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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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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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9 月 16 日(五) 上午十時十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校長俊彥(陳副校長代) 

出  席：陳龍英、黃威(請假)、許千樹、彭德保、馮品佳 (張漢卿代)、裘性天、

林健正、林一平(請假)、陳耀宗、孫春在、李遠鵬、劉增豐（方永壽代）、

吳重雨、黎漢林(請假)、毛仁淡、戴曉霞、林進燈(陳榮傑代)、莊英章、

蘇育德(請假)、王棣、黃靜華 (敬稱略) 

列  席：呂昆明、劉家宏 (敬稱略)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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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紙本發出。 

 

三、教務處報告： 

1.清華大學95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日期已決定提前至3月第2週(3/11、3/12)，

對於本校各系所碩士班招生將有若干影響，招生組已轉知各系所考量是否

調整碩士班考試日期，將在9/22招生會議討論。 

    2. 94及95學年度「國立大學配合國家重大政策請增員額、經費增設調整系所 

班組」申請案，日前教育部核復同意增設「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 

專班」並核撥員額3名，其他除「產學合作」領域改為另案調查及核處外， 

餘均未通過。「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將於95學年度招生， 

因獲撥教師員額與經費，未來該專班學生的收費似不宜比照其他在職專 

班，細節有待充分瞭解相關規定後再協商。 

 

四、總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甲。 

 

五、秘書室報告 

(一)本校依據教育部本(94)年 8 月 16 日台高字第 0940112751 號函，於本(94)年

8 月 31 日函送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複審計畫書一式 20 分報部。 

(二)本校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及人事室等單位，依本(94)年 8 月 9 日交大秘

字第 0940003176 號函辦理「2006 年校長遴選委員會」推選教師代表及行政

人員代表作業，秘書室彙整前開單位所逕送委員名單，統計 14 位委員姓名分

別為：陳信宏教授、林進燈教授、潘犀靈教授、林志忠教授、毛仁淡教授、

林振德教授、郭一羽教授、黎漢林教授、毛治國教授、戴曉霞教授、莊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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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劉河北副教授、廖威彰副教授、郭素玲小姐。 

(三)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於本(94)年 8 月 19 日函送「大學校務評鑑結果彙整

表」（如下表一所示）；並請本校於本(94)年 11 月 15 日前，依委員建議事項

提出各項改進計畫函送教育部，以作為後續追蹤評鑑之依據。秘書室擬提近

期之「大學評鑑及五年五佰億會議」討論。 

 

表一、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 

專業領域 校務項目 
領域項目 

校務類組 

人文、

藝術與

運動 

社會科

學(含

教育) 

自然

科學 
工程 

醫藥

衛生 
農學 

教學

資源 

國際

化程

度 

推廣

服務 

訓輔(學

生事務) 

通  

識教

育 

行政

支援 

表現

較佳 

交大 

台大 

政大 

清大 

中山 

台大 

成大 

政大 

交大 

中央 

台大 

清大 

  

交大 

台大 

成大 

清大 

台大 中興 

台大 

海洋 

交大 

台大 

成大 

清大 

交大 

台大 

成大 

政大 

清大 

交大 

台大 

成大 

政大 

  

中山 

中正 

成大 

交大 

中山 

中央 

台大 

清大 

交大 

成大 

政大 

清大 國立

一 

表現

較弱 

            海大 中正 

中興 

海大 

    海大 中興 

 
註 1. 學校順序係依校名筆畫順序排列。 

註 2.【國立一】：綜合型之國立大學 

  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學、台灣大學、台灣海洋大學、交通大學、成功

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  

 

(四)為配合本校系所合一之實施，有關「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

選舉要點」第四條校務會議當然代表之產生方式，業提 94.05.27 九十三學年

度第二次法規會討論修訂，並已提校務會議進行審議，修正對照表如表二；

修訂後校務會議當然代表人數比較表如表三。 

    附註說明：在該選舉要點尚未通過校務會議之前，仍依修正前條文選任校務 

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 

 

※表二: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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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0.04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通過） 

（94.05.27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法規會修

訂草案） 

第四條：校務會議代表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共

同科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計算機中心主任及經教育部

核定之各中心主任擔任之。 

 

第四條：校務會議代表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系主任、各單獨設立之研究

所現有專任教師名額 3 位以上之所長、

電子資訊與研究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相當於系級之教學單位

主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教學與

研究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

任、圖書館館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會計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及經教育部核准並有教師員額之一級

中心主任等當然代表。 

 

 

※ 表三: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要點修正前後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人數比較表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研究單位研究單位研究單位研究單位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修正前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當然代表人數    修正後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當然代表人數    

校長 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教務長 教務長 

學務長 學務長 

總務長 總務長 

研發長 研發長 

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館長 

計網中心主任 計網中心主任 

人事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 

環安中心主任  

體育室 體育室 

軍訓室 軍訓室 

 

電資中心主任 電資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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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    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電信工程學系 電信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 

顯示科技研究所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

資訊學士班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

訊學士班 

電機學院 7＋1 

奈米中心  

5＋1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網路工程研究所  

資訊學院 4＋1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1＋1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 

分子科學研究所  

統計學研究所 統計學研究所 

理學院 6＋1 

物理研究所 

5＋1 

物理研究所 

土木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研究所 環境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5＋1 

奈米科技研究所 

5＋1 

奈米科技研究所 

管理科學系 管理科學系 

經營管理研究所 經營管理研究所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交通運輸研究所 交通運輸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研究所 資訊管理研究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科技法律研究所 科技法律研究所 

財務金融研究所 財務金融研究所 

管理學院 10＋1 

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 

10＋1 

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人社學院 11＋1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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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教學單位////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前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    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修正後各學院當然代表人數    

英語教學研究所 英語教學研究所 

傳播研究所 傳播研究所 

應用藝術研究所 應用藝術研究所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音樂研究所 音樂研究所 

建築研究所 建築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生物科技學系 生物科技學系 

生化工程研究所  

生科學院 3＋1 

生物資訊研究所 

1＋1 

 

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學系 

傳播與科技學系 傳播與科技學系 

客家學院 3＋1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2＋1 

 

通識教育委員會 1＋1 通識教育中心 1＋1 通識教育中心 

 

(五)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教育部 94.08.18 台高（二）字第 0940109758 號函核定，

核定條文暨組織系統表請至秘書室網頁查閱下載。 

1.有關資訊學院增設案，教育部 94.04.01 台高（一）字第 0940032379 號函：

「原則同意本校 94 年調整增設資訊學院，惟為避免核定爾後校內同時存在

二性質相近學院之扞格現象，請將資訊學院與電機資訊學院更名案一併納入

學校組織規程修正後報部核定。」 

2.本校業於 94 年 6 月 30 日以交大秘字第 0940003153 號函送教育部本校修正

組織規程時，併案修正調整增加「資訊學院」，並將「電機資訊學院」更名

為「電機學院」，教育部原則同意，並自 94 年 8 月 1 日生效，檢附教育部核

定之組織系統表如附件乙供參。 

 

(六)其他重要訊息 

1.依據教育部94年 9月 2日台秘企字第0940113970號函轉函轉行政院頒「第

8 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及「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各乙

份。 

2.行政院為積極提升公務機關服務品質，於教育部為民服務執行機關增列教育部為民服務執行機關增列教育部為民服務執行機關增列教育部為民服務執行機關增列「「「「各各各各

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國立大學」，」，」，」，有關全面提升服務品質相關工作請各校列入校務重點項目有關全面提升服務品質相關工作請各校列入校務重點項目有關全面提升服務品質相關工作請各校列入校務重點項目有關全面提升服務品質相關工作請各校列入校務重點項目。。。。    

3.各受評機關應於年度起始訂定年度執行計畫，據以推動相關業務，定期追蹤

考核，查核及檢討改進。各國立大學自第 9 屆（95）年度起開放各國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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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自願自願自願自願參加評比。 

 4.校內各行政單位於經費申請核發事項之控管，宜請各單位主管簽署相關文

件時多加注意，也請人事室多加開辦對新進助理人員之在職訓練課程。 

各單位主管亦請多鼓勵新進助理參加，以使承辦該事務之人員確實了解應

遵守之法令及有關規定，以利業務辦理，並避免誤觸法網造成個人遺憾及

學校損失。 

 

六、圖書館報告 

1.為培養同學資訊素養概念，並讓同學在其研究與學習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圖

書館，圖書館擬與各系所合作，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歡迎各系所安排論

文研討或其他課程時間，由圖書館派員上課，請與參考諮詢組呂瑞蓮小姐

聯繫上課時間(分機 52642, E-mail: lisaluu@mail.nctu.edu.tw)。上課

內容包括：介紹館藏檢索技巧、全國館際合作系統使用說明、浩然數位圖

書館使用說明、書目辨識、文獻原文取得方法介紹等。 

2.為了解本校師生對於圖書館所提供之電子資源使用情況以及意見，藉以評

估圖書館電子資源館藏發展及推廣的適切性，作為未來業務規劃之參考，

圖書館特舉辦電子資源使用問卷調查，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填寫問卷，問卷

網址為 http://140.113.39.196:7777/。 

3.圖書館自本年度起徵集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電子檔，感謝各系所配合與協

助，截至 94 年 9 月 14 日止，已徵集本年度學位論文電子檔共 2089 篇。請

各院長宣導鼓勵同學授權紙本論文公開陳閱以及論文電子檔之公開下載，

以增加資訊之流通與被利用率。 

4.圖書館 MOD 多媒體隨選系統，已完成本學期教師指定之輔助教學影片的數

位化作業。目前該系統已數位化的影片累計達 530 部。 

5.制定『交大愛盲有聲雜誌』數位錄音 MP3 資料檔的編目建檔之套版規格及

款目，預計陸續完成 5,826 筆錄音資料的編目建檔作業。 

    

七、會計室報告 

                為了避免導師費的發放產生爭議，會計室將回歸依本校(學務處)所訂導師費 

規定，並依國庫法相關規定，逕入受款人帳戶。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建議校方可向清華大學爭取本校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院之教師，

可方便借閱其總圖書館視聽資料及人文社會學院圖書分館藏書案。    

  (客家學院提) 

說明： 

1. 目前交大教師不能向清大借出視聽資料。 

2. 目前交大教師僅能借閱清大圖書五本，限期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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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交大教師無法在交大研究室查閱清大已訂閱相關領域的重要

e-journals。 

擬辦：基於清交合作之協議，資源共享，敬請研議開放交大客家文化學院以

及人文社會學院教師使用清華大學視聽資料及書籍期刊的權限，使其

等同清大教師權限，方便借閱清華大學的館藏，作研究教學之用。 

例如: 

(1)(1)(1)(1)MultimediaMultimediaMultimediaMultimedia— 

可借出清大總圖的視聽資料(DVD, VCD, Video Tapes, etc.)， 

件數五件，借期七天 (等同清大教師權限) 。 

(2)(2)(2)(2)BooksBooksBooksBooks———— 

增加可至清大圖書借閱的冊數為 50 本及延長借閱期限為一學期 

(等同清大教師權限，50 冊，於固定還書日前歸還)。 

註：清大固定還書日之還書時間：第一學期為 1 月 20 日 

第二學期為 6 月 20 日 

(3)(3)(3)(3)EEEE----journalsjournalsjournalsjournals———— 

給予 username 及 password，以便交大老師在研究室中，可查閱國

內外的重要 e-journals (以清大人社分館所擁有的為主，包含人類

學歷史社會經濟及傳播科技類，尤其需要戲劇、外國文學、文化研

究及表演藝)。 

 決議：1.圖書館希望與清大圖書交流不僅侷限於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 

院領域之需求，現在已經進行全面性雙方互惠合作之各項措施。 

2.由於雙方之圖書分類館藏架構及應用電子系統等相關設計有所不 

同，在此謀合期間針對以上 3 項說明之現狀改善如下： 

(1)目前交大教師不能向清大借出視聽資料。 

    =>有鑑於目前交清兩校之視聽資料庫確實有限而暫維現狀。 

(2)目前交大教師僅能借閱清大圖書五本，限期 30 天。 

    =>交大教師借閱清大圖書之限額及限期可望擴充。 

(3)目前交大教師無法在交大研究室查閱清大已訂閱相關領域的重 

要 e-journals。 

  =>由於交清雙方之 e-journals 系統暫時無法連線交換，故無法在 

交大研究室查閱清大已訂閱的 e-journals，但目前可透過圖書 

館來代為抓取資料庫為權宜辦法，可在各位教師需要時提供服 

務。 

  

二、案由：擬修正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37 條條文規定，將

本校學校約用人員離職儲金提撥率由 7%調整為 12％案，請  審議。 

          (人事室提)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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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94 年 6 月 28 日修正發布「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給與辦法」第 3 條及第 11 條規定，將各機關學校進用聘僱人員每月按月

支報酬之 7％提存儲金之規定，修正為每月按月支報酬之 12％提存儲金。並

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本校現行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 27 條有關約用人員離職儲金，原係參照上開

規定訂定，每月按月支報酬 7％提存儲金。為配合「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給與辦法」之修正，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 27 條第 1 項擬修正為：

「學校約用人員於進用後 ，每月按月支報酬百分之十二提存離職儲金，其

中百分之五十於約用人員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百分之五十由本

校各項約用經費來源提撥作為公提儲金。」，及修正第 37 條，明定第 27 條

修正條文自 94 年 7 月 1 日實施。 

3.本案業經提送 94.9.7 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次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 

 

三、案由：擬刪除本校約用人員約用標準表有關年齡限制規定，請審議。 

(人事室提) 

說明： 

1.依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 8月 8日勞動3字第0940043595號函

辦理。 

2.依行政院勞委會函說明二所示，部分民間團體及媒體指稱公家機關於招募、

考試或進用人力時，疑有違反兩性工作平等法或就業服務法有關歧視禁止規

定情事。除性別歧視外，尚包括身心障礙歧視、年齡歧視、婚姻歧視、工會

會員身分歧視等。請各單位重行檢視招募人員法規、方案，以杜適法性疑義。 

3.經檢視本校約用人員約用標準表中， 

約用管理師（工程師）[新進人員年齡以在五十歲以下為原則] 

副管理師（副工程師）[新進人員年齡以在四十五歲以下為原則] 

助理管理師（助理工程師）[新進人員年齡以在四十歲以下為原則] 

助理員（技術員）[年齡以在四十歲以下為原則] 

等職稱之進用訂有年齡條件。為符法令並免爭議，擬刪除年齡條件之規定。 

4.本案業經提送 94.9.7 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次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 

    

四、案由：為便利辨識校園館舍位置，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

以提升本校校園之辨識方便性，請  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1.有鑒於本校校園道路除環校道路外，其餘校園道路多呈輻射狀，道路無命

名，館舍分散校園各處，常造成各界訪客不易辨識館舍位置，為避免校園

不易辨識之困擾，實有必要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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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校外訪客很容易到達目的地。 

2.本案曾於 92.5.8 提請行政會議討論訂定「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

統」暨「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命名捐贈作業要點」，並經決議略以，原則

可行 ，惟道路命名捐款金額須再議。 

3.為簡易明瞭校園道路辨識起見，本案擬將原規劃十二條校園道路修正為五

條主要校園道路如下：環校東路、環校西路、環中路、景觀大道、南門路。

詳如附件：詳如附件一：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 

附件二：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圖) 

附件三：校園館舍門牌一覽表 

附件四：道路規格表。 

擬辦：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即於本(九十四)年十二月底前完成建立校園道

路識別系統。 

決議：通過。 

附帶決議：請學生會發起參與為道路命名之活動，先就環中路及浩然圖書館前 

廣場兩項進行命名徵選活動，以使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案由：校園各館舍的安全在校園社區化的趨勢下，其館舍門禁管理及校區夜 

間巡邏的制度是否須重頭檢視、校內是否有出入安全堪慮的地點須提 

醒師生加強注意等，如何設想規劃安全的校園環境是當務之急。 

(秘書室、人社院提) 

決議：符合現代校園安全的標準，是架構一套全面校園卡的系統機制，以有 

效管控各館舍人員出入的權限，並兼具各項校園生活的便利措施，在 

此目標尚未達到之前，現階段館舍安全的改進，請林總務長召集學務 

處、計網中心、學生代表及相關館舍管理負責人等共同配合規劃以下

事項： 

1.請先以綜一館及工六館為校園館舍安全改善試行的示範單位，規劃 

實施完成後再據以推廣至其他館舍。 

2.另對於校園整體環境其他亟待改善地方併同討論，例如：監視器設 

置與管理、門禁管制、校園巡邏等，亦請依輕重緩急之需要盡速完 

成以維護安全校園。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