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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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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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7日(五) 上午十時十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陳副校長 

出  席：陳龍英副校長、黃威副校長、許千樹執行長(請假)、馮品佳教務長、裘

性天學務長、林健正總務長、林一平研發長、陳耀宗主任(蔡文能副主任

代)、李遠鵬院長(莊重教授代)、劉增豐院長(方永壽副院長代)、謝漢萍

院長(楊谷洋主任代)、毛治國代理院長、毛仁淡院長、戴曉霞院長、林

進燈院長(曾文貴主任代)、莊英章院長(張玉佩教授代)、孫春在館長、

游伯龍主委(請假)、王棣主任(魏駿吉組長代)、黃靜華主任、彭德保主

任秘書(葉秀雲組長代) 

列  席：劉麗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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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閱確認並發送全校紙本。 

 

三、教務處報告： 

1.96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核提報作業已依95年 6月 23日行政會議決議

順利完成資料彙整報部，其中電機學院因應生師比過高問題主動減招碩士班

42 名，大幅減輕本校招生總量壓力。 

傳聞因應少子化學生來源減少之事實，不管師資是否增加，教育部可能採各

校招生總量零成長策略核定各校招生名額，有待 8 月底教育部核定後驗證。 

2.近日教育部來文核定 96 學年度博士班新設案，本校有奈米所、財金所通過，

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未通過，來文影本已副知相關院系所。 

3.95 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新竹考區試務輪由本校負責，有新竹高中、新竹

女中、竹北高中等 3分區，於 7/1(六)、7/2(日)、7/3 三天酷暑舉行，承蒙

學務長、主秘、各系所老師、事務組、各單位同仁鼎力支援，3 天試務順利

完成，感謝大家的協助，共同帶給新竹考區的考生與家長良好的服務印象，

也跟支援監試的清華與新竹教育大學有一次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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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侯金堆侯金堆侯金堆侯金堆先生文教基金會先生文教基金會先生文教基金會先生文教基金會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侯金堆傑出榮譽獎侯金堆傑出榮譽獎侯金堆傑出榮譽獎』』』』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本獎項之

選拔自即日起受理申請，已於日前請各相關單位轉其全體教師週知，並請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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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長推薦人選。詳細之甄選要點與報名表，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http://http://http://http:// www.ctho.org.tw www.ctho.org.tw www.ctho.org.tw www.ctho.org.tw。凡中華民國國民，對礎科學、材料科學、金屬冶煉、環

境保護等領域有傑出研究或卓著貢獻者。每學門獎額各一名，得獎者將頒贈榮譽獎牌

及榮譽獎金新台幣五十萬元整。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申請資料

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2.2.2.2.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會會會「自動控制工程終身成就獎自動控制工程終身成就獎自動控制工程終身成就獎自動控制工程終身成就獎」、「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

「青年自動控制工程獎青年自動控制工程獎青年自動控制工程獎青年自動控制工程獎」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本獎項之選拔自即日起至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受理申請，候選人資格為：凡任職我國公私立大專學院校自動控制相關科

系之教師，或對國內自動控制實務有傑出貢獻事績且成就足堪後進典範之該學

會會員均得參與候選。獎勵包含：獎章及獎狀。其詳細之評選辦法與候選人申

請表，請至下列網址下戴：http://www.cacs.org.tw/www/。該學會的聯絡電

話：02-3366-1367 （楊蕙瑜小姐），聯絡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台

灣大學 EEⅡ館 Rm.524（傅立成教授 收）。 

 

3.3.3.3. 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2007200720072007 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之甄選訊息---本獎項之甄選自即日

起至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受理申請，該社為發掘在工作上默默耕耘，在專業領域

上具有潛力之青年才俊，形塑標竿效應，特舉辦「台灣十大潛力人物」甄選活

動，以提升社會風氣，鼓勵持之以恆、肯付出之優秀人才。獎勵類別包含：法

律政治、財經企管、科技學術、文化藝術、社運環保、體育競技、新聞媒體、

族群和諧、醫學公衛、社服公益等十類。候選人資格為：中華民國國民，居住

在國內者，年齡在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以當年八月三十一日為計算基

準日）。其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申請表，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http://www.cna.com.tw。該社之聯絡電話：（02）2505-1180 轉 832 洪先生，

E-mail：wa20@mail.cna.com.twwa20@mail.cna.com.twwa20@mail.cna.com.twwa20@mail.cna.com.tw。 

 

4.4.4.4. 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96969696 年度個年度個年度個年度個別型合作研究計畫別型合作研究計畫別型合作研究計畫別型合作研究計畫」」」」申請訊息申請訊息申請訊息申請訊息--本計畫之

申請期限為 9595959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7777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執行期限為：96 年 1 月 1 日

起至 96 年 12 月 31 日。研究計畫須由各榮總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各校研究人

員共同提出，此訊息已於日前請各院系所轉知其全體教師週知。榮總台灣聯合

大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已全面實施線上製作申請，請有意申請之教師務必至

（http://rg.vghtpe.gov.tw）院內及榮台聯大專題計畫線上申請。 

 

計畫業務組計畫業務組計畫業務組計畫業務組    

5. 5. 5. 5. 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959595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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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已核定    

本年 3 月中旬本校計 81 人於線上傳送申請「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本

年度各系所獲核情形如下： 

電子系-7 件，電控系-8 件，電信系-2 件，資工系-15 件，機械系-2 件，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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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 件，材料系-1 件，奈米所-1 件，電物系-1 件，生科系-5 件，運管系-7

件，共計 50 件（以指導教授所屬系所作統計）。 

來函、核定名冊及計畫作業要點等資料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指導教授，可開始

執行計畫及辦理經費請購，國科會撥款後即可支用補助款項。計畫執行期滿

後，請於 96 年 3月 27 日前將成果報告一式二份交計畫業務組彙整國科會辦理

計畫結案及「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評講事宜。 

 

6.6.6.6. 衛生署疾病衛生署疾病衛生署疾病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開徵求管制局公開徵求管制局公開徵求管制局公開徵求「「「「96969696 年度委託計畫年度委託計畫年度委託計畫年度委託計畫」」」」    

本件來函、網路下載之計畫需求說明書、重點一覽表及投標須知等資料已印送

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參辦。有意申請者請於 95 年 7 月 28 日前備妥計畫書等

申請文件辦理投標事宜。計畫投標作業手冊其餘資料及相關書表請自行上網查

詢下載。 

 

五、總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甲。 

 

六、秘書室報告 

1. 暑期期間由於隔週舉行行政會議，請各位主管注意收取會後即 E-mail 寄

發之當週會議(稿)，修正意見請於期限前告知更正確認，以使發放全校紙

本會議紀錄不致延遲太久。 

2. 檢附 94 學年度歷次行政會議報告及決議應辦事項執行狀況紀錄表(詳附

件乙)。供各位主管參考以利追蹤。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訂本校「職務宿舍管理辦法」，修改條文對照表請參考，請討論。

（總務處提） 

說明：1.依據 94 年行政院函修正發布之「宿舍管理手冊」修訂。 

2.有關「眷屬宿舍」收費疑義，查各村自治管理辦法，尚無提及有關

退休人員或遺眷借住眷屬宿舍收費情節，故擬修改第二十四條規

定，以期類似情節納入該管理辦法規範中。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辦法詳附件一。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六、宿舍借用人調職、離職或留職停薪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借用

之宿舍；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借用

宿舍；……仍適用原規定。 

 

二、案由：擬修訂本校「職務宿舍維修辦法」第四條，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為區分各村自行運用之管理費與本校所收維修費不同，特以明述之。 

原條文 提案修訂為 

四、公共設施及管理員室之水電、 四、公共設施及管理員室之水電、瓦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縮排: 凸出:  3 字元,
左 5 字元, 第一行:  -3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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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電話費由住戶管理費負

擔。 

斯費由「員工宿舍維修費」收入項下

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擬修訂本校「職務宿舍自費整修施工規範」第四條，以維護職務宿舍

週休二日與國定假日之安寧，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原條文 提案修訂為 

四、宿舍借用人應在施工日前一日

通知該鄰鄰長，並在該鄰公

告。為維護本村安寧，會發出

巨大噪音整修工程，施工時間

限每日 8～12 時；13 時～18

時，其他時間請勿施工，並應

儘量連續施工、縮短工期。 

四、宿舍借用人應在施工日前一日通知

該鄰鄰長，並在該鄰公告。為維護

各宿舍安寧，會發出巨大噪音整修

工程，施工時間限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日 8~12 時；14 時~18 時，其他時

間不可施工。星期六、星期日與國

定假日全天不可施工。施工並應儘

量連續施工、縮短工期。突發性緊

急工程，如自來水大量漏水、煤氣

外洩等，可不受上述限制。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擬請核備修改之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組織章程，請討論。 

          (資工系提) 

說明：(一)九十五年六月廿一日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修改『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組織章程』。 

(二)修改項目如下四點：  

             1.第十四條：招生委員會『任期一年』改為『任期二年，每年改 選

半數委員』。  

2.第十五條：課程委員會加入『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委員』。 

3.第十六條：系務委員會『任期一年』改為『任期二年，每年改 選

半數委員』。 

4.第十七條：經費設備與空間委員會『任期一年』改為『任期二年，

每年改選半數委員』。 

(三)參考附件如下：  

1.95.6.21 系務會議記錄。(詳附件二)  

2.95.6.21 修訂後之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組織章程。 

(詳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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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由：光電系許根玉教授申請自 95 年 8 月 1 日起至 96 年 7 月 31

日止借調至私立立德管理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擔任專任教授

及講座教授 1 案，請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1.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2 點規定，「本準則所稱借調係指政府機

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財團或

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組織之團體，因業務特殊需要，商借本校

教師，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構）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者。借調

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並完成交代手續」。 

2.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點規定：「教師借調期間以 2 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 2 年為限。擔任有任期職務，且

任期超過 4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 1 任為限。」

本次許教授借調期間為 1年，符合上開規定。 

3.本案業經光電系、電機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議：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通過許根玉教授借調自 

95 年 8月 1 日起至 96 年 7 月 31 日止。 

 

六、案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擬自 95 年 8 月 1 日起至 98 年 7 月 31 日

止(計 3 年)借調本校電子工程學系杭學鳴教授擔任該校資訊

工程學系教授兼任電資學院院長 1 案，請審議。(人事室提) 

說明：1.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2 點規定：「本準則所稱借調係指政府機

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財團或社

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組織之團體，因業務特殊需要，商借本校教

師，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構）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者。借調期間

應辦理留職停薪，並完成交代手續」。 

2.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點規定：「教師借調期間以 2 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 2 年為限。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

期超過 4 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 1任為限」。 

3.本案業經電子工程學系及電機學院教評會通訊投票通過。 

決議：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通過杭學鳴教授借調自 95 年 8 

月 1日起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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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案由：校長室捐款未動支數，擬提撥新台幣 2,500 萬元，為校長講座經費，

並捐贈作為木淑館之建築經費，謹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1.張校長著作等身，在全球半導體領域之研發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擁有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家講座教授、行政

院科技顧問、總統府顧問等榮譽。 

2.學校與知名企業成立由校長為交大代表人的顧問合約，是一個具有

專業性、一身專屬性之委任法律關係，從而合約之履行應具備專業

性、一身專屬性，方符合完全給付之契約本旨。易言之，基於張校

長個人所擁有的國際學術名望與聲譽，這些公司基本上是聘請張校

長本人擔任渠等之顧問；履行顧問合約時，張校長必須親自為之，

校內其他教授皆無法為張校長之履行輔助人，方符合債之本旨。張

校長為了學校的發展，首肯擔任該等公司的顧問，歷年來不辭辛勞

的擔任這些捐款公司的顧問，並以顧問費用挹注本校校務基金。（6

月 7日校務會議資料） 

3.歷年來以捐款支應的項目有綜合一館興建工程等相關之訴訟費用；

施克昌不續聘民事、行政訴訟及國家賠償費用、講座教授經費、教

師研究補助經費、教師及學生出國費用、績優教師、職工獎勵金、

興建校舍經費…等，一分一毫均供教學、研究發展等。 

    決議：1.照案通過。 

          2.補辦捐贈手續後再動支經費支付木淑館之興建費用。 

    

二、案由：本校各單位中英文網頁之建置該如何全面更新與落實執行。 

(黃副校長提)。 

決議：1.查本校有關網頁規定之辦法有：「國立交通大學網頁管理辦法」、「國 

立交通大學網際網路推動小組組織辦法」，請計網中心將此兩種辦法

統整為一個辦法，將現行組織合併及相關權責明確規範，例如:其召

集人由副校長擔任之等，並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2.請計網中心儘快研擬開發全校統一網頁之平台，並請各單位儘速更 

新中英文網頁內容，並舉辦全校網頁競賽。 

 

三三三三、、、、案由：校園內的汽車進出限制，若有些租賃的公務車出入，希能放寬管制使

其前後門均可通行，以利其公務執行及便利。(研發長提)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購運組有些購案有英文合約，由於其內容多與智財權有關，是否在 

其簽會流程上列入本校法律顧問，以保障本校之權利義務。(研發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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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本校之對外事務含媒體聯絡等之功能結構及具體年度計畫，一直未 

能為本校各單位所了解及運用，在追求邁向頂尖大學的同時，學校形 

象建立及相關新聞之發布管理有極大影響，希有改進方向與做法。 

(毛院長提) 

決議：請目前校內負責媒體聯繫之公共事務委員會，於下次行政會議上，為 

該單位之組織結構及其任務編組等，作一簡報，並請提出具體的年度 

計畫方案以供主管了解與參考。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