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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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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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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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黃副校長代) 

應出席：陳龍英、黃威、許千樹(請假)、彭德保、馮品佳、裘性天、林健正、林

一平、陳耀宗、孫春在(李美燕代)、李遠鵬、劉增豐（郭正次代）、吳重

雨(蘇育德代)、黎漢林、毛仁淡(請假)、戴曉霞、林進燈(陳榮傑代)、

莊英章、游伯龍、王棣、黃靜華 (敬稱略) 

列  席：劉家宏 (敬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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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前次會議紀錄已 E-mail 核閱確認。 

 

三、教務處報告 

1. 94 學年度外籍學生申請入學本校共錄取 55 位，報到者 30 位，本學期外

籍學生總人數已破百，達 102 位。 

2. 根據 94 年 6 月 17 日「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會議」紀錄，為鼓勵各

院系所擴大招收外籍學生，原先補助開設英語授課教材之經費，94 學年

度將改為補助院系所。本次補助以針對提昇外籍學生華語能力程度之不同

是否需要系所加以協助為主要標準；若外籍學生已就讀本國雙語學校、在

台之外籍學校或在本國完成高中大學學業者，則不在補助範圍之內。  

3.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期限為 9 月 14 日，至 9 月 14 日止約

有一千四百多位學生未繳費，經發 E-mail 通知繳款，截至 9 月 25 日止仍

有四百多位未繳款，未繳款的同學除發 E-mail 通知外，註冊組也發通知請

各系所協助通知並關切學生狀況。 
4.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廣教育課程開班審查時間預計於十一月下旬舉

行，相關文件及通告已發給各院系所及中心，有預計於九十四學年度第二

學期開立新班之單位請依規定於十月底前備妥開班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

送推廣教育中心辦理初核作業。開班相關規定及表格均公告於推廣教育中

心網站 http://eec.nctu.edu.tw/，並隨時備詢。 

5.本校教室(一般課程使用之教室)由教務處全盤規劃，教務處得依課程安排 

需要定教室之優先使用單位。根據本校教室管理與借用辦法第六條「教室 

設備之添購及維護由優先使用單位或其隸屬學院依實際需要，於該單位或 

該院預算下自行添購及維護。」。 

學校每年均已分配一筆設備維護費至各院，由各院統籌分配。本學期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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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逕簽請教務處補助教室更新設備等費用之情形。請各教室使用單

位(系所)之設備需修繕時，先與院協調經費，如屬對教學有重大影響之不

足部份再請教務處考量補助。 

6.依國際服務中心輔導記錄，除國際服務中心積極輔導外籍生有關入學及生

活上所面臨之各項問題外，請各系所針對外籍生之選課及後續課業上可能

面臨之困難給予建議及輔導，特別是大學部外籍生(其中大一新生 9 位且

母語都不是英文)，適應上可能較為困難，建議各系所能指定老師或學生

針對外籍生學習狀況給予特別輔導，讓外籍生能及早適應本校生活。 

(課務組案例)：口頭說明。 
7.教育部 10/5 緊急傳真通知有關於大學甄選入學招生非考試入學部份得由

30%調整為 40%，符合本校多數院系期望，招生組於收到傳真前即已依聯

合報新聞通知各學系再次考量需求調整名額。 

教育部規定本案有配套措施，來函中說明二、第二點「請學系將甄選入學

之命題工作、甄試委員聘任、考試評分等作業原則，公布於網站上，讓考

生充分了解，以昭公信。」，將請各學系依該點說明，將一向客觀公正的大

學甄試相關作業制度與程序整理為文件，於招生會議交換意見修正後，依

規定公布於網頁上。 

8.教育部於 9/26 先行傳真核定 95 學年度招生總量大學部 1215 名、碩士班

1842 名(同去年，含新設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10 名，但較本校呈報總數

增加 34 名)、博士班 530 名(含新增教育所博士班 3 名，但較本校呈報總數

減少 15 名)、碩士在職專班 643 名(含核定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

班 30 名，原提報 15 名)，緩議有：生資所博士班結構生物資訊組、生科系

博士班光電組、應藝所碩士班互動媒體藝術組、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9.碩博士班教育部核訂總量與本校規劃狀況差異部份說明如下： 

a.猜想教育部不希望本校降低碩士班名額、博士班名額須緩慢成長，因此

部份系所原擬大量降低碩士班名額換取博士班名額之期望只能部份實

現。 

b.因應教育部核定名額與本校原規劃狀況之差異，擬以下表處理，經知會

系所 
相較去年名額， 

校長裁示結果 

相較去年名額， 

教育部核定後調整結果 

調整後 

碩博班招生名額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博+2（大-3） 碩+1，博+1 碩 35，博 8 

科技管理研究所 博+2（科法組） 博+1（科法組） 碩 27，博 12 

電子物理學系 博+3 博+2 碩 58，博 21 

應用化學系 博+5（分科組） 博+4（分科組） 碩 52，博 29 

電子工程學系 碩-6，博+2 碩-3，博+1 碩 204，博 64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碩-6，博+2 碩-3，博+1 碩 127，博 32 

資訊系所 碩-15，博+5 碩-6，博+2 碩 249，博 66 

光電顯示系所 碩-24，博+8 碩-6，博+2 碩 96，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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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系所，皆無更好的建議，已據此呈核後報部： 

10. 奉核定新設之「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獲教師員額 3 名，

因師範校院辦理的中小學教師進修碩士學位班都是比照一般研碩士生收

費，但本校客家教師專班有員額也可能另有經費，其運作方式有待研商。

惟教育部考量政府經費緊縮，且大學原已有碩士在職專班，不宜有另一種

制度的在職專班，因此可能只給予員額人事費，不另給開辦與維持費，由

大學比照一般在職專班運作，招生組將配合會計室積極了解教育部指令

後，協調客家學院研商專班運作模式。 

11.國家實施公文電子化已有一段時日，惟公文到校後轉為人工紙本，時效無

法提昇，連引用也不便(須重新打字或以檔案超大的影像檔處理)，就算簽

辦程序須暫時維持人工紙本，建請公文到校後能將電子檔儘速轉寄給承辦

單位，以便承辦單位能及時處理急件，更有利於後續運用及便利電子文件

管理。 

12.本校線上演講中心將於本周開放使用，校內系所或單位如需將演講拍攝下

來，以利校內教職員生於校園網路上隨時『隨選觀看』者，請連絡網教組

可以協助拍攝與製作。 

13.e-campus 網路學習平台已在積極更新中，新的版本將支援中、英文語系，

線上公式工具，線上教材編撰…等各種好用的功能，預計 11 月可開放有

興趣的教師們測試，平台的功用以協助教師的一般授課與網路教學課程。 

 

四、研發處報告 

(一)恭賀本校教師近期榮獲校外殊榮恭賀本校教師近期榮獲校外殊榮恭賀本校教師近期榮獲校外殊榮恭賀本校教師近期榮獲校外殊榮------------ 

1.應化系張豐志教授榮獲「第 9 屆國家講座」。 

2.資工系林一平教授榮獲東元文教基金會「第 12 屆東元獎」 

3.電子系柯明道教授、電控系胡竹生教授均榮獲「94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

發明獎銀牌；工工管系沙永傑教授榮獲創作獎銀牌。 

 

(二)請請請請鼓勵同學組隊參加鼓勵同學組隊參加鼓勵同學組隊參加鼓勵同學組隊參加「「「「第第第第 15151515 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屆思源創意競賽」」」」---本校「思源創意競賽」

邁入第 15 年舉行，將承襲一貫的思源研發與創意精神，更冀發揚光大之，

期望藉著活動的舉辦，進而激發更多的同學在應用、創意與思考上，發揮

深厚的研究潛力。敬請各學系主任與教師鼓勵同學組隊參賽或推薦學生組

隊參賽，更歡迎全校大學部同學主動積極參與競賽。 

競賽獎勵包括：金竹獎-三至五 萬元（一名）、銀竹獎-二至三 萬元  (一

名)、銅竹獎-一萬元 (二名)、佳作獎-五仟元（若干名）、最佳人氣獎（若

干名）。 

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 94 年 10 月 31 日截止。報名時，請一併附上創意說

明構想書。詳細之參賽辦法與報名表，請至研發處網頁<http//：

rdweb.adm.nctu.edu.tw/>研發企劃組之學生競賽資訊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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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 959595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之之之 4444 類計畫類計畫類計畫類計畫    

國科會 95 年度「數位典藏內容開發公開徵選計畫」、「數位典藏技術研發

公開徵選計畫」、「數位典藏創意加值公開徵選計畫」(構想書截止日：11

月 1 日)及「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公開徵選計畫」等 4 類計畫至 94 年 12 月 1

日止受理申請。 

本件文函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等單位，數位典藏創意加值計畫需先送構

想書審查，請依限傳送辦理；各類計畫書及附件資料皆請上線製作及傳送，

並請所屬單位於 11 月 28 日前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四四四))))教育部再次徵求教育部再次徵求教育部再次徵求教育部再次徵求「「「「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處理作業參考手冊計畫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處理作業參考手冊計畫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處理作業參考手冊計畫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處理作業參考手冊計畫」」」」    

本件來函、網路下載之投標資料等已印送相關系所單位轉知參辦。因同一廠

商只能遞交 1 份投標文件，請有意申請者先將計畫書（草案）交送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如有 2 件以上申請案，惠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協調各主持人

併為 1 案申請，並請主持人於 94 年 10 月 11 日前（限期：94 年 10 月 13 日

上午 9:30 前送達）備齊投標文件資料及請印單會相關單位並用印後，寄送

教育部總務司第 2 科辦理投標事宜。 

    

((((五五五五))))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徵求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徵求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徵求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徵求「「「「實驗微衛星計畫實驗微衛星計畫實驗微衛星計畫實驗微衛星計畫」」」」    

國家太空中心「實驗微衛星計畫」至 94 年 10 月 31 日止公開徵求計畫書，

已印送來函及網路下載之計畫書徵求公告等資料至相關系所單位轉知參

辦。有意申請者請於 94 年 10 月 28 日前備妥函稿並檢附計畫申請資料辦理

申請。    

 

五、總務處報告：請參閱附件甲。 

 

六、秘書室報告 

請各單位配合行政會議提案的送件期限 

    1.各單位有提案或書面意見，請最遲於每星期四中午12時前傳送至秘書室。 

E-mail之後並請以電話連繫確認收取。 

2.以供秘書室彙整資料製作議程及影印相關資料，電子檔議程將於會議前一 

日(每星期四下午)上網提供各位與會主管參考。 

3.若干單位仍未能連線(因擋火牆或設定因素)至指定網址抓取資料，請聯繫

計網中心：陳政國 老師(#31730)。 

4.如各單位於每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仍未能送出報告或提案資料，煩請貴單位

於星期五上午 9：30 前，自行影印(35 份)送至會場。 

5.行政會議為每週例行的主管會報，務請各單位同仁配合共同辦理，以持續 

增進行政團隊默契。(相關網址及網域輸入資料可於開會通知中查閱。) 

 

七、會計室報告 

爲配合 94.9.23 總務處提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交通大學財產物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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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附帶決議，請本室於支出憑證粘存單上新增『單位使用人』核章欄位，

並檢討本校現行使用之「支出憑證粘存單」三種表格簡併為單一表格，經參

考總務處購運組、保管組意見後修正如附件乙，除於本室網站公告外，另請

保管組統一印製俾利各單位領取使用。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修正案如附件一，請討 

論。(研發處提）。 
  決議：通過。 

 

二、案由：訂定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及傳播與科技學系組織章程如附件二

-1 -2，會議紀錄詳附件二-3，擬請 核備，請討論。(客家學院提)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於系組織章程抬頭前加入客家文化學院字樣。 

    

三、案由：訂定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罷免辦法，擬請 核備，請討論。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 

說明：本案經九十四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94.9.20)決議 

通過，擬於行政會議核備通過後實施。 

 決議：請提案單位參考以下意見重新修訂，提下次會議討論： 

1. 遴選小組成員建議加入校外人士代表。 

2. 建議遴選小組成員的人數及委員產生方式可再考量調整。 

3. 刪除第 6 條條文。 

 

四、案由：共同學科之院級教評會成員與通識教育院教評會成員有多數重疊，未

來共同學科院教評與通識教育院級教評會未來要如何辦理。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  

決議：請將本案依其業務執掌及相關行政程序移請校教評會討論。 

    

五、案由：校內各單位如有使用本校統一編號 46804706，向交通大學郵局開立郵

政儲金帳戶的教學或研究單位，是否應立即終止該郵政儲金帳戶之使

用，並即向郵局辦理解約手續，提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1.教育部 94 年 9 月 27 日台會（三）字第 0940131418 號函查本校是否

有未立案之基金、帳外帳、未入本校銀行專戶之經費等情形，會計室

已於 9 月 30 日發函校內各單位查報，並向出納組繳納款項。 

        2.所稱「帳外帳」係指各機關經管款項未由會計單位依會計法等規定登

帳並編製會計報表，且由機關個人握存或存放非代理機構者，無論其

來源為公款或私人款項皆屬之。 

        3.歷年來，校內許多單位使用本校 46804706 統一編號，向交通大學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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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開立郵政儲金「國立交通大學 xxxx」帳號，由形式上觀之，皆屬

於本校校方經管之存款帳戶，符合「帳外帳」之定義，為免造成本校

內部控制之缺失，宜檢討此種權宜措施。 

                決議：1.請秘書室發文全校各單位，請以使用本校統一編號，向交通大學郵

局開立郵政儲金「國立交通大學 xxxx」帳號之單位速結清其帳戶。 

          2.將屬於公款款項部分回繳出納組納入本校會計帳。 

          3.請會計室及出納組研擬新的流程以供全校各單位能快速動支費用。 

    

六、案由：電工系吳錦川教授申請自 94 年 8 月 1 日至 95 年 7 月 31 日

繼續借調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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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擔任有任期職務，且

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

查吳教授前次借調時間分別為 91 年 8 月至 92 年 7 月、92 年 8 月至

93 年 7 月及 93 年 8 月至 94 年 7 月共計 3 年，此次繼續借調時間 1

年，尚符合上開規定。 

3.有關回饋金部份，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6 點規定：「教師借調

至營利事業機構擔任相關工作時，學校應與該事業機構約定收取學

術回饋金，回饋金以該教師於本校原有薪俸或任職機構薪俸中較高

者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本案該公司同意以每月支給吳教授薪俸

NT$125,000 之 30%，即 1 年 45 萬元為本校之學術回饋金。 

4.本案業經電工系、電機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往例同意依電工系及電機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續借調 1 年

決議。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案由：學校部份館舍有漏水、廁所老舊等需修繕狀況，惟院經費不足而總務 

處營繕組分配經費亦有限，是否請校方能多挹注經費以為改善之需。 

決議：請於明年預算分配或 5 年 5 百億的經費撥下時，多規劃館舍修繕經費

以供改善使用。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