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八月四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俊彥 

出席：祁 甡、魏哲和、蔡文祥(劉松田代)、林振德(于秉信代)、張新立、許千樹(林大衛

代)、沈文仁、林松山、劉增豐、韓復華、陳其南、彭松村、謝續平、陳永順、許淑

芳、楊維邦、李錫堅 

列席：白敏瑩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前次會議記錄。(秘書室) 

三、「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行細則公布施行後，需配合辦理事項(請參閱附件甲)。(人事

室) 註：有關工友部分，請總務處另訂辦法。 

四、重大工程進度概況(總務處) 

(一)西南區大門：業於 7/18 召開細部計畫簡報會議，並依合約規定，撥付百分之三十

服務費用予皓宇公司。 

(二)西區整地及維生系統工程：第二次上網公告於 7/31 截止收件，僅中華顧問一家送

件，預計 8/9 辦理評選。 

(三)九龍宿舍新建規劃：已提供報教育部之相關構想書案例予劉育東教授參考。 

(四)廢污水廠新建工程： 

1.曝氣池 2/2 池牆及中間水池頂板紮筋組模。 

2.本案進度至 8/2 止，總進度[11.42%（土木）+1.2%（水電）]＝12.62%，落後

11.24﹪。 

3.落後主因：鋼筋工不足。 

4.8/2 由總務處召開廠商、設計與監造顧問公司協調會，協調排解施工爭議，並

督促加緊施工作業。 

(五)節能計畫： 

1.光復校區女廁低水箱二段式沖水設備已全面汰換完成。 

2.光復校區女廁高水箱二段式沖水設備於 7/31 日施工，預計 8/12 完工。 

3.二舍浴室加裝手提式蓮蓬頭預定 8/7 施工。 

4.研一舍、四舍省電燈具已更換完成，訂於 8/4 驗收。 

(六)工六館先期規劃： 

1.影響本工程進行之樹木之位置，已委請事務組辦理遷移。 

2.本工程初步設計圖已改妥，陳核中。 

(七)光復二期、博愛電力監控系統：本案已於 7/25 完成正式驗收，正簽核中。 

(八)北大門景觀及右側邊坡擋土牆：本案進度落後，已預定於 8/11 邀廠商召開本案之

進度協調會。 



(九)綜合球館新建工程： 

1.「規劃設計報告書」已於 7/31 陳報教育部。 

2.鑽探部分於 7/31 完成發包，得標廠商：聯合興鑽探有限公司（同工六館鑽探

承包商）。 

五、管理學院 89 年 8月 2日院行政主管會議相關決議： 

(一)89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全院各系所一致比照理學院之收費標準。 

(二)有關推動管理學院提升與再造，原擬由本院各學分班結餘款提撥 50%建立基金，經

本院各系所主管討論：考慮(1)經費來源爭議性(2)補助項目受限於各項規定(3)

申請案件審核上的困難及公平性，暫不考慮成立。但支持院方推動全院發展規劃

等相關活動，由各系所贊助 20 萬元，共計 140 萬元(管科系 20 萬元、經管所 20

萬元、工管系 20 萬元、運管及交研共 20 萬元、資管所 20 萬元、科管所 20 萬

元、科法所 20 萬元)移入院管理費，由院統籌運用。 

(三)為研擬管理學院發展規劃之重要議題，並配合校方截止日期(規劃書須於 8月 30 日

前送綜教組)，預訂 89 年 8月 24、25 日(兩天一夜)於校外舉行「管理學院發展

規劃研討會」。時程、地點確定後，將邀請校長、副校長、四長及相關人員蒞臨

指導。 

六、本校九十年度預算額度編列說明： 

(一)教育部高教司於 89 年 47 月 13 日通知初步核定補助經費為 13 億 741 萬 3 千元，各

項書表須於 7月 17 日以前送達教育部，由於核定補助額度較本校原編概算數 15

億 7,169 萬 5 千元及第二次籌編會議 14 億 7,069 萬 5 千元，分別減少 2億 6,428

萬 2 千元，1億 6,328 萬 2 千元，經提 7月 14 日行政會議討論，依決議事項修

編，7月 14 日下班前，校長指示：不依核定額度編送，而依較高額度(88 年下及

89 年度/1.4596+新增班經費)，於 7月 17 日編送。 

(二)之後，教育部高教司於 89 年 7月 26 日通知調增補助經費 4,094 萬 7 千元，總計核

定補助經費 13 億 4,836 萬元(詳附件)，修正後之書表應於 7月 28 日中午以前送

達教育部。 

(三)本室相關同仁連夜趕辦，並報告祈副校長，李主任秘書建議其中 2 十萬元增列設備

費，其餘 2,094 萬 7 千元增列維護費，因教育部會計處科長一再要求應速依額度

編送，經魏副校長同意後於 7 月 28 日下班時寄送。 

(四)有關 7月 14 日下午及 15 日接獲概算審核意見，未及於當日行政會議報告並討論，

其核定之詳細內容摘敘如次： 

1.本校原決議編列工六館建築經費，教育部以未經營繕小組審核通過，悉數減

列。 

2.機車 3 輛依共同編列標準核列 15 萬元，減列 1萬 5千元。 

3.減列機械設備及什項設備 50 萬元及 3,141 萬 2 千元。 

4.會費減列 11 萬 5 千元。 

核定加班費 487 萬 2 千元、國內旅費 456 萬 3 千元、國外旅費 912 萬 2 千元、公

共關係費 84 萬 6千元、建教合作費用 9億 2,496 萬元、推廣教育費用 7,754 萬

元，並調高建教合作收入為 9 億 5,687 萬 1 千元(約調 3.5%)、推廣育收入 8,141

萬 7 千元(約調 5%)、利息收入 4,645 萬 7 千元(約調 10.6%)。其中旅費核列數僅

約為本校原編數的 50%，而調高建教合作收入等項目，依本校運作情形而言，將

虛增收入，致使收支表必須編列有剩餘。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校員額如何有效運用﹐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明：(一)為達人力精簡﹐以調整人力支援新增系所教師員額﹐本室前曾擬提相關措施

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請各單位參考。 

(二)另為使本校已顯短絀之員額有效運用﹐奉示提以下方案﹐討論通過後據以

實施： 

1.工友遇缺不補﹐缺額請總務處爭取轉為技術人員。 

2.職員缺額轉為教師員額。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擬聘本校土木系黃玉霖副教授擔任該會主任秘書職務，

以研究並處理兩案事務(該會來函請參閱本案附件)，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明：(一)本案經土木系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系教評會暨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工學院教

評會委員通訊投票表決後，同意黃玉霖副教授自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起至

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借調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擔任主任秘書一

職 。 

(二)依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一條規定：「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

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查本案係屬初次借調，尚符合前述借調

期限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三、案由：擬訂定「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草案）」，請討論。

（研發處提） 

說明：(一)依 88 學年度第 24 次行政會議決定該原則之訂定，先成立小組研議。 

(二)該小組於本年 7月 21 日開會決議如本案附件。 

(三)本案通過後，教育部未核定之副主管、組長、主任、顧問工作費按此原則

支給。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一。 

四、案由：對於新單位成立時，擬請指定單位專責公告全校週知，請討論。（總務處） 

說明：本校每有新單位成立時，常發生校內訊息無法獲悉的困擾，常向總務處之文書組

反映。但文書組雖負傳遞公文之責，但很多是處於被動的情況，承辦單位指定

給哪個單位，文書組就發給那個單位，因此擬請指定單位在新單位成立時，能

統一向全校公告新單位之成立，並請此新單位向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申請新單位

代號以利文書組之公文管理系統及會計室之會計管理系統使用。 

決議：請新設單位向計網中心申請新代號，並由秘書室公告週知。 

五、案由：擬推出光復校區校園環境認養計劃，以喚起全校師生、同仁響應本處校園淨化活

動，請討論。（總務處） 

說明：(一)本案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經總務處處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認養計劃書供參。  

(三)行政會議通過後擬發通知至全校各單位。 

決議：請有意願之單位向總務處登記，認養範圍由各單位自行認定。 

丙、其他議決事項 

暑假期間進行之各項修繕工程，其完工時限宜自開學日往前推算，儘量避免影響開學後

之課業及活動。 

  

附件一 



國立交國立交國立交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 

(教育部未核定之副主管、組長、主任、顧問工作費支給原則) 

八十九年八月四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職  稱  單          位  資  格  及  每  月  工  作  費  經 費 來 源  備註 

副主管  四處、圖書館、計中  教授兼 1萬 6仟元（副教授以上）  
       1 萬 4仟元（助理教授）  
職員兼 1萬零 5佰元  

學校行政管理費付     

副主管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同上  自付     

兼任組長  四處、圖書館、計中  職員兼 8職等 6仟元  
      9 職等 7仟 5佰元  
教師兼 7仟 9佰元  

學校行政管理費付  以行政會議通過之任務編組組

長，且教育部人事費不能支付者

為限。  

兼任組長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職員兼 8職等 6仟元  
      9 職等 7仟 5佰元  

自付  以行政會議通過之任務編組組

長，且教育部人事費不能支付者

為限。  
副主管  院、系  

（含實習工廠主任）  
8 仟至 1萬 6仟元（副教授以上）  
6 仟至 1萬 4仟元（助理教授）  

自付  （不含獨立所，並且學系須為雙

班；院至多二名）  

主  任  研究中心（屬研究總中心者） 主任工作費不得超過一級主管加給  
一年所領工作費不得超過當年該中心管理費的20%  

自付     

顧  問     5 仟至 8仟元  自付  以簽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