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三十一次行政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各主管辦公室(本次採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e) 

主席：張校長 

出席：陳龍英、蔡文祥、林振德、裘性天、黃慶隆、張仲儒、黃玉霖、劉增豐(陳春盛代)、

張豐志、吳重雨、黃威(請假)、周英雄、黎漢林、楊維邦(張惠敏代)、毛仁淡、陳

耀宗、許淑芳、陳永順 

列席：沈香谷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教務處報告 

關於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評鑑事宜，校級評鑑日期訂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

日舉行，非常感謝各學院及時完成院評鑑報告，教務處已於日前將評鑑會議之資料，送

給各評鑑委員，資料內容包含會議通知單、會議程序表、校級評鑑建言表、學生及雇主

滿意度問卷調查分析報告、院評鑑報告及各院專班自評資料。評鑑程序進行將請各學院

院長針對院內專班之發展與願景做說明，並請各專班主任就 1、專班學生來源、程度及

背景 2、師資來源 3、開課共構狀況 4、碩士論文畢業水準之維持方式 5、畢業人數及修

業年限分佈圖等做十分鐘之簡報。希望專班之未來健全發展以及各項法規之訂定能藉由

本次評鑑予以全面檢討及改善，評鑑結果並建議做為未來專班招生員額調整及發展之依

據。 

四、學務處報告 

1.國立交通大學 91 學年度各學院畢業典禮概況如附表。 

2.畢聯會及學聯會於 6 月 20 日下午 3時至 9時於體育場及其附近，為畢業同學舉辦園

遊會、晚會等活動。 

3.預定於 6月 20 日畢業晚會後約晚上 9時及 21 日畢業典禮後約晚上 7時分別施放煙火

乙次。 

4.由教官編組六個小組（含司儀、頒獎服務同學），分別支援各院畢業典禮之工作準備

及舉行。 

5.為作好畢業典禮期間的防疫工作，於 6月 20 日及 21 日再行實施二日、每日二次的量

體溫工作。 

6.畢業典禮期間，衛保組於活動中心二樓健康中心設救護站，另學校各餐廳照常營業，

聯合服務中心於行政大樓前設服務站。 

  區分 
單位  日期  時間  場地  主持人  聯絡人  備考  



生物科  
技學院  6 月 20 日  下午  

2 時至 5時  
生科實驗館（博

愛）  院長  郭淑卿  
56937     

工學院  6 月 20 日  下午  
3 時至 5時  中正堂  院長  戰玲雲  

55251  各系自行辦理     

理學院  6 月 20 日  下午  
6 時至 8時  浩然圖書資訊廣場 院長  陳頌倫  

56004     

人文社  
會學院  6 月 21 日  下午  

1 時至 3時  
電資中心  

（國際會議廳）  院長  鄭宜芳  
31968     

管理學院 6 月 21 日  下午  
3 時至 5時  浩然圖書資訊廣場 院長  楊珍珍  

57002     

電資學院 6 月 21 日  下午  
5 時至 7時  浩然圖書資訊廣場 院長  呂沼燕  

54002     

五、總務處報告 

1.法華寺遷建案： 

本校於民國 90 年起即積極協調法華寺辦理遷建，法華寺已於苗栗縣境內另行覓地建

寺；法華寺已確定將於本（92）年底前完成搬遷，該筆土地本校將收回併入西區校

地整體規劃開發。 

2.文教會館 BOT 計畫： 

(1)為加強德鄰新村南側空地（目前暫供停車場使用）之有效利用，並避免該土地被

教育部、國有財產局接管使用，本校已積極推動文教會館 BOT 計畫。 

(2)本案已於 92.06.02 提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續將

修竣報告書並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教育部。 

六、研發處報告 

(一)91 年度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劃展延執行期限。 

說明：為因應 SARS 疫情對台灣國際學術交流造成之影響，教育部已核准，91 年

度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劃可在不影響原計劃目標及補助經費額度下，

就實際情形辦理變更或展延執行期限至 92 年 12 月底。 

(二)博士生出國發表論文申請案現況。 

說明：博士生出國發表論文申請案，截至六月上旬已受理 107 件。申請情形，工

學院：24，電資學院：60，管理學院：16，理學院：3，生科院：4，人

社院：0。 

其中 11 件待審，96 件完成審核；92 件通過審核，但取消或延期計 13

件(因 SARS 之衝擊 11 件)。 

已通過且確定成行之申請案計 79 件，核發金額約台幣三佰萬元(本年度

教育部分配總經費為六佰二十一萬元)。 

(三)92 年度本校大學部交換學生已完成鄰選及申請作業。 

說明：92 年度本校大學部交換學生已完成鄰選及申請作業，總計 12 人。其中瑞

典查爾默科技大學(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8 人，電控

(1)、電信(4)、機械(1)、管科(1)、應化(1)；澳洲國家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4 人，生科(2)、外文(2)。 

(四)研發處智權組承接矽導竹科研發中心籌設及育成公司建置工作，研擬未來可能與智

權技轉相輔相成之合作模式。 

說明：奉行政院矽導計畫推動指導委員會指示由交通大學成立『矽導竹科研發中

心』推動全球首座 SoC 設計服務示範專區之建置，科發基金支持一年所

需費用，一年後鼓勵與專業管理顧問公司合作或設立育成公司承接。 

矽導竹科研發中心雖為矽導計畫因時制宜之衍生工作，然其相關重點工

作(如: 智財匯集、智財交易、驗證服務、測試服務、培訓服務、研發



中心、育成中心及 Data Center 等) 如能順利與學校合作推動，應有助

於學校研發提升及智權技轉，因此，智權組承接矽導竹科研發中心籌設

及育成公司建置工作，研擬未來可能與智權技轉相輔相成之合作模式。 

因業務擴增，增設副組長一職，協助智權業務推動。 

(五)請配合辦理國科會「碩士論文獎」申請作業。 

說明：國科會於 89 學年訂定「碩士論文獎」申請辦法，以獎勵應屆獲得碩士學

位之論文水準優異研究生及鼓勵其繼續從事進階研究，本月下旬將再開

會討論小幅修訂，據知申請人資格及每 50 人得推薦 1人之規定仍不

變，約在本月底或七月初即可上網公告並函送修訂辦法通知辦理。 

本校歷來師生素質優異，國際論文發表數量豐碩，唯二年來碩士論文獎

獲獎率均偏低，部份因申請人並非優秀人選，部份因各學門評選方式與

論文研究重點方向、主題、創意、論文著作發表等有關，部份則與論文

審查委員觀點有關，各學術處並以申請人數分配評定名額，工程處 91

年度分配得 30 人名額。申請人之各項成績、口試委員等則為評選參考

資料，附國科會工程處之審查意見表備參。 

目前各系所學位論文口試均在相繼進行中，請各系所主管及教評會務必

從中留意，主動篩選論文本質條件符合，學業學位成績亦優者，鼓勵其

中有意在各校深造者，參與申請推薦，以提昇獲獎率，爭取校譽。 

(六)國防工業九十二年度研發成果展與九十三年度訓儲人員員額申請作業。 

說明︰ 

1.九十三年度訓儲人員員額申請部份 

(1)以教育部卓越計畫或學界科專計畫提出申請者，請將申請資料繳至電資中

心彙整。 

(2)各研究中心所提出之申請，請將申請資料繳至總研究中心彙整。 

(3)其他計畫提出申請者，請將申請資料繳至所屬各院彙整。 

(4)各彙整單位再彙整後繳至研發處。 

2.九十二年度研發成果實體展部份 

(1)電資中心負責教育部卓越計畫部份。 

(2)李利台揚網路研究中心負責相關計畫之研發成果展示。 

(3)研究總中心負責奈米中心(結合電機資訊學院、工學院及理學院(陳永富教

授)等領域)、光電中心之研發成果展示。 

(4)研發處負責各學院其他計畫之研發成果展示。 

(5)因國防部研擬開放大學院校申請碩士級員額及文法商科亦可申請，所以希

望管理學院及人社院也能參展。 

3.論文部分將由研發處通知 89、90 年度共二年之訓儲人員與計畫主持人，參加

研發成果與海報論文展。 

4.研發處擬定於 6月 20 日下午開協調會，對提出申請的資料作最後決議。 

七、秘書室報告 

1.「行政研討會建議推動事項列管表」第五次追蹤報告：文字陰影部分為新增進度報告

資料；仍有單位未提供最新資料，建請各單位配合提供最新辦理情形，使本列管表

可維持有效性。 

2.本校 ISO 9001:2000 第二次續評前之內部稽核仍預訂於 7/8、9(星期二、三)舉行，

請各單位配合相關稽核作業。 



八、計網中心報告 

請各單位注意管控、宣導勿透過 eDunkey 下載非法資訊 

說明：提供 eDunkey server 服務在全球各國未必違法，但透過 eDunkey 下載非法資

訊的人確定違法。為提高下載權限，下載者通常會提供資訊給他人，以交換較

高的下載權限。如此方式提供非法資訊會被認定嚴重違法。 

美國電影公司、唱片公司最近開始委託國外專業公司，以 eDunkey 使用者身

份，上網搜尋侵害委託人智財權之檔案，下載存證，收集到證據之後，透過教

育部電算中心發 Email 給交大計網中心，提醒該行為已經侵害委託人權益，

本校類似案件相關電腦已達二十件，但僅有一件發生在非宿網，與交大使用者

習慣不符。請全校各單位注意公用電腦管控，並轉知使用者國外查證方式。 

侵害智財權追訴期很長，民事賠償金每一件非法重製賠償金高達五百倍，請各

系、所、單位切勿讓使用者利用校方電腦，利用學校 IP 透過 eDunkey 提

供、下載非法資訊。 

國外委託單位有可能發出 Email 就滿足了！也有可能會在民事賠償追訴期內

提出訴訟，也有可能在年度 301 檢討時發佈資料。 

計網中心將於最近規劃說明會，邀請各系所代表當面說明。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提醒全校教授關注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授權。(研發處提) 

說明：依高教司解釋初步認定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學生所有，除了著作人(學生本人)

外，其他人(包括教授)依法不得使用其中文字內容。碩博士論文內所附之著作

權授權書係由教育部國家圖書館所提供，並由學生本人自行圈選是否同意授權

使用。 

為使教授們之研究得以延續發展，智權組特依國家圖書館所提供授權書範本修

改完成『國立交通大學博碩士論文授權書』(以下稱本授權書)，請討論。 

本授權書內容如獲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教授們未來需要使用學生論文內容作為

計畫報告或其他用途使用者，請務必要求學生依本授權書簽署同意授權，如有

爭議，智權組可提供相關服務。 

決議：請交由智權組與律師成立小組研究相關規定。但其具體做法，宜待建立教授與同

學正確智權觀念後，再予討論，亦請研發處與學務處及相關院所協助進行教育

智權觀念之工作。 

  

丙、臨時動議 

一、SARS 之防疫工作仍不可懈怠，除畢業典禮期間將加強各項相關防疫措施，本校量

溫措施將持續至六月底。而暑假期間仍須有具體機動性應變措施，以防疫情再

起。 

二、卓越計劃管理費之收取，請考量早日進行，以支援校內管理費不足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