。
三、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第五款增列｢或公共空間｣等文字，修正為｢
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者，得為校園景觀或公共空間命名，並將芳名鑄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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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適當之位置。｣後通過。
二、本校「賢齊館新建工程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四條第五款｢或電梯間｣修正為｢或公共
空間｣後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致謝捐贈者之芳名鑄刻應視其捐款額度設定年限，並請注意鑄刻品之材質，
避免脫落。
案由二：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附件八，P3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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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台灣聯大四校行事曆一致以利跨校活動之進行，歷年之開學、校際活動等日期
皆先提台灣聯大四校教務長會議討論通過，原訂定 4 月 4 日至 6 日為 106 學年度之
校際活動週，但因本校 106 學年度適逢慶祝在臺建校 60 週年校慶，主秘表示擬於 4
月 8 日（日）校慶當天辦理慶祝活動，且假期前一日 4 月 6 日（五）需為上班日，
以便相關人員準備慶祝活動。故本校擬將校際活動日由 4 月 6 日改於 4 月 3 日，並
調整 4 月 3 日為補 4 月 8 日校慶上班之假期，台灣聯大系統內其它學校則將維持原
訂日期不變更。內政部將於下半年公佈明年度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屆時若公
佈 4 月 6 日彈性放假，並於下一週六補上班時，本校作法：（甲）配合內政部於 4
月 6 日（五）彈性放假；亦或是（乙）調整至 4 月 2 日（一）彈性放假，以便週五
進行各項校慶準備工作，請討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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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預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
春節假期為 2 月 15 日至 2 月 20 日，本校訂定之春節假期擬比人事行政總處訂定之
春節假期前多加一日為 2 月 14 日（三）至 2 月 20 日（二）。
決 議：通過，惟為慶祝本校在臺建校 60 週年校慶，106 學年度之校際活動週請再議後提會
報告。
案由三：本校「卓越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學務處提)
說 明：
一、為提供更優渥的就學研究環境，並鼓勵更多具研究潛能之博士生就讀本校，自106
學年度起，將提高本校「卓越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之獎額。
二、修正重點如下：「交大卓越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獎額為每人每月三萬元，根據各
院博士班招生人數核算出各院獲補助總獎額，學校提供博士班新生獎學金每名每月
由一萬元增加為二萬元，餘一萬元獎學金改由老師補足，核給期限由一年或兩年調
整為三年。
三、本校「卓越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
件九（P33-34）。
決 議：通過。
案由四：本校「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修正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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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決

明：
一、為使本校校園車輛收費制度更加完備，爰修正本要點。
二、本案修正內容業經 106 年 2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會
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十（P35）
，擬提送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布實施。
三、旨揭修正案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一（P36-41）。
議：第六點｢計程車｣增列｢或租賃接駁車｣等文字，修正為｢計程車或租賃接駁車｣後通過。

案由五：本校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本校與成功大學為促進校際合作，增進雙方學術交流、加強學術合作，就教師合聘、
圖書儀器設備互惠使用、專題研究合作、研究生交換訓練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擬
簽訂兩校學術合作協議書。
二、本校與成功大學擬簽訂之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如另附件。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 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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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
日期

10508
1051216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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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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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結案情
形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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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總務處
月上線。
電機學院：電機學院相關網站的建置，在數年前委由 研發處
專業人士(專職公司)設計，其維運及網站功能亦由專 國際處
人維護。就我們了解，Wordpress 軟體是為網頁平台 資訊中心
設計的專業軟體，提供數百個佈景主題可供網站設計 電資中心
人員選擇及使用，功能強大，並可建立為任何類型的 圖書館
網站。未來電機學院相關網站下次改版前，將請相關 人事室
理學院
設計人員參考及評估使用 Wordpress 軟體。
執行狀況

資訊學院：學院網頁目前請廠商進行改版重新設計，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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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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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院
頁軟體，且目前規劃並建置行動版網頁以支援行動裝 客家學院
置瀏覽，預計 106 年 2 月底完成行動版網頁。未來也 光電學院
科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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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半導
體學院
獨立而完整的客製化內容管理系統，符合多螢幕的

圖書館
秘書室
人事室
主計室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環安中心

responsive 需求，同時版型以 card 的形式呈現，以 已結案
求符合人社院人文與科技整合的方向。遠較
秘書室
wordpress 的方案為佳。
生科學院：目前的 template 與 wordoress 相距甚遠， 主計室
生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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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中心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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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
頁軟體，經評估將規劃設置「行動版 RWD 網站調整」
，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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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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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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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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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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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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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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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校區環校道路增設減速墊
地點

設置前

設置後

網球場旁
路段
(往 D 棚)

舊羽球
場、網球場
旁路段
(往 D 棚)

校園往 B 棚
路路(土木
結構實驗
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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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以 個別學校辦理 之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高等教育司所訂定之新南向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共有七項子
計畫，分為個別學校得提出申請者及以聯盟或跨校整合方式辦理者。為執行以個別學校
辦理事項，特訂定本原則。
二、 學校申請條件及原則：
(一) 補助學校特定國家拓點招生開班行銷費用:
1.將南向國家依 104 學年度學生來臺就讀人數由多至少分為以下三大區塊:
A 區包含馬來西亞、印尼、越南，B 區包含緬甸、新加坡學、菲律賓、印度及泰國，
C 區包含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孟加拉、汶萊、寮國、柬埔寨、不丹。
2.學校規劃赴東協及南亞國家得規劃向本部申請經費，並須就下列事項加以規劃說明:
(1)應先提供過去 3 年之實施成果，與未來 3 年之預期績效。
(2)應規劃建立外籍學生之輔導機制，協助解決其生活問題，使其儘早適應校園生活。
(3)應提供外籍生適當的華語課程，以協助外籍生順利於求學及融入臺灣生活環境。
(4)規劃外籍生參與學校多元文化交流活動，另每週進行適宜時數之母國語言交換學
習活動，以促進多元交流。
3.補助學校赴東協及南亞拓點及招生作業
(1)補助學校赴東協及南亞拓點行銷:
學校針對各區(B 區、C 區)國別，依各校規畫之招生重點國別提出申請，每校至多
申請 3 國。
(2)補助招生事宜作業:
學校針對各區(A 區、B 區、C 區)國別，依各校規畫提出申請。
4.補助學校在臺開設各種專班:
(1)高階人才專班:
A.由學校提申請計畫，每校至多提出 2 班。
B. A 區:高階人才專班每班招收至少 20 人，需有各國政府官員、學校行政主管(含
高中職教師)、或企業中高階主管人員於每班人數三分之一以上，採跨領域
別或議題導向、專題研習之短期研習方式進行(上課至少 4 週以上)，提供
東協南亞等南向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C. B 區及 C 區:
高階人才專班每班招收至少 20 人，採跨領域別或議題導向、專題研習之短期研
習方式進行(上課至少 4 週以上)，提供東協南亞等南向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高級專
業人才。
(2)學校開辦先修班及合作式雙聯專班:
A.應先提供未來 3 年之預期績效，及應規劃建立外籍學生之輔導機制，協助解決其
生活問題，使其儘早適應校園生活。
B.辦理學士級別之先修班及合作式雙聯專班，每班招收至少 20 人。辦理碩士及博士
級別之先修班及合作式雙聯專班，每班招收至少 10 人。
C.A 區以辦理碩士或博士級別之先修班及合作式雙聯專班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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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國內舉辦夏日學校之申請原則:
1.學校依國別提出申請，每校至多申請 8 場。
2.若參加對象涉及師資培育相關系所，則應結合本部相關資源規劃相關活動或課程。
(三)於「商管及社會科學」
、
「工程」
、
「醫藥」
、
「農業」
、
「教育及人文」等領域，補助見習
或實習計畫:
學校依領域別提出申請，每校至多申請 30 人，每領域至多 15 人。
三、 計畫補助經費及原則
(一)補助學校特定國家拓點招生開班行銷費用
1.補助學校赴東協及南亞拓點及招生費用:
(1)學校拓點行銷費用:
A. B 區每校補助上限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
B. C 區每校補助上限為 150 萬。
(2)補助招生事宜作業費用:
每校以上一學年度(9 月註冊)實際註冊東協南亞國家新生人數核算給予招生事宜作
業費；且學校應以總補助經費之 10%作為配合款。
A. A 區:
以上一學年度(9 月註冊)實際註冊之 A 區國家博士新生人數達 20 人，以每位博
士學生約 2 萬元核算，補助招生作業費用。
B. B 區:
以上一學年度(9 月註冊)實際註冊之 B 區國家新生人數達 20 人，以每位學生約 3
萬元核算，補助招生作業費用。
C. C 區:
以上一學年度(9 月註冊)實際註冊之 C 區國家新生人數達 5 人以上，以每位學生
約 4 萬元核算，補助招生作業費用。
2.補助學校在臺開設各種專班:
(1)高階人才專班費用:
每班招收至少 20 人，1 班補助上限 50 萬元。
(2)先修班及學士、碩士或博士合作式雙聯專班費用:每班補助上限 50 萬。每校補助
上限為 2 班，預計補助 60 班。
(二)在國內舉辦夏日學校:
1.每場補助上限 30 萬，預計補助 80 場。
2.本部依國別審核，每校至多補助 5 場。
3.考量國別平衡發展，每國補助案件以不超過 10 場次為原則。
(三)於「商管及社會科學」、「工程」、「醫藥」、「農業」、「教育及人文」等領域，補助見
習或實習計畫:
1.領域見習或實習:
(1)補助每位學生上限 5 萬元，一年預計補助 500 人。
(2)本部依領域別審核，共分 5 個領域，每領域補助以不超過 120 人為原則。
(3)每校補助以不超過 25 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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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住民二代培力計畫: 補助符合條件之每名學生 10 萬元為上限，106 年預計補助 10
名，爾後年度適度增加名額。
四、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原則:
(一)補助經費係供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並建立完善配套機制，學校得基於全校整體性
考量，外聘教師擔任講座及補強整修配合改善教學環境所需之硬體，並依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編列相關費用。
(二)學校依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來臺時，其支給基準得依行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作業要點等核支；其報酬已包括酬金及生活費者，不得另外支付演講費、諮詢費、
審查費、顧問費及生活費等費用。
(三)因應本計畫聘用專、兼任研究人員、行政助理及教學（研究）助理等編制外專案計
畫工作人員之待遇，依下列規定辦理：
1.專任人員：依學校自行訂定之標準核支。
2.兼任人員：得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核支；超出本部
補助經費編列基準者，應由學校自籌款勻支。
3.各計畫所增聘專任研究人員、助理之人事費用應包括勞、健保費、勞退基金（或離
職儲金）。
4.學生擔任本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校兼任助理學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辦理。學習型助理支給之獎助學金，或僱傭型助理支
給之薪資、勞健保及勞退基金（離職儲金費用）等經費，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四)出國師生所需國外差旅費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編列報支，各出國計
畫應由學校自行從嚴審核。學校推動計畫中有編列於招生時所提供入學之獎助學
金，應由學校配合款勻支。
(五)本計畫經費除另有規定外，採分年分期撥付方式，本部每年依預算額度及學校經費
執行進度，分三期撥付當年度補助經費；必要時，本部得調整撥付期程、延期或停
止撥付。
(六)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
1.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本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訓
練講習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辦理。
2.使用本部補助經費購買之財產應納入財產管理系統，並應貼妥「○○年度○○○○○○○○
計畫經費補助」字樣之標籤，圖書期刊等得以蓋印戳章代替。財產之使用年限及報
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3.前揭計畫由各獲補助校負責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作業。
(七)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要點辦理，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部
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計畫如有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本部，實施校務基金之
學校亦同。
五、獲補助經費之學校應於年度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填具成果報告表併同成果及自評報告
提報本部考核。本部得視各校辦理情形，委請學校規劃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分享執行
成果並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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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 以聯盟或跨校整合方式 辦理計畫申請及經費
使用原則
四、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高等教育司所訂定之新南向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共有七項子
計畫，分為個別學校得提出申請者及以聯盟或跨校整合方式辦理者。為執行以聯盟或跨
校整合方式辦理事項，特訂定本原則。
二、計畫申請條件及原則：
(一) 設立學術型領域聯盟組織:
1.領域分別為:商管及社會科學、工程、醫藥、農業、教育及人文等，各由 1 所曾獲「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學校擔任行政窗口學校，並應邀集合適之學校(約 2-4 校)共
組聯盟，且提出申請計畫。
2.各學術領域聯盟應並設立跨校之決策機制，並於計畫申請時，須就擬推動事項、審議
補助案及經費配置由聯盟內學校共同決定。:
(二)設立東協及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1. 欲擔任行政窗口之學校應邀集合適之學校(約 2-4 校)共同參與，並提出申請計畫。
2.各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應並設立跨校之決策機制，並於計畫申請時，就擬推
動事項、審議補助案及經費配置由中心內學校共同決定。
3. 國內師生田野調查及研究計畫:
(1)以補助個人為單位之田野調查及研究計畫模式，個人之研究計畫須由學校先行自
我評估重要性並由學校統一提出。
(2)每校申請人數以不超過 40 人為原則，每校申請每國選送人數以不超過 15 人為原
則。
三、計畫補助經費及原則
(一) 設立學術型領域聯盟組織:
1 各項領域聯盟以每年補助 500 萬為上限，作為該聯盟辦理研討會及相關學術活動之行
政作業費用。
2.學術領域研究合作案:一案補助以 20 萬元為上限，一年以補助 30 案為上限(每個領域
約 6 案)。
3.選送我國師生赴南向國家進行學術領域之研究、研修與講學:師生每人一年補助以 50
萬為上限，學術領域共補助教師約 15 人及學生約 15 人。
4.南向國家教研人員(含博士生、博士後)來臺進行研究合作: 每人一年補助以 50 萬為上
限，5 個學術領域共補助教師 10 人為上限。
(二)設立東協及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1.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整體費用:補助各國別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500
至 800 萬，依各國別之拓點困難程度調整經費配置。
2.補助我國師生田野調查及研究計畫:
(1)補助 1 人 12 萬為上限，出國研究時間需達 3 個月以上，每人以補助 1 次為限。總
計補助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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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部依國別審核，每國以不超過 50 人為原則。每校補助不超過 20 人為原則。
(三)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東南亞語課程方案:
1.每門課補助以 50 萬為上限。
2.本案補助對象為各主辦學校，並由其負責結報作業。
(四) 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成方案:
1.每班依招生人數(20 人或 30 人)，補助金額為 125 萬至 175 萬。
2.本案補助對象為各主辦學校，並由其負責結報作業。
四、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原則:
(一)經費不得用於下列情形：
1.新聘編制內師資。
2.新建校舍建築。
(二)學校依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來臺時，其支給基準得依行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
業要點等核支；其報酬已包括酬金及生活費者，不得另外支付演講費、諮詢費、審查
費、顧問費及生活費等費用。
(三)因應本計畫聘用專、兼任研究人員、行政助理及教學（研究）助理等編制外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之待遇，依下列規定辦理：
1.專任人員：依學校自行訂定之標準核支。
2.兼任人員：得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核支；超出本部補
助經費編列基準者，應由學校自籌款勻支。
3.各計畫所增聘專任研究人員、助理之人事費用應包括勞、健保費、勞退基金（或離職
儲金）。
4.學生擔任本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校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辦理。學習型助理支給之獎助學金，或僱傭型助理支給之薪
資、勞健保及勞退基金（離職儲金費用）等經費，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四)出國師生所需國外差旅費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編列報支，各出國計畫應
由學校自行從嚴審核。學校推動計畫中有編列於招生時所提供入學之獎助學金，應由學
校配合款勻支。
(五)本計畫經費除另有規定外，採分年分期撥付方式，本部每年依預算額度及學校經費執行進
度，分三期撥付當年度補助經費；必要時，本部得調整撥付期程、延期或停止撥付。
(六)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
1.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本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訓練講
習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辦理。
2.使用本部補助經費購買之財產應納入財產管理系統，並應貼妥「○○年度○○○○○○○○計畫
經費補助」字樣之標籤，圖書期刊等得以蓋印戳章代替。財產之使用年限及報廢應依相
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3.各學術型領域聯盟組織由各領域之行政窗口學校負責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作業。
4.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由各國別之行政窗口負責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作業。
5.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東南亞語課程方案考量實際執行情形，由各主政學校負責經費請撥、
支用，及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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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成方案考量實際執行情形，由各主政學校負責經費請撥、支用，
及結報作業。
(七)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要點辦理，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計畫如有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本部，實施校務基金之學校
亦同。
五、獲補助經費之學校應於年度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填具成果報告表併同成果及自評報告提
報本部考核。本部得視各校辦理情形，委請學校規劃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分享執行成果並
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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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各校學期中開閉館時間分析
學校

星期一~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時段

時數(H)

時段

時數(H)

時段

時數(H)

交大
(目前)

8:00-22:30

14.5

8:00-17:00

9

8:00-22:30

14.5

交大
(自 4/1 起)

8:00-22:30

14.5

9:00-17:00

8

9:00-17:00

8

清大
(2/13 以前)

8:00-22:00

14

9:00-18:00

9

9:00-22:00

13

清大
8:00-22:00
(自 2/13 起)

14

10:00-18:00

8

10:00-18:00

8

師大
(2/20 以前)

8:00-22:00

14

9:00-19:00

10

9:00-19:00

10

師大
8:00-22:00
(自 2/20 起)

14

9:20-17:00

7.5

9:20-17:00

7.5

台大
(2/20 以前)

8:00-21:00

13

8:00-22:30

14.5

8:00-17:00

9

台大
8:00-21:00
(自 2/20 起)

13

8:00-17:00

9

8:00-17: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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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
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
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
品及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
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
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
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
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
館，作為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
上者，得為校園景觀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
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
運動場地或校園道路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
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
一者，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

第三條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
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
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
品及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
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
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
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
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
館，作為留念。

1.增列第三條第五款
｢捐贈財物達新台幣
五百萬元以上者，得
為校園景觀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
位置。｣等文字。
2.原條文第三條第五
款，變更款次為第六
款並刪除｢或校園景
觀｣等文字。
3.原條文第三款第六
款至第十一款依序變
更款次為第七款至第
十二款。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或
校園景觀命名，並將芳名鑄刻
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
運動場地或校園道路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
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
一者，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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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
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
繕空間由捐贈人命名，並將芳
繕空間由捐贈人命名，並將芳
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
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
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
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
價範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
價範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
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十、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
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
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
理。
理。
十一、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
十、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
室、校級會議室、運動場
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
地、校園道路 及館舍之命
園道路 及館舍之命名時限
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施行
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
細則另訂之。
訂之。
十二、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 十一、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
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
行政會議決議。

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
行政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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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修正草案）
96.4.18
100.11.4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9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人士、團體、公司及行號，
特訂定本辦法。
本校接受之捐贈，包括興建館舍、館舍之重大修繕、購置各種設施、設立講座、有
價證券、獎學金、金錢或其他資產（含各種權利）。
非以現金或約當現金捐贈本校者，其價值應經公正客觀之鑑價。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品及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動
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動
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免費使用運
動設施，於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館，作為
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者，得為校園景觀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
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命名，並將芳名鑄刻
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運動場地或校園道
路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得為該館舍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繕空間由捐贈人命名，
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價範圍表供
捐贈者參考選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十、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十一、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園道路 及館舍之命
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訂之。
十二、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政會議決議。
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文化獎章頒給辦法」
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本校應定期將所有捐贈者芳名，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出版刊物之捐贈者芳名錄內或捐
助之相關建築物牆或柱面，並定期公佈用途。捐贈者並得匿名。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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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賢齊館』新建工程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四條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
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凡捐贈者皆致贈本校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
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
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
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
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
館，作為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賢齊館」實驗室
或電梯間命名，並將芳名鑄刻
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賢齊館」研究中
心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
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伍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賢齊館」國際會
議廳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
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
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
一者，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
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
增列第四條第五款｢
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或電梯間｣等文字。
一、凡捐贈者皆致贈本校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
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
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
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
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
館，作為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賢齊館」實驗室
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
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賢齊館」研究中
心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
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伍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賢齊館」國際會
議廳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
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
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
一者，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
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
28

理。
十、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
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
政會議決議。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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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賢齊館」新建工程捐贈回饋致謝辦法（修正草案）
101.8.31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訂定。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人士、團體、公司及行號，
捐贈本校「賢齊館」新建工程特訂定本辦法。
本校「賢齊館」新建工程接受之捐贈，包括興建館舍及購置設施。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凡捐贈者皆致贈本校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動
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動
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免費使用運
動設施，於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館，作為
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者，得為「賢齊館」實驗室或電梯間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仟萬元以上者，得為「賢齊館」研究中心命名，並將芳名
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伍仟萬元以上者，得為「賢齊館」國際會議廳命名，並將芳
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得為該館舍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十、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政會議決議。
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文化獎章頒給辦法」
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本校應定期將所有捐贈者芳名，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出版刊物之捐贈者芳名錄內或捐
助之相關建築物牆或柱面，並定期公佈用途。捐贈者並得匿名。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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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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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卓越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獎助學金核給期限及金 第三條 獎助學金核給期限及金 一、獎助期限由入學後一或兩年
額：
額：
修改為三年。
本獎助學金金額為每人每月三 本獎助學金金額為每人每月三 二、校提供金額由每名每月一萬
萬元，核給期限為入學後三年 萬元，核給期限為入學後一或
元修改為每名每月二萬元。
，依各學院獲分配之獎額，由 二年，依各學院獲分配之獎額 三、剩餘一萬元獎學金由院系配
學校提供博士生新生每名每月 ，由學校提供博士生新生每名
合款支給修改為由老師提供
二萬元獎學金，餘一萬元由老 每月一萬元獎學金，餘由院系
補足。
師提供補足。
配合款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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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卓越博士生入學獎助學金辦法
102年5月31日101學年度第3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3月24日105學年度第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本校為鼓勵優秀及具有研究潛力學生就讀博士班，特訂定本辦法。
獎勵對象：
當學年度經本校博士班甄試、考試或申請進入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就讀、或
逕修讀博士學位，成績優良及具有研究潛力之一般研究生。
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本獎助學金：
一、 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以在職生身分報考、外國學生申請或經大學校院
招收大陸地區學生聯合招生管道入學者。
二、 錄取當學年度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第三條 獎助學金核給期限及金額：
本獎助學金金額為每人每月三萬元，核給期限為入學後三年，依各學院獲分配之獎
額，由學校提供博士生新生每名每月二萬元獎學金，餘一萬元由老師提供補足。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受獎資格，自次月起終止本獎助學金，且
不再恢復：
一、 休學、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
二、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第五條 本獎助學金得視經費編列及籌措情形調整額度或停止本辦法之實施。
第六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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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6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總務長
出席：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太副學務長代理)、楊黎熙委員(莊伊琪代理)、郭自強委員、
吳皊誼委員、陳明仁委員、黃衍貴委員、郭家豪委員、藍弘岳委員、高智飛委員、
宗仕傑委員、黃孝宏委員、管延城委員、黃振瑋委員、張逸群委員(李安德代理)
左

帥委員

請假：鄭舜仁委員、王傑智委員、陳永昇委員、楊子儀委員、蔣淑貞委員、謝建文委員、
林建中委員、陳建仰委員
列席：黃福田、李彥頫
記錄：溫淑芬
壹、報告事項(略)

貳、案由討論
案由一：「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修正案，請審議。(駐警隊提)
說

明：
一、依 105 年 5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案由四決議事項辦理。
二、擬增訂「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全文，詳附件四。(P.7-12)

決

議：照案通過，擬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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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一、為有效管理國立交通大學 一、為有效管理國立交通大學 未修正
(以下簡稱本校)各校區
(以下簡稱本校)各校區
內之汽機車停放，特依
內之汽機車停放，特依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
輛管理辦法」有關條文之
輛管理辦法」有關條文之
規定訂定本收費要點。
規定訂定本收費要點。
二、所有進入本校校區之汽機 二、所有進入本校校區之汽機 未修正
車，必須持有下列任一識
車，必須持有下列任一識
別證，方得停放於本校指
別證，方得停放於本校指
定區內，各類別識別證如
定區內，各類別識別證如
下：
下：
(一)汽車識別證
(一)汽車識別證
1.本校教職員工汽車停
1.本校教職員工汽車停
車識別證。
車識別證。
2.本校教職員工計次汽
2.本校教職員工計次汽
車停車識別證。
車停車識別證。
3.本校長時汽車停車識
3.本校長時汽車停車識
別證。
別證。
4.本校在職專班汽車停
4.本校在職專班汽車停
車識別證。
車識別證。
5.本校學生計次汽車停
5.本校學生計次汽車停
車停車識別證。
車停車識別證。
6.本校校友計次汽車停
6.本校校友計次汽車停
車識別證。
車識別證。
7.本校臨時汽車停車識
7.本校臨時汽車停車識
別證。
別證。
8.本校優惠計次汽車停
8.本校優惠計次汽車停
車識別證。
車識別證。
9.本校貴賓計次汽車停
9.本校貴賓計次汽車停
車識別證。
車識別證。
10.本校貴賓汽車停車識
10.本校貴賓汽車停車識
別證。
別證。
(二)機車識別證
(二)機車識別證
1.本校教職員工機車識
1.本校教職員工機車識
別證。
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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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2.本校學生機車識別證。
2.本校學生機車識別證。
3.本校長時機車識別證。
3.本校長時機車識別證。
4.本校臨時機車識別證。
4.本校臨時機車識別證。
三、申請下列本校發行之各 三、申請下列本校發行之各 未修正

種識別證時，除須符合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
輛管理辦法」規定之資格
外，另須繳交下列之停車
規費。
(一)教職員工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第
一張規費每年一千八百
元正；第二張起每張三千
六百元。每位教職員以申
請二張為限，如要申請第
三張者請個案提出說
明。研究助理或計劃助理
汽車停車證限申請一張。
(二)教職員工計次汽車停車
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
則。申請證工本費一百
元；收費時段方式為每天
二個時段；分別為七時至
二十四時、二十四時至七
時，每一時段以三十元計
算。所繳工本費概不退
費。
(三)長時汽車停車識別證以
一年一換為原則。規費每
年四千五百元。本校學生
停車識別證規費比照教
職員工。
(四)學生計次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
請證工本費一百元；收費
時段方式每天二個時
段；分別為七時至二十四
時、二十四時至七時，每
一時段以三十元計算。所

種識別證時，除須符合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
輛管理辦法」規定之資格
外，另須繳交下列之停車
規費。
(一)教職員工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第
一張規費每年一千八百
元正；第二張起每張三千
六百元。每位教職員以申
請二張為限，如要申請第
三張者請個案提出說
明。研究助理或計劃助理
汽車停車證限申請一張。
(二)教職員工計次汽車停車
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
則。申請證工本費一百
元；收費時段方式為每天
二個時段；分別為七時至
二十四時、二十四時至七
時，每一時段以三十元計
算。所繳工本費概不退
費。
(三)長時汽車停車識別證以
一年一換為原則。規費每
年四千五百元。本校學生
停車識別證規費比照教
職員工。
(四)學生計次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
請證工本費一百元；收費
時段方式每天二個時
段；分別為七時至二十四
時、二十四時至七時，每
一時段以三十元計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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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修

正
規
定
繳工本費概不退費。
(五)在職專班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規
費每年二千元正。其使用
方式如下說明：
1.週一至週五每日十六
時至二十四時、週六及
週日為免收費時段。
2.其餘時段比照學生計
次停車證方式收費。
(六)校友計次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
請證工本費一百元。其收
費辦法比照學生計次停
車識別證。所繳工本費概
不退費。
(七)臨時汽車停車識別證由
校警於校門口逐日發
放，計時收費。收費標準
為半小時內免費，超過半
小時不足一小時以三十
元計，爾後以每半小時十
五元計；以此類推計費。
(八)優惠計次汽車停車識別
證由校內單位、場地外借
單位及施工廠商等依需
求預先購買，每張三十
元。
(九)機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
一換為原則。申請證工本
費壹佰元；每人限申請一
張。所繳工本費概不退
費。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繳工本費概不退費。
(五)在職專班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規
費每年二千元正。其使用
方式如下說明：
1.週一至週五每日十六
時至二十四時、週六及
週日為免收費時段。
2.其餘時段比照學生計
次停車證方式收費。
(六)校友計次汽車停車識別
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
請證工本費一百元。其收
費辦法比照學生計次停
車識別證。所繳工本費概
不退費。
(七)臨時汽車停車識別證由
校警於校門口逐日發
放，計時收費。收費標準
為半小時內免費，超過半
小時不足一小時以三十
元計，爾後以每半小時十
五元計；以此類推計費。
(八)優惠計次汽車停車識別
證由校內單位、場地外借
單位及施工廠商等依需
求預先購買，每張三十
元。
(九)機車停車識別證以
一年一換為原則。申請證
工本費壹佰元；每人限申
請一張。所繳工本費概不
退費。
四、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本 四、領有身心障礙識別證之 為避免此免費機制遭濫用，明
確規定需持有效期限內之證
校教職員工生及臨時入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臨時
件才可享有免收停車費。
校之車輛，憑有效期限內
入校之車輛，憑相關證明
之相關證明文件免收停
文件免收停車費。
車費。
五、各單位承辦之研討會、 五、各單位承辦之研討會、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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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大型活動或推廣教育培
大型活動或推廣教育培
訓班之校外人員車輛採
訓班之校外人員車輛採
計次收費，或由承辦單位
計次收費，或由承辦單位
統一計次繳交。
統一計次繳交。
六、領有有效執業登記證之計 無
1.本點新增。
程車載乘本校教職員工
2.依 105 年 5 月 25 日 104 學
生於入、離校時出示相關
年度第 3 次交管會案由四
證件後得免收停車費。
決議辦理。
3.新增訂條文以明確規範計
程車出入校園之收費方式。
七、下列特殊車輛經校警放行 六、下列特殊車輛經校警放行 點次變更。
後，得不必繳費而停放於
後，得不必繳費而停放於
本校校區內，但其工作完
本校校區內，但其工作完
成時，必須馬上離校：救
成時，必須馬上離校：救
護車、消防車、憲警車、
護車、消防車、憲警車、
郵務車、電信公務車、電
郵務車、電信公務車、電
力工程車、送報車及垃圾
力工程車、送報車及垃圾
車。
車。
八、依本要點所繳之停車規 七、依本要點所繳之停車規 點次變更。
費，除應納入校務基金統
費，除應納入校務基金統
籌運用外，悉數作為改善
籌運用外，悉數作為改善
本校交通及停車管理各
本校交通及停車管理各
種措施之用。
種措施之用。
九、本要點經本校校園交通管 八、本要點經本校校園交通管 點次變更。
理委員會提請本校行政
理委員會提請本校行政
會議議決後施行之，修正
會議議決後施行之，修正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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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修正草案)
83 年 5 月 11 日(82)第 4 次校務會議訂定
84 年 4 月 26 日(84)第 20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5 年 6 月 19 日(85)第 20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8 年 5 月 14 日(87)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 年 5 月 24 日(90)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2 年 4 月 18 日(91)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4 年 5 月 27 日(93)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6 月 22 日(95)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7 月 3 日(97)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12 月 4 日(98)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1 月 15 日(104)第 1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有效管理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各校區內之汽機車停放，特依「國立交通大學
校園車輛管理辦法」有關條文之規定訂定本收費要點。
二、所有進入本校校區之汽機車，必須持有下列任一識別證，方得停放於本校指定區內，各
類別識別證如下：
(一)汽車識別證
1.本校教職員工汽車停車識別證。
2.本校教職員工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
3.本校長時汽車停車識別證。
4.本校在職專班汽車停車識別證。
5.本校學生計次汽車停車停車識別證。
6.本校校友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
7.本校臨時汽車停車識別證。
8.本校優惠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
9.本校貴賓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
10.本校貴賓汽車停車識別證。
(二)機車識別證
1.本校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
2.本校學生機車識別證。
3.本校長時機車識別證。
4.本校臨時機車識別證。
三、申請下列本校發行之各種識別證時，除須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規定
之資格外，另須繳交下列之停車規費。
(一)教職員工汽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第一張規費每年一千八百元正；第二
張起每張三千六百元。每位教職員以申請二張為限，如要申請第三張者請個案提出說
明。研究助理或計劃助理汽車停車證限申請一張。
(二)教職員工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請證工本費一百元；收費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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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每天二個時段；分別為七時至二十四時、二十四時至七時，每一時段以三十元
計算。所繳工本費概不退費。
(三)長時汽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規費每年四千五百元。本校學生停車識別
證規費比照教職員工。
(四)學生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請證工本費一百元；收費時段方式
為每天二個時段；分別為七時至二十四時、二十四時至七時，每一時段以三十元計算。
所繳工本費概不退費。
(五)在職專班汽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規費每年二千元正。其使用方式如下
說明：
1.週一至週五每日十六時至二十四時、週六及週日為免收費時段。
2.其餘時段比照學生計次停車證方式收費。
(六)校友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請證工本費一百元。其收費辦法比
照學生計次停車識別證。所繳工本費概不退費。
(七)臨時汽車停車識別證由校警於校門口逐日發放，計時收費。收費標準為半小時內免
費，超過半小時不足一小時以三十元計，爾後以每半小時十五元計；以此類推計費。
(八)優惠計次汽車停車識別證由校內單位、場地外借單位及施工廠商等依需求預先購
買，每張三十元。
(九)機車停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請證工本費壹佰元；每人限申請一張。所繳
工本費概不退費。
四、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及臨時入校之車輛，憑有效期限內之相關證明文件
免收停車費。
五、各單位承辦之研討會、大型活動或推廣教育培訓班之校外人員車輛採計次收費，或由承
辦單位統一計次繳交。
六、領有有效執業登記證之計程車載乘本校教職員工生於入、離校時出示相關證件後得免收
停車費。
七、下列特殊車輛經校警放行後，得不必繳費而停放於本校校區內，但其工作完成時，必須
馬上離校：救護車、消防車、憲警車、郵務車、電信公務車、電力工程車、送報車及垃
圾車。
八、依本要點所繳之停車規費，除應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外，悉數作為改善本校交通及停
車管理各種措施之用。
九、本要點經本校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提請本校行政會議議決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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