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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次次次次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浩然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蔡副校長代) 
出席：陳龍英、蔡文祥、林振德、裘性天、郭建民、張仲儒、彭德保、張豐志、吳重雨、

劉增豐(李安謙代)、林代院長振德(戴曉霞代)、楊維邦、毛仁淡、陳耀宗、王主

任(顧淑貞代)、黃靜華 

列席：楊永良、莊仁輝、高文芳、陳泰谷、李重泰               
記錄：劉相誼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總務處報告 

1.工程六館新建工程 

土木建築工程將於近日完工。水電工程廠商己於 93 年 6 月 7 日申報完工，俟監造

單位整體查驗後，擇期辦理初驗。 

2.南大門新建工程 

廠商現正針對初驗缺失項目積極改善中。 

3.西區聯絡橋及引道工程 

本工程人行道青斗石舖面作業己完成，現正進行週邊收尾、清理作業，整體工程將

於近日完工。 

4.機車 D 棚立體化改善工程 

本工程 93 年 6 月 4 日經本校複驗合格，廠商現正申請使用執照中。 

5.第三招待所辦理進度 

本校於 93 年 6 月 4 日審定核備「第三招待所細部設計圖說」，營繕組亦於 93 年 6

月 10 正式函請建築師據以儘速辦理後續請照、詳細設計圖及工程預算等作業，俾

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作業。 

6.環保大樓新建工程 

本工程己於本年 6 月中旬取得綠建築標章，預計本週可取得建照執照，營繕組將於

下週召開相關會議。 

7.浩然圖書館三樓英語廣場增建工程 

93 年 6 月 15 日營繕組邀集設計單位及使用單位等召開細部設計協調會以確認使用

單位需求。 

8.新學年度汽、機車識別證已自 6 月 16 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駐警隊自 6 月 16 日起已開始受理申請新學年度之汽、機車識別證；汽車識別證每

張 1500 元、機車識別證每張 100 元。原 92 學年度汽、機車識別證自 93 年 7 月 1

日起作廢。 

9.有關九十三年五月份電子表單使用率月統計表，共有 78 個單位上網使用，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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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07 件。較四月份使用單位增加 7 個單位，另數量上增加 83 件。請大家踴躍上網

使用本系統。 

四、秘書室報告 

(一)本校將於 6/29（二）進行 ISO 9001:2000 第四次續評，請各單位配合作業。 

(二)ISO 9001:2000 管理審查檢討內容項目 

1.ISO 9001:2000 內部稽核結果報告 

本校於 6/2~3 兩天進行 ISO 9001:2000 內部品質管理系統續評前之內部稽

核，接受稽核的單位有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圖書館、

計網中心、會計室、人事室等九個單位，稽核項目（即各單位之程序書及作

業規範）共 445 項。僅 2 項口頭建議，無不符合報告。 

2.客戶（指服務對象）回饋 

3.流程績效和服務符合性（即各單位品質目標執行狀況） 

目前各單位皆訂有品質目標，依據品質目標執行表之執行方法進行，於預定

日期完成，並定期修正目標值。其品質目標值均放置於秘書室 ISO 網頁上。  

4.預防和矯正措施的狀況 

1)若本校於 ISO 執行期間有重大異常發生時，應提出矯正預防措施。 

2)已請各單位依目標值達成狀況修訂品質目標。若各單位在執行資料收集、

資料分析過程中，有預防措施需提出時，應依據「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書」

提出預防措施，並填寫『矯正及預防措施單』。  

5.上一次管理審查的追蹤狀況 

上次管審會議無須追蹤之事項。 

6.影響品質管理系統的改變 

本校以行政單位為驗證範圍，均以 ISO 9001:2000 之要求建構品質管理系

統，目前並無任何影響品質管理系統之改變，若未來欲將各系所納入驗證範

圍，再提出變更。 

7.任何改善的提出 

 

五、人事室報告 

九十三年職工暑假彈性上班案。 

說明： 

1.依「國立交通大學寒暑假期間職工上班時間及彈性休假處理原則」第一條：「本

校每年寒暑假期程自期末考後開始至註冊前止。農曆春假較行政機關提前及延

後一天放假。實際日期由人事室依當年度行事曆另行通知。」。 

2.本（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學期考試結束，

九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一）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上課、註冊。 

3.本年擬訂定職工自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八日止（星期三）為暑假期間，

九月九日（星期四）起恢復正常上、下班時間。另因本校九十三學年度行事曆，

訂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為彈性放假一日，本校九十三年暑假彈性休假日數配

合修正為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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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暑假彈性休假日數，依例曾任職工年資未滿三個月者，不予彈性休假；滿三個

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給予彈性休假一日；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九個月者給予二

日；滿九個月以上未滿一 年者給予三日；滿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給予五日；滿

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給予十日；滿三年以上者給予十四日。（年資計至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約用人員其年資自到校之日起算。） 

附帶決議：建議退休人員退休前之休假採全年比例原則來辦理。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選派優秀大學部學生出國進修辦法」，(如附件一)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1.為讓更多學生能參與申請，且申請期間能繼續保持優異成績，同時考量辦

法敘述更為周密，故建議修正本辦法。 

          2.本辦法業經 93.06.09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二、案由：擬訂定本校「學術研究獎」獎勵辦法(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明： 

    1.為激勵本校教師與研究人員致力於學術研究、追求學術卓越，提昇國際 

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2.擬合併本校「教師研究獎勵辦法」成為一套獎勵辦法。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相關辦法如附件二。 

 

三、案由︰本校「傑出人士榮譽酬金支給原則」，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明︰1.相關辦法詳參「國立交通大學傑出人士榮譽酬金支給原則」及「國立交通 

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2.本案若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是否待教育部「高等教育宏觀計畫」通過，正 

式執行之。 

3.支給原則經上週行政會議審議後修改如附，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相關辦法如附件三。 

 

四、案由：有關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餐飲管理委員會相關事宜，請討論。(總務處

勤務組提) 

說明：(一)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本處於中正堂二樓會議室召開本學年度第三次餐飲 

管理委員會。 

(二)本次會議重要事項摘錄如下： 

<一>業務單位報告： 

1.二餐二樓水果部於 93 年 3 月 18 日招標完成，4 月 19 日開始試賣，5 

月 1 日正式營業。 

2.為改善環境，配合環保大樓新建，二餐地下室由營繕組整修後暫借



 4 

土木系使用。 

3.暫停二餐三樓餐廳收回另行招商案，正研擬校營管理辦法。 

<二>討論案結論： 

1、 第一餐廳為反應營運成本，申請自助餐漲價乙案（由目前 100 公

克 12 元調漲至 13 元）。決議：同意漲價；但需於新約中明訂

有半年觀察期。 

2、 第一餐廳要求退還 92 年 8 月以後之管理費乙案。決議：依合約

規定為準。 

3、 廠商申請十二舍地下室第三餐廳停止經營乙案。決議：事涉無法 

完成合法使用變更，十二舍地下室第三餐廳應收回並停止營業；

惟由勤務組另覓適當場地，並與學聯會討論合宜替代方案。 

4、 第一餐聽要求返還 92 年度房屋稅乙案。決議：房屋稅屬契約與 

法律事項，委員會無裁量權，不必討論。 

5、 素食部申請增加販賣冰品類及養生花茶等營業項目乙案。決議： 

      通過。 

6、 學校外包廠商瓦斯費已多年未調漲，目前每度所收之費用為 10            

元，但中國石油公司目前天燃氣費用每度收取 12.78 元（價格原

為 11.21 元，5 月份調漲為 12.78 元），擬調漲為 13 元，以符合

成本乙案。決議：同意，在新約中明訂，並以訂約當時主管機關

收費標準取整數收取。 

7、 摩斯漢堡因未直接與學校簽約，故未收垃圾處理費，但摩斯每日

所產生之垃圾量頗可觀，擬自即日起收取垃圾處理費壹仟伍佰元

整乙案。決議：同意，惟應自新約日期（93.08.01）起收取。 

8、 第一餐廳、第二餐廳一樓小吃部、第二餐廳二樓快餐麵食部、第

三餐廳及女二舍一樓全家便利商店於 93 年 7 月 31 日到期，是否

續約乙案。決議：餐飲衛生督導總評鑑分數第一餐廳 68.8 分、第

二餐廳一樓小吃部 65.36 分、第二餐廳二樓快餐麵食部 67.81 分

及女二舍一樓全家便利商店 61.72 分，依國立交通大學外包廠商

績效評鑑辦法，評鑑定成績在 60 分以上但未達 70 分之廠商，給

予續約一年。第三餐廳因收回並停止營業，故無續約問題。 

9、 根據國立交通大學餐飲管理委員會組織規則第二條第四款規

定：委託代辦餐廳廠商之招標、評審及合約（含續約）之簽訂。

招商作業權責及學生代表參與招商席次問題乙案。決議：招商作

業權責，會後由勤務組向學聯會解釋。招商遴選委員以七人為原

則，經表決同意學生席次增加為三席者七票，同意學生席次增加

為兩席者三票，故決議學生席次應佔三席。 

10、摩斯漢堡（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本校營業場地（女

二舍 B 棟一樓），至今尚未完成竣工查驗及變更使用執照程序乙

案。決議：請廠商於契約到期日 93 年 7 月 31 日前正式答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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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修訂外包廠商契約書第三十六條 因營業用發生而增加之任何稅

負，概由乙方(廠商)負責案，改為” 因營業用而增加或產生之任

何稅負(含房屋稅)或罰款，概由乙方（廠商）負責乙案。決議：

同意，依律師意見修訂為” 因營業用而增加或產生之任何稅負

(含房屋稅)或罰款，概由乙方（廠商）負責。” 

12、如何更加有效的監督餐廳？決議：由學聯會、營養師及勤務組草

擬更好的監督辦法，提下次餐飲管理委員會討論。為落實衛生稽

查工作，由勤務組以餐廳管理費用代學聯會聘用衛生稽查人員 1-2

名。 

辦法：會議結論擬請同意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另附帶決議： 

      請針對餐廳的遴選方式之程序，例如委託代辦餐廳廠商之招標、評審及合約 

之簽訂等事宜，送請行政會議研討。 

 

五、案由：通識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請討論。(秘書室提)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相關規程詳附件四。 

 

六、案由：體育室新增訂之組織辦法，請討論。(體育室提) 

說明：1.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五次行政會議(93.5.21)通過體育室下設三組，九十

二學年度第二次法規委員會議(93.5.31)決議如下： 

建議暫以任務編組來作實質設組。並附帶決議兩事項： 

(1)體育室新增訂之組織辦法送請行政會議討論。 

(2)經費請簽呈校長由學校管理費支付。 

          2.本案前經簽奉，同意依修正組織規程程序提相關會議辦理詳參 

          3.檢附職掌分組表及體育室新增訂之組織辦法(93.5.28 室務會議通過)供 

參。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相關規則詳附件五。 

 

七、案由：教育部擬自九十三年九月五日起二年繼續借調本校土木系黃世昌副教授擔任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主任職務一案，請  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 

1.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一點規定，教師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

配合公務至國內其他機關任職，且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或配合科技發展、國家

重大建設借調至國內公民營事業機構服務經核准者，得辦理借調留職停薪。」 

2.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三點規定：「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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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

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查黃教授前次借調時間為九十一年九

月五日至九十三年九月四日，此次繼續借調時間二年，尚符合上開規定。 

3.本案業提土木系、工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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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八、案由：電工系吳錦川教授申請自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繼續借調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案，請  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 

1.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一點規定，教師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

配合公務至國內其他機關任職，且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或配合科技發展、國家

重大建設借調至國內公民營事業機構服務經核准者，得辦理借調留職停薪。」 

2.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三點規定：「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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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

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查吳教授前次借調時間分別為九十一年

八月至九十二年七月及九十二年八月至九十三年七月共計二年，此次繼續借調時

間一年，尚符合上開規定。 

3.本案業提電工系、電資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惟借調回饋金依現行辦法施行之。        

附帶決議：請人事室協助清查以往借調回饋金之收取情形，交由會計室列管，請相關系、 

所協助追蹤。並請人事室研擬日後借調案之簽請程序是否加註回饋金之規定 

以統一辦理。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散會：1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