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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三三三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三三三三次次次次擴大行政會議擴大行政會議擴大行政會議擴大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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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陳龍英、馮品佳、廖威彰、郭建民(呂昆明代)、林一平、彭德保、張豐志、吳重 

雨、劉增豐(李安謙代)、黎漢林、戴曉霞、孫春在、毛仁淡(楊裕雄代)、陳耀宗 

(蔡文能代)、王棣(顧淑貞代)、黃靜華、林進燈(吳重雨代)、李鎮宜(請假)、楊 

谷洋(陳永平代)、唐震寰、張明峰(請假)、莊仁輝(曾文貴代)、潘犀靈、賴暎杰、 

林大衛、莊紹勳、莊祚敏、黃遠東、朱仲夏、蔡孟傑(請假)、李耀坤、盧鴻興、 

孟心飛、虞孝成(洪志洋代)、丁承(請假)、李經遠、許巧鶯、唐麗英、陳安斌、 

洪志洋、劉尚志(請假)、李昭勝、何信瑩、楊裕雄、李安謙、方永壽、張良正(請 

假)、白曛綾(請假)、方永壽、張翼(請假)、戴曉霞、郭良文、劉育東(請假)、

辛幸純、蔡今中(請假)、朱元鴻、楊永良(請假)、孫于智、 

列席：李垂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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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對新進教師的協助與補助措施，例如：處理住的問題、提供房屋津貼、減少教

學負擔、避免行政負擔等。另如研究經費的補助，希望能視個別情況與需求立

即作業。原則上，新進教師的直接申請經費不少於二十萬元，亦請各院、系、 

所的業務管理費能適時就近支援新進教師。 

2. 擴大行政會議舉辦的意義在於營造行政一體的校內管理效率，以提供具建設性 

及正面思考的建議以促進團隊合作。希望各位主管踴躍參與表達意見。 

3. 優良的校園環境與確實進展的工程進度將攸關全校師生員工福利與生活品質， 

針對各項亟待改進的校園措施：例如環校機車道積水、宿舍冷氣供電問題等， 

希望總務處能廣納意見並積極協調校內相關單位，立即改善以解決問題。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教務處報告 

「教育部重點領域公費留學考選」 

1.奉 校長指示，本校教務處將承辦「教育部重點領域公費留學考選」，由招生組負

責。 
2.教育部 9/17 研議菁英（產業人才）專案留學獎學金甄選第二次會議決議修正重點

如下： 
a. 有關本專案名稱修正為「教育部重點領域公費留學獎學金」 
b.本考選名額配合留學獎學金名額修正如下：留學獎學金名額修正為１８０名（原

計畫名額為１２０名）、教育部重點領域公費留學獎學金１００名（原計畫名額

為１５８名），合計為２８０名。 
c.本考選對象：界定為攻讀博士學位者。（原計畫為碩士學位） 
d.考選學門(教育部將再召開會議後確定 )：電機、資訊等相關領域及顧問室刻正

研議之目標導向領域，(包括：奈米科技、生物醫學、生物機電、生物資訊、仿

生工程、基礎科學（化學、數學、生物、地球科學、天文學）等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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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研商教育部重點領域公費留學考選學門會議」初步決議： 
a.考選學門(教育部將再召開會議後確定 ）：由規劃之 7 個學群增為 16 個學群（因

教育部強調培育全方位一般性人才，不特為產業界造才）。 
b.本考選對象以未取得入學許可之擬攻讀博士學位者為主。 

四、研發處報告 

1.1.1.1.學術交流基金會學術交流基金會學術交流基金會學術交流基金會『『『『2006 ~ 2007 2006 ~ 2007 2006 ~ 2007 2006 ~ 2007 學年度傅爾布萊特美國客座教授學年度傅爾布萊特美國客座教授學年度傅爾布萊特美國客座教授學年度傅爾布萊特美國客座教授』』』』即日起至十月即日起至十月即日起至十月即日起至十月

十五日止接受申請十五日止接受申請十五日止接受申請十五日止接受申請。。。。    

研發處學術交流組九月十六日已發通知至人文社會學院、管理學院等所屬系所及 

通識教育中心，並檢附申請說明書及辦法。請各院、系所有意願申請者可向助理 

查詢，並逕向該會索取申請表電子檔填妥後將計畫申請書於九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前 e-mail 寄至 pan@saec.edu.tw 學術交流基金會。另請提出申請的系所、學院， 

將申請表格影本乙份送至研發處學術交流組陳正芬小姐留存備檔。學術交流組分 

機：53239，E-Mail: corey@mail.nctu.edu.tw。 

若對於申請內容有疑問，請逕洽學術交流基金會交換中心潘小姐，專線電話：(02) 

2332-8188 EXT.112。 

2.2.2.2.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於九十三年九月二日於九十三年九月二日於九十三年九月二日於九十三年九月二日於於於於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Chalmers University of (Chalmers University of (Chalmers University of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TechnoTechnoTechnology)logy)logy)logy)成立交通大學歐洲辦事處成立交通大學歐洲辦事處成立交通大學歐洲辦事處成立交通大學歐洲辦事處（（（（NTCU EuropeNTCU EuropeNTCU EuropeNTCU Europe））））並舉辦第一屆雙邊學術研討並舉辦第一屆雙邊學術研討並舉辦第一屆雙邊學術研討並舉辦第一屆雙邊學術研討

會會會會。。。。    

張俊彥校長親率學校教授團一行共十人，赴瑞典主持辦事處成立典禮。交通大學歐 

洲辦事處的成立，為交大宣誓邁向國際化的重要指標工作，相信將來交大會在大學 

國際化、學術卓越化的潮流中成為台灣各大學的中流砥柱。 

交大教授訪問團並於九月二曰至九月三日舉辦第一屆雙邊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奈米 

科技與微波技術，共有八位交大教授參加，充份達到促進雙方實質交流的目的。此 

次 Workshop 研發處邀請林登松、黃遠東、張翼、邱俊誠、黃國華、徐文祥、郭浩 

中、孟慶宗八位相同研究領域之教授同行參與研究討論，期望透過此次交流能促成 

雙方國際合作交流計畫之進行。 

3.3.3.3.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9393939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 

國科會為培育獎勵青年菁英研究人員長期投入學術研究，於 90 年 7 月訂定實施「吳 

大猷先生紀念獎申請作業要點」，申請者須於申請國科會年度專題計畫時一併勾選申 

請，本校 93 年度勾選申請者共 12 人。 

申請者中本校電控系林源倍副教授榮獲國科會 93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國科會核

定文函附件已於 7 月底印送系所轉知獲獎人。獲獎者將由國科會頒發獎牌一面，另

於其主持之專題計畫核給每年 30 萬元研究經費。 

4.4.4.4.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9292929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 

大專學生參與專題計畫，依限繳交研究報告及其內容經評審成績優良且具創意者，國 

科會將頒發「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每一獲獎人發給獎金 1 萬元及獎狀乙紙，另其 

指導教授獲頒獎牌乙座以資鼓勵。此外，獲獎人三年內若進入研究所就讀並參與國科 

會專題計畫，可獲核至多 2 年每月 1 萬元之研究助學金。 

本校 92 年度參與評選者共 39 件，獲核 5 件，計有資工系-陳厚坤、電控系-陳建安、

電信系-紀佩綾、運管系-劉又禎及管科系-林孜蓉等同學獲獎，其指導教授分別為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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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峰、林錫寬、林育德、卓訓榮及陳一平等教師。國科會近日已函發獲獎學生獎金支

票及指導教授獎牌，已印送系所轉知至計畫業務組領取，國科會另將擇期頒發獲獎學

生獎狀。 

5.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國科會新修訂「「「「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 

國科會函送新修訂「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本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已印送文函附件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參辦。本年度辦理博士後研究人員赴 

國外研究遴選案自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受理。本年度博士生赴國外研究遴選 

案則已於 8 月底線上彙整傳送辦理申請，本校申請案共 20 件。94 年起，二項申請案 

合併作業，原作業要點均廢止，申請日期訂為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每年 11 

月 30 日前公告核定名單。 

6.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國科會 94 年度「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申請作業至 10 月 12 日 

(週二）止，文函附件及應辦事項已於 8 月 31 日印送相關系所轉知參辦，請申請單 

位依規定期限將申請資料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總務處報告 

1.本校各項工程進度概況（詳附件甲） 

2.有關校園交通管理近況報告 

日前有老師反映，自暑假開始校園內時而可見部份汽車隨意開至圖書館各教學大

樓門口任意停放、送貨卡車可以隨意穿越綠地等，另機車可以在校園內馬路、人

行道甚至人行專用區的磁磚廣場，疾駛加速通行乙案，本處說明如下： 

(1)事實上本校各館舍出入口均設置阻車柱並加以上鎖以防止車輛隨意進入，送

貨車輛若要通行須先向各單位或事務組借鑰匙，開鎖後方得以進入。目前狀

況是，部份送貨車輛送完貨後未將阻車柱放回，導致其它車輛可以任意進入。

未來本處將加強違規車輛取締及隨時注意阻車柱是否擺放妥當及上鎖。另亦

請各館舍協助轉告送貨廠商，請其遵守本校相關停車規定，勿任意停車，如

發現違規車輛時，請立即通知駐警隊前往取締。 

(2)機車禁止進入校園是學校既定政策，近來因環校機車道 NDL 路段每下雨即積

水，為改善此狀況，NDL 申請自 9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封閉該路段以利改善工

程進行。在路段封閉期間為便於學生通行，開放機車可由南、北大門進出，

但部份同學不遵守學校規定，致使機車在校園內到處亂竄、停放。期間駐警

隊、生輔組與學聯會曾多方勸導學生勿將機車停放於校內，但成效不彰。為

維護校園安全，駐警隊雖改採違規車輛直接拖吊，但拖吊的速度遠不及學生

違規的速度。 

環校機車道 NDL 路段已於 93 年 9 月 20 日中午 12 時開放通行，駐警隊已要求

南北大門警衛室嚴格執行禁止機車進入校園並持續拖吊違規停放的機車，另

亦會在新的南大門聯絡橋入口處設置圍籬鐵柵以阻止學生由該處進入校園。 

五、秘書室報告 

原於 89 年 3 月 31 日 88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通過秘書室設立「BOT 推動委 

員會」與 91 年 9 月 13 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總務處設立之「業務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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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辦理推動委員會」事務性質與功能相近。日後相關業務將由總務處下設之委員

會承辦處理。 

 

六、人事室報告 

為增進新進人員業務處理能力及熟知本校各項行政作業程序與法令規章，並考量目 

前校內各單位新增業務繁多，實有必要辦理新進人員業務研習，爰擬訂「本校九十 

三學年度新進人員業務研習計畫（草案」）（如附件乙），希望藉以幫助同仁了解並 

熟稔承辦各項業務之相關作業流程。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 

1.檢附「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如附件一。 

2.依教育部 93.07.22 台訓（三）字第 0930087101B 號函送 93.06.23 華總一義字第

09300117611 號令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第九條條文及 93.08.20

台訓（三）字第 0930104969 號函之規定，設置「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 

    3.原設置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依規裁撤，其相關規 

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決議：通過。原設置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性騷擾處理委員會」雖依規裁 

撤，但其功能未盡相同之部分將請主委協調採用權衡做法以因應過渡時期。 

 

二、案由：擬訂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暨指導費支給原則』請討論。（體育室提） 

說明： 

1.原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及指導費支給如下： 

（1）一般運動代表隊教練指導費比照講師鐘點費兩個鐘點計算，支給最多十個月

津貼。 

（2）梅竹賽項目運動代表隊教練指導費為比照講師鐘點費兩個鐘點計算外，於寒

暑價集訓期間，二月份及八、九月份加給以四個鐘點計算，全年依訓練狀況核

給最多十一個月津貼。 

（3）外聘兼任教練指導費每月支給一萬元、一萬二千元或一萬五千元三級，全年

最多核給十一個月。 

2.為能吸引優秀教練來校帶隊及績優教練能專心訓練工作，擬訂定本辦法如附件二。 

本辦法經 93 年 8 月 27 日 93 學年度第一次室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將先行通過試行，若有未盡事宜再作調整。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散會：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