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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9999444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7777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民國 95 年 3 月 17 日(五) 上午十時十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校長 

出  席：陳龍英副校長、黃威副校長(請假)、許千樹台聯大系統副校長(請假)、

彭德保主任祕書、馮品佳教務長、裘性天學務長、林健正總務長(呂昆明

組長代)、林一平研發長、陳耀宗主任、孫春在館長、李遠鵬院長、劉增

豐院長（方永壽副院長代）、謝漢萍院長、虞孝成代理院長、毛仁淡院長

(蕭富仁教授代)、戴曉霞院長、林進燈院長(陳榮傑副院長代)、莊英章

院長、游伯龍主任委員(蔡熊山主任代)、王棣主任(魏駿吉組長代)、黃

靜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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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尖大學改革計畫，請各單位針對建議改進之處，重新提具計畫。其他方

面例如: 

(1)各學院針對基礎課程須加強規劃。 

(2)大一大二不分系以強化其基礎科學基礎。 

(3)朝一院一系多所為規劃方向。 

(4)以院為中心架構，統籌教學資源及課程規劃，將預算規劃制度化，以

達有效運用效率。例如員額及課程由院來規劃等。 

2. 新大學法精神在於破除院系藩籬，加強規劃教授教學或研發專長，多聘任

具各項學術專長的教授及學者，而不受限於 3 級 3 審的師資聘任制度，以

提昇師生領域視野與強化卓越腳步。例如東京大學每位教授 1.5hrs 的

teaching load 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請教務長研擬相關辦法。亦可由院

長或校長提聘新老師至校教評會。 

3. 我們希望對於學校新進教師，在 3 年內能全力激發其研發能量，因此減少

不必要行政工作使其更專注，另在授課鐘點上，可由各院依據不同情況，

建立相關辦法在授課及教學 loading 的協調上，必要時送行政會議通過。

以全力協助新進教授在交大的發展。 

4. 請各院長提供學生獲獎資料公告週知，藉以鼓勵學生參賽爭取榮譽。 

5. 往後學校有重大慶典或招生活動，請事先於網路上公布訊息及詳細交通示

意圖，以供欲前來學校之來賓及學生查詢。另在南、北大門均設立大型學

校全圖，重要校內路口亦放上學校全圖以供對照，標示宜明顯並清楚指示

方向。希望藉由這些活動也能傳遞交大清新良好的形象。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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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處報告 

(一)95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筆試於 3/11、3/12 兩天舉行，感謝全校相關

單位協助，試務大致順利。惟試畢考生離校車流狀況仍有改善空間(2500 人

試畢車流消化超過 1 小時)，未來將再協調駐警隊研究：再提昇大學路口義交

疏導效率、試畢開放舊南大門(事前要清除校外違規停車)、舊南大門與管二

館間維持雙向行車、提供考生南方疏散資訊等改善方案，相關經驗亦可提供

校慶與畢業典禮參考。 

(二)4/7-4/9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各學系辦理甄試(4/8 校慶)，各學系已積極準備相

關宣傳與試務，在校園環境方面，建請例如工四館的施工圍籬等能加上溫馨

的改道指引與警示標誌，將有助於提昇學校整體服務形象並確保工地附近安

全。為了讓考生與家長對本校有更好的印象，擬請同意比照往年案例給考生

憑甄試通知當日免費停車之方便。 

(三)教育部 3/10 函知有關 96 學年度「國立大學配合國家重大政策領域請增師資

員額」申請案，已影本分送相關學院酌參，申請件要在 4/30 以前報部(希望

各學院在 4/20 前提出)。今年改為單純申請員額，跟增設系所脫勾。領域包

含海洋 10 名，藝術、設計與文化創意產業、數位內容 10 名，台灣研究 25

名。 

 

四、研發處報告 

研發企劃組研發企劃組研發企劃組研發企劃組    

(一)「第 15 屆思源創意競賽」決選得獎名單揭曉---「第 15 屆思源創意競賽」決

選得獎名單，終於出爐。本屆思源創意競賽同學們組隊參賽情況踴躍，在決

賽中的表現也相當優秀，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本屆思源創競賽首次開放全

校同學觀摩並票選心目中之最佳人氣隊伍，經過評審們嚴謹的評審及觀摩同

學的票選後，錄取金竹獎一名、銀竹獎一名、銅竹獎一名、佳作獎三名、最

佳人氣獎二名，得獎之隊伍本處智權技轉組將協助其作品辦理專利申請事宜。 

國立交通大學  「第 15 屆思源創意競賽」 得獎名單 

名次 創作題目 參賽隊員資料 指導教授 

(獎金) 

組

別 中文／英文 姓名 科系與年級 姓名 科系 

金竹獎金竹獎金竹獎金竹獎     輪行天下 郭芳富 機械系 4 年級 鄭璧瑩教授 機械系 

(伍萬元) 

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    4 

EasyGoing 黃健寶    

李育賢    

林奕仲 

機械系 4 年級 

電物系 4 年級  

電控系 4 年級 

  

資訊盲人輔助系統 駱嘉濠 資工系 4 年級 陳榮傑教授 資工系 銀竹獎銀竹獎銀竹獎銀竹獎    

(三萬元) 

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    
1 

Quill, The Blind Guiding System 邱哲良    

蔡大中    

吳明儒 

資工系 4 年級  

資工系 4 年級  

資工系 4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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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竹獎銅竹獎銅竹獎銅竹獎    
5 

要你好看--色盲可辨識影像解碼

器設計 
黃嘉斌 電子系 4 年級 王聖智教授 電子系 

(一萬元)    
 
Colorblind-recognizable Video 

Decoder Design 

曾宇晟    

吳思瑩 

電子系 4 年級  

電子系 2 年級 
  

佳作獎佳作獎佳作獎佳作獎    感測網路的信任程度容錯系統 林哲民 資工系 4 年級 彭文志教授 資工系 

(伍仟元) 2 Fault-tolerance with Trust Rank 

in Sensor Networks 

蔣易杉       

陳瑜珊 

資工系 4 年級  

資工系 4 年級 
    

佳作獎佳作獎佳作獎佳作獎    智慧型緊急醫療看護系統 陳岳澤 資工系 4 年級 彭文志教授 資工系 

(伍仟元) 3 Intelligent Assignment System 

for Emergency Health-Care  

崔少軒    

王勁智 

資工系 4 年級  

資工系 4 年級 
    

以腦電波儀為基礎之在線式腦機

界面系統 
陳紀穎 資工系 4 年級 

佳作獎佳作獎佳作獎佳作獎    

(伍仟元) 
6 

EEG-based Onlin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System 

蔡昌裕       

湯雅淳 

資工系 4 年級  

資工系 4 年級 

陳永昇教授 資工系 

 

(二)中央研究院「95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之甄選訊息

---中央研究院「95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之甄選，

即日起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轉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

長推薦人選，詳細之作業要點與申請表等資料，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Http:// www.sinica.edu.tw/~affairwb/ra/。至該院研究工作性質分兩種：

（一） 進行專題研究。（二）研發特定技術；期限以二個月至六個月，並得

酌領研究獎勵金。敬請相關學院與系所主管鼓勵並推薦教師參加，並歡迎有

意申請之教師請於 3 月 22 日前向所屬學院回報參與意願，並於 4 月 6 日前，

將相關申請資料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三)95 年度第 1 期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

輕學者」、「積極留任國內優秀學者」、「傑出成就獎」獎助、獎項之甄選---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95 年度第 1 期四種獎助與獎項，自即日起受

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轉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院院長推薦人

選。詳細之申請辦法與申請書，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Http:// 

www.faos.org.tw 。歡迎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3 月 23 日前向所屬學院回報參

與意願，並請於 4 月 10 日前，將申請之資料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

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計畫業務組計畫業務組計畫業務組計畫業務組    

(四)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已依限送件辦理申請申請案已依限送件辦理申請申請案已依限送件辦理申請申請案已依限送件辦理申請 

本校申請國科會 95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共計 81 件，已依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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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 月 10 日送達，計有電機院 28 件、資訊學院 16 件、工學院 10 件、理學

院 4 件、生科院 12 件、管理學院 10 件及人社院 1 件申請案，各分屬工程處

55 件、自然處 5 件、生物處 11 件及人文處 10 件。 

本校獲核國科會 94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應繳送研究成果報

告者計 58 件，請於 3 月 28 日前將成果報告一式 2 份交計畫業務組彙整，以

俾依限函送國科會辦理報告繳交及參與評獎事宜。 

 

五、總務處報告：請參閱紙本附件。 

 

六、秘書室報告 

(一)有關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支應原則修(增)訂處理情形報

告： 

1.教育部94年7月15日台高(三)字第0940095512號函送本校「國立大學(專)

校院校務基金收支管理規定檢核表」，並於 94 年 8 月 15 日前報教育部。 

2.教育部94年12月8日台高(三)字第0940171187號函復本校有關檢核表複

核意見修正及相關事宜。 

3. 95年3月10日本校9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修(增)

訂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支應原則(如附件甲,p.1~23)暨本校

修訂後檢核表(如附件乙,p.1~17)。 

4.修訂後五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支應原則，併同檢核表，擬依教育部

94 年 12 月 8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71187 號函說明，報教育部。 

 

(二)本校 94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成立附屬中學先期工作小組 1 案，提

請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研議『工作小組』之性質與成員後，再提行

政會議討論。」本案經教育研究所及師資培育中心開會討論決議：「依其

性質，建請本校校規會，成立附屬中學先期工作小組較為妥適。」 

 
七、圖書館報告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推廣數位學習展示活動，特與本校共同辦理「數位學習在

故宮主題展示與推廣活動」，主題名稱為「舞蝶迷香徑‧翩翩逐晚風─故宮數

位學習特展」，已於三月十日於圖書館大廳正式開幕，包括故宮博物院以典藏

宋代文物為主題所製作的數位互動藝術裝置，以及故宮近年數位博物館計畫

之互動多媒體內容。展期至六月十八日止，歡迎各界參觀。此外也與教育研

究所及應用藝術研究所合作舉辦工作坊，擴展數位內容之教學及展示應用方

向。也協助故宮邀請新竹縣市各中小學校長、主任舉辦「故宮數位學習於館

校合作之應用」研習會，推廣展覽之服務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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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七條：「遴選作業分下列三階段辦

理：……（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將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

資料公布，分送到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上列教師對每一位

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

票為通過。……」，所稱「到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其涵攝

範圍，提請行政會議與會主管予以建議。（校長遴選委員會鄧召集人提） 

說明：1.本校 2006 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已於 95 年 3 月 3 日完成校長遴

選第一階段作業，票選電機學院吳重雨教授及工學院劉增豐教授為

校長候選人，全校專任教師將於 3 月 22 日行使同意權。 

         2.本校現有教師之種類有，有專任教師、專任約聘教師及專任研究教

師，分別係依「大學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本校約聘教師

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設置辦法」、「本校建教合作研究計畫研究教師

設置辦法」規定聘任。 

         3.借調、侍親、育嬰辦理留職停薪及休假或留職停薪之專任教師，是否 

能行使 2006 年新任校長候選人之同意權？ 

         4.本校到校滿一年但目前因借調、侍親、育嬰辦理留職停薪之專任教師， 

共有 18 人。       

   決議：建議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本校以往遴選校長慣例，從寬認定專任教師，即

包括任職一年以上目前因借調、侍親、育嬰等辦理留職停薪及休假之專

任教師。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