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行政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十月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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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隆、張仲儒(張翼代)、彭德保、劉增豐(林鵬

代)、張豐志、吳重雨(林進燈代)、周英雄、黎漢林、楊維邦、毛仁淡、陳耀宗、許淑

芳、陳永順(楊淨棻代) 

列席：張漢卿、陳泰谷 

記錄：劉相誼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9 月 18 日 92 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校長原裁示： 

1.客家學院 1.5 億建築經費由教育部及客委會編列預算。 

2.光電大樓兩億建築經費，分兩期，第一期一億經費由 

田家炳基金贊助 5,000 萬, 

管理學院分 5年攤還 2,500 萬 

校務基金支應 2,500 萬 

經向教育部積極爭取之後，教育部告知本校最近 3 年內已得到教育部補助全國大學 11 棟

中的 2棟，由於近 2年教育部補助大學新建物以 5 棟為極限，故今年本校能獲得客家學

院之經費補助已非易事，況論再爭取光電大樓。爰擬重新調整光電大樓之建築規模，為

總經費 8,000 萬元之建築，其中 2,500 萬由校務基金支應，2,500 萬由管理學院 EMBA 分

5 年支付，另 3,000 萬由光電所自行募款支付。(以上光電大樓之調整方案已獲光電所所

務會議全數通過) 

而客家學院 1.5 億的建築規模中，將包括管理學院 EMBA 所佔客家學院三分之一空間在

內，特向教育部及客委會爭取全數補助。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教務處報告 

(一)教育部日前核定本校 93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其重要內容包

含： 

1.同意調整新設「光電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學士班」、「顯

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同意新設「人文社會學系學士班」、「傳播與科技學系

學士班」，同意電子物理學系學士班分兩組招生：「電子物理組」「光電與奈米

科學組」。 

2.核定招生總量 3842 人：大學部 1194 人，碩士班 1659 人，博士班 447 人，在職專

班 542 人。 

3.大學部招生名額經 92/9/29 召集各學院院長商議後，再經各學院協調各學系調整

(暫以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不計入甄選入學 30%方式呈報)報部。 



(二)教育部教育部函知許淵國立法委員要求填報最近 5年研究所招生報考與錄取狀況、

91 學年度研究所師資與論文指導概況，且需於 10/7(週二)前 e-mail 至教育部。

前者由招生組填報，後者擬請各系所填報後交招生組彙整後報部。  

四、總務處報告 

(一)館舍增建工程 

工五館、電資大樓及材料實驗室等館舍增建工程己於九月卅日完工，正要辦理驗收

中，另工三館預計十月底完工。 

(二)NDL 旁機車道工程 

NDL 新建工程基地東側本校永久性機車道己施工完成，九月廿二日第一次會勘，十

月一日複驗，預計十月二日下午一時開始通行。 

(三)函請交通部電信總局請其同意撥用房舍乙案 

本校己於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正式函文交通部電信總局請其同意撥用郵電共管之台

北市忠孝西路一一八號郵電大樓權屬該局部份（即第三、四、五層樓及一樓停車

場）。本案經與承辦科長聯繫表示：公文已收到，將全力協助本校辦理撥用事宜。 

(四)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餐飲管理委員會 

九十二年九月卅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餐飲管理委員會，會議重要事項提本次行政

會議討論案備查。 

(五)浩然圖書館地下室設置「品飲休息區」案 

得標廠商「奇美咖啡」正進行裝修，預計十月十七日開幕。 

(六)十月二日下午二時廿分至下午三點多，刑警隊來校會同本校駐警隊楊隊長及隊上二

位同仁等，調查有關本校人事室前依學校反恐緊急會議結論於九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函報新竹市警察局關於同仁遭恐嚇危及生命安全之案情。 

(七)九十二年七月份公文稽催數量統計表詳附件甲。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修正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九條條文案，請 備查。（人事室提） 

說明：(一)本案第八條修正內容係依據研發處召開之「研究工程師辦法建立與推動討

論」會議紀錄辦理；第九條、及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之條文

係因應國科會修訂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

用注意事項」第十條、第十一條條文修正，增列國科會計畫助理應簽訂契

約、應提撥離職儲金之規定。 

(二)本案業經本（九十二）學年第一次職員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依

據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本辦法由職員評審委員會訂定，

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檢附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一份。(如附件一) 

決議：1.原則上通過。 

2.將來通過之後，請研發處針對國科會相關計畫編列情形，以知會各系、所老師

於提計劃編列時應注意事項。 

3.請研發處、會計室提出離職儲金之調撥方案。 

二、案由：電工系吳錦川教授擬申請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繼續借調

至「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新公司同意回饋金為每月三萬元，一年為三十

六萬元整一案，請審議。 



材料系馮明憲教授擬申請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材

料系、工學院教評會通過繼續借調期間至九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繼續借調至亞

太科技開發公司，借調期間回饋金，依照本校借調辦法規定一案，請審議。（人

事室提） 

說明：(一)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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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依「政府機關暨公民營事業機構科技人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關之科技人員借調民營事業機構服

務者，應予留職停薪，並以非主管人員為原則；其有必要借調主管人員時，

其借調（含續借）期間超過六個月者，應先調任非主管後再行外借。其借調

期間，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留職停薪期間以二年為限，必要時

得延長一年）規定辦理。 

(三)吳錦川教授與馮明憲教授初次借調期間為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已借調一年。此次繼續借調案，二位教授均經系、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惟馮明憲教授借調案經材料系、工學院教評會同意繼續借調期限為

一年，至九十三年。 

決議：1.通過吳錦川教授借調案。 

2.通過馮明憲教授借調一年至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教師借調以逐年簽請同意

為原則。 

三、案由：有關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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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九月卅日本處於中正堂二樓會議室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餐飲管理委

員會。 

(二)本次會議重要事項摘錄如下： 

1.主席報告：校長指示學校教職員生不得向在校營業的廠商作募款之活動。 

2.業務單位報告： 

(1)本校摩斯漢堡己於 9月 4 開始試賣，惟直立式招牌遭本校部份人士非

議，廠商稱將於 12 月初拆除。 

(2)本校圖書館地下一樓附設「品飲咖啡區」己於 8月 6 日完成招商，由

奇咖有限公司得標，預計 10/17 開始營業。 

(3)二餐地下室是餐廳環境死角，目前堆積甚多雜物，勤務組將於近日發

公告請各單位認領並自行搬移，屆時將視同廢棄物處理。 

(4)己告知校內餐廳，無須負擔合約以外之捐款。 

(一)討論案結論： 

1.修正本校餐飲管理委員會組織規則部份條文 

條文  原條文內容  修正條文內容  

第三條第二款  當然委員（二人），由事務組組

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之。  

當然委員（二人），由勤務組組

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之。  

第三條第四款  設執行祕書及幹書各一人，分由事

務組組長及事務組餐飲承辦人兼任

之，負責工作協調及會議召開等事

宜。  

設執行祕書及幹書各一人，分由勤

務組組長及勤務組餐飲承辦人兼任

之，負責工作協調及會議召開等事

宜。  



2.各廠商於新訂合約時改為 2 月(寒假)不收管理費， 7、8、9(暑假)三個月管理費

減半收取。 

3.第一餐廳原已自行調漲自助餐售價，由每百公克 12 元調高至 13 元，決議：不予

同意，並請廠商敘明理由報核。另因其自行漲價部份違反契約第 10 條、第 28 條

之規定，罰違約金 4,000 元。 

4.女二舍中餐廳營業時間由原早上 6 時至晚上 12 時，改為週一至週五每日早上 7時

至晚上 9 時，週六及國定假日每日早上 7時至晚上 7時。 

5.經營二餐三樓教職員餐廳之廚師（為本校工友）要求水、電、瓦斯仍以八折收

取，惟決議仍以全額收取不打折。 

6.經營二餐三樓教職員餐廳之廚師要求其未使用之場地，請學校回收且管理費減半

收取，惟決議：若有收回未使用部份，同意管理費減半。勤務組須另規劃使用方

案。（會後與鍾師父聯繫，為維持教師專用餐飲區，學校暫不收回） 

7.二餐三樓教職員餐廳並未與學校簽訂合約，合約起算與終止日期不明，故新的收

費標準(含水、電、瓦斯及寒、暑假之管理費收取方式)自本次會議後起適用。 

8.第一餐廳擬推出網路訂購餐點服務，提出申請安裝網路事宜，決議：不反對，惟

須經計網中心同意，安裝網路成本須於由餐廳自行負擔，IP 是否收費應先徵計網

中心意見。 

辦法：會議結論擬請同意備查。 

決議：通過。 

四、案由：擬更名公共事務委員會並成立公共事務室為本校組織編制之單位，請討論。(秘書

室提) 

說明：(一)本校公共事務委員會經 91.1.4.九十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其組織章

程，今擬更名為公共事務室之修正後組織章程討論。 

(二)口頭說明。 

決議：請參酌以下諸項建議： 

1.請明確界定公共事務室是為本校一級或二級單位。 

2.是否需要報部核定。 

3.在校友聯繫上的功能與秘書室業務之關係。 

4.人員編制情況。 

5.請執行長與會說明。 

五、案由：建議院級技術員兼辦環安業務辦法，請討論。（環安委員會提） 

說明：本案係 92 年 9月 22 日環安委員會議，依副校長所作決議產生的提案，以提交行

政會議討論。  

1.目前各學院、系、所因無編制的環安人員，所有環安工作，皆由技術員兼任，

因環安業務日益繁雜，致環安工作在推動、執行方面，倍感不易。 

2.本校實驗研究先進的領域，發展快速、風險日高，相對實驗室教師與研究生，

承受日趨升高之意外風險，對環安管理需求，日益迫切。 

3.目前有列管實驗場所之主要學院為：電資學院、工學院、理學院、生科學院。

建議這四個學院，先辦理院部兼任環安業務技術員，並給技術加給的誘因，以

鼓勵其推動全學院的環安工作。 

4.有關領取技術加給之環安人員，須先完成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並取得工

安衛專業技術證照。 



5.安衛技術加給，依校內技術員技術加給規定核發。安衛技術加給分甲級與乙

級，甲級為具有國內工安甲級技術士或安衛管理師資格，乙級為具有工安乙級

技術士或安衛管理員資格。 

決議：1.通過。 

2.請各院參酌辦理未來任用具有環安專長的技術員，現階段鼓勵以現有技術員兼

辦環安業務並參與受訓考試以取得環安相關証照。 

3.請環安中心針對現有技術加給辦法作統一編制以鼓勵技術員兼辦意願。 

4.請將圖書館環安工作亦納入宣導訓練。 

五、案由：擬辦理新進教師、職員、及工友，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宜，請討論。（環安

中心提） 

說明：1.依安衛法令規定，新進人員皆須接受安衛教育訓練。 

2.新進教職員工，有需要接受法令規定的基本教育訓練課程，以了解工作場所或

實驗室潛在之風險，做好安衛管理工作，以防範事故於未然。 

3.本項教育訓練，擬納入人事室新進教師、職員、研究人員及相關計劃約聘助

理、學生助理的報到流程中。 

4.本案如通過，安衛教育訓練事宜，由環安中心負責規劃辦理。 

決議：1.通過。 

2.新進教師請依規定納入其他訓練課程一併辦理，請教務處統籌。 

3.大學部新生訓練依系所性質請學務處通知各系所參與個別訓練，並請環安中心

聯繫講習訓練相關事宜。 

六、案由：擬請調整 93 學年度大學部招生名額。(教務處提) 

說明：1.如前述報告內容。 

2.教育部承辦單位通知，本校仍未符合規定。 

決議：1.通過。調整後大學部招生名額如附件二。 

2.另有關僑生與系招生名額之協調，教務處再規劃。 

  

丙、臨時動議 

電資院林進燈副院長報告：十月初與光電所賴暎杰所長電話聯繫知其正努力與田家炳基

金會溝通。若光電大樓之總建築規模可達到 1.5 億，則該基金會亦可同意捐贈原來之

5000 萬元。煩請主秘向校長報告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