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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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888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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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98 年 9 月 25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吳重雨校長（許千樹副校長代理） 

出出出出        席席席席：：：：李嘉晃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周景揚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

長、曾仁杰總務長、王旭斌副總務長、李鎮宜研發長、許尚華國際長、電資中心林

寶樹主任、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

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李弘祺院長（曾成德副院長代理）、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

客家學院莊英章院長、資訊學院林一平院長（曾文貴主任代理）、光電學院王淑霞院

長（請假）、計網中心林盈達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李美燕組長代理）、通識教

育委員會李弘祺主委（缺席）、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陳加再主任、張靄珠主任

秘書 

列列列列        席席席席：：：：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張國明執行長、公共事務委員會詹

玉如執行長（蘇麗尹小姐代理）、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林健正召集人（梁嘉雯

小姐代理）、學聯會徐晨皓會長、會計室呂明蓉組長、保管組鄒永興組長、購運組呂

昆明組長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施珮瑜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歡迎新任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 

    

貳貳貳貳、、、、報告事報告事報告事報告事項項項項    

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8 年 8 月 27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請參閱會議紀錄

附件），已 E-mail 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二二二、、、、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    

（一）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統計資料已完成並發送至各教學單位，個別科目

統計表二份，一份由單位存參，一份請系所轉交給各任課教師。 

1.共有 1590 門課程參與，選修人次為 58482 人，填答人次為 48088 人，填答率達 82.23%，

教學反應問卷之前四題整體印象平均得點為 4.06。 

2.平均得點 4.5 以上課程共計 208 門，平均得點 4.0 以上課程共計 894 門。 

3.平均得點低於 3.0 的課程有 19 門課程。已致函任課教師及其單位主管與院長，另亦送

交任課教師一份面談紀錄表，請老師一個月內與系所主管及院長完成面談。 

（二）請各學系提醒教師進行導生選課輔導：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之相關時程如下，請各

學系提醒教師，可經由「網路選課系統」連結至「全人教育系統-全方位導師服務功能」，

查詢導生、指導學生之選課狀況，進行輔導，該功能並可同時寄信件給學生。 

1.開學加退選為 9 月 14-25 日（開學後兩週內）：學生選課以網路為主，若遇特殊課程（人

數限制、系所限制），無法於網路直接加退選時，可填寫書面「網路選課加退選處理表」。 

2.開學第三週（9 月 28-10 月 2 日）：學生逾期加退選（逾期加退選申請表）及老師選課

輔導（選課輔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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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碩博班免收學分費申請」：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止，本校一般生碩士及博士

(不含專班)若修課符合免收學分費條件者，得申請辦理。 

（四）暑期霹靂優學園課程：為使即將入學之學士班新生利用開學前期間及早認識並接觸本

校優渥之學習環境與資源，本校特於暑假期間規劃霹靂優學園(Pre-U school)課程，

課程分為實體課程及網路課程。本年度（98）計開設有 11 門課程，參加學員計 461 人

次。 

    

三三三三、、、、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    

（一）H1N1 新流感校園防疫工作： 

 1.9 月 7 日召開全校新流感防疫會議，訂定防疫計畫，並成立工作小組，由學務長擔任召

集人，衛保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2.通知全校 9 月 7 日起執行每週二天體溫量測，新生入學輔導、開學典禮及新生入住宿

舍前，統一量測體溫，並發送宣導文宣。 

3.研二舍 8 間共 32 床及逸軒 2 間共 4 床移作休養寢室，以與健康學生區隔。 

4.依據教育部 9 月 4 日召開全國大專院校因應 H1N1 會議中指示，大專校院非固定班級課

程，難以參照 325 停課原則實施，宜採較嚴謹的停課標準，加強宣導大專學生注意自

主健康管理，採「個人停課」為實施原則，維持學生的正常學習。 

5.開學之後，系所將陸續舉辦迎新露營、畢業旅行等大型活動，教育部建議校外活動仍

正常舉行，但要做好防疫工作。 

6.新型流感通報案截至目前共計 16 例輕症，已結案返校 9 位，返家休養 7 位。衛保組處

理措施摘要報告如下，相關記錄及表單請參閱附件一。（P10-13） 

（1）予個案衛生教育，持續電話關懷，密切觀察接觸者體溫狀況。 

（2）聯繫資工、電物、運管、電工、材系所助理，協助安排課輔。 

（3）連絡住服組，進行同寢室同學體溫測量與衛教。 

（4）連絡事務組，進行工三館 016、114 及綜一館 101、工四 117 室。 

（5）通報學務長、生輔組、公共事務委員會、課務組、教官室、諮商中心等相關單位。 

（6）9 月 24 日晚上安排衛生教育-認識新流感講座。 

（7）加強外籍生及僑生衛生教育宣導，請國際中心協助張貼及翻譯網頁英文版自主管理表。 

（8）協助各單位追蹤管理發燒同學共 70 位。 

（9）協助各單位完成第一階段採購 12750 個口罩、38 支額溫槍、4 支耳溫槍、242000cc75%

酒精。 

（二）88 水災關懷賑災～你甲我做夥來擔當認養學校災後重建工作： 

1.心理輔導工作部分，諮商中心根據高雄縣政府心理師團隊對小林國小同學的心理評估

結果，分別於 9 月 15 日及 9 月 21 日南下甲仙鄉，完成 19 位同學第一次的個別心理諮

商與團體心理諮商。而甲仙國小同學的心裡評估尚未完成，完成後視情形安排心理諮商

之協助。 

2.線上課輔工作已完成規劃，預定於 10 月上旬開始進行。 

（三）教育部推動優質人力培育計畫—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本校經部調整後之

員額數為 80 名，目前已媒合成功 68 位畢業生，已審查通過 45 家企業，媒合率已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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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    

（一）學生宿舍暨文教會館 BOT 計畫進度： 

1.98 年 4 月 28 日提送景觀會審議；本案基地位置與範圍業經景觀會議審議通過。 

2.98 年 6 月 11 日提送校規會審議通過。 

3.98 年 6 月 24 日提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4.98 年 6 月 26 日泛喬公司提送規劃構想書到校，申請 BOT 興建學生宿舍及文教會館。 

5.98 年 7 月 16 日教育部召開審查會議授權本校辦理 BOT 案。 

6.98 年 9 月 16 日教育部正式授權本校辦理 BOT 案。 

7.後續將依照法定程序辦理「資訊公開」及「初步審核會議」，以評定出「原始提案人」。 

（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於本校設置之提款機未能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處理事宜： 

1.資訊館靠浩然廣場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前身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設有自動提款

機，時間已超過 20 年。 

2.97 年 9 月審計部蒞校查核本校財務收支狀況時指出，該地點無償提供設置提款機，未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38 點規定辦理訂約，應行改善。 

3.經多次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接洽，都未獲同意簽約，該行表示：當初設立係本校為服

務師生而請求設置，目前營收已不符成本，如要訂約收費，該行將考慮撤機。 

4.該行未能配合本校依法規辦理，擬通知該行撤機，在撤機前將於校園公告週知。 

（三）本處營繕重要工程進度報告： 

1.管理一館增建工程（二期）刻辦理正式驗收作業中，使用執照及消防檢查申請中，消

檢缺失改善中。室內裝修工程 98 年 7 月 14 日決標，已開始展開拆除及裝修工程。（室

內裝修工程 98 年 9 月 9 日申報開工，工期 90 日曆天） 

2.田家炳光電大樓新建工程已申報竣工及取得使用執照並完成工程驗收。有關裝修搬遷

作業進度： 

（1）光電系已由工五館搬遷進駐光電大樓。 

（2）交映樓六、七樓單位（生科系、璞玉）已搬入工五館。 

（3）另理學院及應科中心同步辦理裝修工程及搬遷進駐。 

3.工五館搬遷工程：二樓生科系及璞玉小組已遷入，五樓機械系實驗室空間已整理完畢，

準備辦理搬遷。接續整理九樓電控系實驗室及二樓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推教中心、電

資中心、教務處空間，預計 98 年 10 月 15 日前整理完畢。 

4.客家學院大樓主體工程已於 7 月 27 日報竣。目前消防檢查已通過，使照會勘已完成。

後續裝修工程、室內設備及雜項工程，空間之家具及設備等採購由客家學院負責（集

中採購），以縮短施工時間，室內裝修工程業已決標，工期 45 日曆天，辦理開工中。  

5.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30％成熟度計畫書已由行政院核定通過，刻正辦理建築執照申

請，最有利標評選方式業簽核，已於 9 月 7 日召開第一次採購評選委員會議及修訂工

作會議，並完成招標文件修訂作業，準備辦理公開閱覽作業。 

6.人社三館已完成 30％成熟度計畫書製作，因暫無工程預算來源，9 月 3 日已與建築師

協調勞務費計算費用比例，俟簽陳同意後辦理合約付款作業。 

7.游泳池工程於 98 年 5 月 20 日開標順利決標，刻正辦理開工準備及協調工作，建照執

照新竹市政府同意轉由科學園區管理局審發，已排訂 98 年 10 月 12 日進場開工及施作

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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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光復校區 PU 跑道更新於 98 年 5 月 14 日開標決標，已於 98 年 6 月 24 日開工，預計

98 年 11 月 30 日完成。 

9.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新竹市政府於 98 年 3 月 10 日辦理加強山坡地審查，本案結論

修正後通過，接續將請領雜項執照中。西區工程預計今年 10 月辦理招標及動工，於 99

年 5 月完成全區開發及壘球場闢設。另光復校區臨時壘球場地因整地發現先人墳墓稍

有延遲，惟配合基礎大樓基地興建時程於 9 月底前完工。 

    

五五五五、、、、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研發處報告：：：：    

（一）國科會 98 年度第 2 期「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本次徵求

對象為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校內收件日至 98 年 9 月 25 日止。 

（二）國科會公布 99 年度「人文及社會經典譯注計畫推薦書單」並徵求「人文及社會科學經

典譯注研究計畫」：自提書單者收件日至 98 年 9 月 30 日止。 

（三）國科會徵求「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方案」構想書:校內收件日至 98 年

10 月 12 日止。 

（四）國科會人文處「為提昇學習能力之閱讀基礎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8 年

10 月 27 日止。 

（五）國科會徵求 98 年度「關懷災民科普活動計畫」:採隨到隨審作業，校內截止日至 98年

11 月 26 日止。 

（六）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推動科學園區與周邊大學合作構想」徵求創意計畫書: 校內截

止日至 98 年 10 月 8 日止。 

（七）教育部辦理補助臺灣文史藝術國際交流計畫徵求事宜: 99 年度受理申請以 2 次為原則，

第 1 次：98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第 2 次：99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請分

別於限期 3 日前辦理申請。 

（八）教育部辦理補助臺灣文史與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徵求事宜 

1.研習活動類：99 年度受理申請以 2 次為原則，第 1 次：98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

第 2 次：99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 

2.課程類：99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請分別於限期 3 日前辦理申請。 

（九）教育部辦理補助「推動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徵件事宜」:校內截止日第 1 次至

98 年 10 月 27 日止，第 2 次至 99 年 3 月 29 日止。 

（十）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開徵求「99 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98 年 9

月 23 日止。 

    

六六六六、、、、國際處報告國際處報告國際處報告國際處報告：：：：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截至目前為止，外籍新生報到人數共 86 人，外籍學生

人數總人數達 265 人，較 97 學年度成長了 4 成；至本校之外籍交換生自今年 7 月至今累

計共 73 人次。 

    

七七七七、、、、頂尖頂尖頂尖頂尖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依據「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暨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梯次工作圈第 10

次會議，99 年編列預算以 98 年原核定經費 75％編列，故 99 年預算為 6 億 7,500 萬元，

其經資門比例為（63％：37％）；經常門額度為 4 億 2,525 萬元、資本門額度為 2 億 4,97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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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計網計網計網計網中心報告中心報告中心報告中心報告：：：：    

（一）校務資訊系統 

1.教務處 

（1）完成第一階段改版課務系統：原課務組使用之課務管理系統功能分散，子功能間沒有

整合，課務作業雖有電腦系統，但實質上由人工作業判斷及操作，故於今年進行改版

與整合，改版的課務系統後端管理功能，包含選課、排課、教學反應問卷、教師鐘點

核計等四項子系統，同時整合子系統間的功能，改善原系統功能，提供課務組承辦人

有效快速處理課程及教師鐘點等資料。 

（2）完成改版選課系統：原選課系統中未有暑修校際選課，課務組人員多年來皆是人工作

業，而教室借用功能亦已不敷使用，故於今年進行改版，並同時整合系統功能與上游

註冊組學籍資料。改版教室借用系統 70% 的功能、增加暑修校際選課子系統與增加

便利商店繳費功能、改善選課系統助理與教師之功能、整合原有課務組管理端審核功

能，改善後端課務組行政作業流程。 

2.策略發展辦公室：完成捐款徵信系統並結案，以提供捐款人線上查詢捐款明細。 

3.總務處：完成營繕管理資訊系統並結案，此系統可將所有館舍之設備，包含燈具、消防

設備等等定位資料記錄於系統內，有效管理營繕設備，校內各人員並可線上報修設備，

簡化報修程序並可有效追蹤維修狀況。 

4.完成校園入口網--整合離校/選課/導師系統：可由入口網站一次登入離校/選課/導師系

統，簡化使用者登入程序。 

（二）完成交大校園無線網路第二期：全校性無線網路系統完工後，方便交大師生及訪客來

賓使用交大網路資源： 

   1.師生可隨時隨地使用 email 帳號登入無線網路系統。 

   2.其他大學人員至本校，或本校人員至他校也可跨校漫遊。 

3.校外來賓可隨時線上申請臨時帳號，以簡訊的方式發送至申請人手機中，來賓登入後即

可使用無線網路。 

4.校方舉辦研討會或學生活動，亦可向計網中心申請大量帳號，活動期間參與活動的人員

皆可使用交大網路資源。 

（三）完成宿網佈線更新工程：本校 17 棟宿舍網路佈線更新工程，共計 7500 個節點，已於

9 月 13 日完工。本案除提供全校住宿同學較穩定之網路服務外，並具以下特色： 

   1.於公共區域處建置金屬鋁製線槽，提供線路較佳之保護。 

   2.清除管路內之積水，提升網路傳輸品質。 

   3.孔位、線路與設備對應清楚，對日後維運將事半功倍。 

   4.全面採用低煙無毒線材，依 TIA 規範施工，減少線材品質不良所造成的問題。 

（四）完成台南分部資訊基礎建設：為協助璞玉計畫推動台南分部光電學院資訊基礎建設，

計中投入人力規劃台南分部與新竹校本部網路資源共享、台南分部無線網路建置、分

部主機房建置、台南分部辦公用電腦系統安裝、圖書館分館資訊檢索區系統安裝，門

禁系統及監視系統整體規劃，已於 8 月 27 日完工。 

（五）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案：以下列出最近兩次 (2009 年 1 月與 7 月份)，網路世界大

學相對排名，國內前五名學校的名次比較。內容包含總排名，以及四個分項－SIZE、

VISIBILITY、RICH FILE 與 Google SCHOLAR 的相對排名，請參閱附件二。（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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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一）98 年度大學新鮮人特展：9 月 14 日至 10 月 31 日圖書館將於 2F 特展區推出「98 年度

大學新鮮人特展」，圖書館為大學新鮮人精心挑選了二百餘冊的精采基礎讀物，範圍涵

蓋了科學的入門與基礎、美術史與藝術探索、邏輯與哲學、網路大未來、創意與經營、

教育現場直擊、贏家小傳、語言與文字的演變、文學及影像敘事、設計與品味、生命

與醫學的沈思…等。其中嚴長壽的「我所看見的未來」、吳祥輝的「芬蘭驚艷」等書都

曾令讀者驚艷，Richard P. Feynman 的「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更

是台灣第一暢銷的科普書。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觀。 

（二）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展：9 月 24 日至 10 月 9 日本校與國家文化總會大眾教育基金會

合作於圖書館 2F 展示廳推出「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展」。希望藉由此次豐富的圖文史

料，將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貧農生活與製糖業；簡吉的文藝才華、農民運動、左翼運動

並及天倫親情；台共的崛起與二二八失落的符碼，都將一一呈現讀者面前。 

（三）楚戈的藝術與文學˙小型書展：9 月 22 日至 10 月 21 日圖書館配合藝文中心的「創作

就是要好玩—楚戈藝術大展」，於 2 樓特展區推出了「楚戈的藝術與文學˙小型書展」，

將楚戈的「散步的山巒」、「再生的火鳥」、「咖啡館裏的流浪民族」及「繩之以藝」等

作品精彩呈現。 

（四）圖書館利用課程：圖書館已於 9 月份起，為各系所設計各種資料檢索與圖書館利用訓

練課程，目前計有 43 場次，詳細資料請見圖書館網頁「圖書館訓練課程」。 

    

十十十十、、、、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一）建教行政管理費之支用規定說明如下： 

依教育部 98 年 7 月 13 日台會(一)字第 0980116989B 號函略以：監察院調查某校建教

合作計畫之執行，核有其收支管理欠缺嚴格之法制規範與管理費之提撥、使用及核銷

有諸多缺失。為避免類此情形再次發生，請本校重新檢視相關收支管理規定及支應原

則，如有不符合建教合作機構及委辦機關所訂規定、契約或管理費用途者，應即檢討

並併同其餘待修訂之收支管理規定陳報本部完成備查程序；亦請確實檢討校內現行管

理費之提撥、使用與核銷，是否符合相關規定，若有不符者，應請立即更正，並加強

內部審核作業。 

1.有關辦理建教合作計畫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或管理費），係為支應計畫執行所需之間

接費用，各單位不得以計畫所提撥之管理費作為交際應酬、贈款等之支出（例如禮金、

禮品、禮券及餐費等）。 

2.因應辦理情形： 

（1）支用規定：會計室以 7 月 27 日交大會字第 0980009164 號通知請各單位依規定辦理。 

（2）請研發處積極辦理檢視相關收支管理規定及支應原則，如有不符合建教合作機構及

委辦機關所訂規定、契約或管理費用途者，應即檢討並併同其餘待修訂之收支管理

規定陳報教育部完成備查程序。 

（二）國科會管理費之支用規定說明如下： 

依國科會 98 年 9 月 11 日臺會綜二字第 0980066917 號函略以：有關該會補助各類專題

研究計畫項下核列之管理費、其支用規定、賸餘款處理方式、報銷方式、帳務處理及

查核方式等規定，98 年 8 月 1 日及以後開始執行之計畫(含新制多年期專題計畫第 2



7 

年及第 3 年計畫)須依規定辦理。 

    1.重點摘述: 

（1）管理費：為執行機構配合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費用，由執行機構統籌支用，但不得

違反政府相關規定。 

（2）國科會所撥經費(含管理費)不得用作下列各項開支： 

○1 與研究計畫無關之開支或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 

○2 與本會補助經費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 

○3 購買土地或執行機構本身庫存之物資及現有之設備。 

○4 慰勞或饋贈性質之支出。 

○5 交際應酬費用(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 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除外)、罰

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6 建造購買或租賃房舍車輛、房舍及傢俱之修理維護等。 

（3）賸餘款處理方式：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及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

未支用之賸餘款免予繳回國科會。 

（4）帳務處理：須單獨設立專帳登錄，與其他單位之管理費(如：農委會、經濟部...等)

分開處理，以供查核。 

（5）查核方式：管理費原始憑證依規定保管，國科會於查核專題計畫經費支用情形時一

併查核。 

2.因應辦理情形： 

（1）會計室帳務處理，將單獨設立國科會管理費專帳，各單位建教管理費新增專帳「原

管理費代號-NS」，與其他委辦單位之管理費分開處理，以供查核。 

（2）支用規定：通知函請各單位依規定辦理，並請各單位自行  控管支出須為計畫執行

期限內之開支。 

（3）請研發處積極辦理檢視相關收支管理規定及支應原則，如有不符合國科會所訂規定

或管理費用途者，請即檢討修訂。 

（三）重申關於本校各項採購案請確實依「國立交通大學採購案權責劃分表」(98 年 7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辦理相關事宜。 

1.100 萬元以上：由承辦業務單位（係指事務組、圖書儀器購運組、營繕組、勤務組）

按下列方式辦理：（1）公開招標（2）選擇性招標（3）限制性招標。 

2.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承辦業務單位或請購單位上網辦理招標及決標作業（公開

招標由主辦業務單位辦理；公開取得由請購單位辦理）。由主辦業務之事務、購運、營

繕、勤務組長或職務代理人主持議比價。 

3.10 萬元以下：請購單位自行辦理。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沛鑫半導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擬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續借調

本校光電系陳志隆教授至該公司服務 1案(陳師於 96年 8月 1日至 98年 7月 31日借調

該公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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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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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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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手續」。 

（二）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 4 點規定：「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為四年，必要時得不

受同一借調單位之限制」。 

（三）有關學術回饋金部分，依同準則第 6 點第１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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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原則。回饋金得逐案訂定」。 

（四）本案光電系及電機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續借調期間為 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計 1 年。 

 

參參參參、、、、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一一一一：：：：本校本校本校本校「「「「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總務處提總務處提總務處提總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系所座談會意見及 97 年 12 月 15 日第 25 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為提供退休教師使用空間之需要，並有效彈性運用本校建築空間，依 98 年 7 月 28

日第 27 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決議修正本案提行政會議審議。 

三、本校「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三。（P15）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條文內「研究室」，均修正為「個人研究室」。 

（二）條文第二點「本校教師退休時，……並經系（所）院務會議……」修正為「本校

教師退休時，……並經系（所）務會議、院主管會議……」。 

（三）條文第五點「本要點施行前，……除經依本要點第二條所訂……」修正為「本要

點施行前，……除經依本要點第二點所訂……」 

    二、本校「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請參閱附件四。（P16）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每年畢業學生借用畢業服每年畢業學生借用畢業服每年畢業學生借用畢業服每年畢業學生借用畢業服，，，，擬由系所助理協辦並為連絡窗口擬由系所助理協辦並為連絡窗口擬由系所助理協辦並為連絡窗口擬由系所助理協辦並為連絡窗口，，，，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總務處提總務處提總務處提總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歷年來學生透過畢業服借用系統個別上網申請借用畢業服，申請後由保管組一一找

班代〈或系所指派提供一名學生〉於規定日整批領取及歸還畢業服之作業方式，除

連絡上較不便外，又常遇負責之學生，畢業後未能配合歸還，徒增困擾。 

二、保管組每年辦理畢業服借用歸還（含學、碩、博士服）高達 3,000 多套，學、碩士

服採團體領取與歸還之作業方式，面對約 80 個系所，如無對應窗口，耗時甚鉅。 

三、目前台大、清大畢業服借用業務皆是由系所助理協辦，而本校在職專班目前也大部

分由系所助理協辦，建議自 99 年度起本校各系所大學部、碩士班及在職專班畢業服

的借用，由系所助理當連絡窗口，負責連繫班代或指派學生辦理。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本校本校本校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擬更名為擬更名為擬更名為擬更名為「「「「資訊技術中心資訊技術中心資訊技術中心資訊技術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Information Technol(Information Technol(Information Technology ogy ogy ogy 

Center)Center)Center)Center)，，，，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原名計算機中心，於民國 88 年因應網路的重要性，更名為「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而近幾年來計算機與網路的應用都日趨成熟，重點也移轉至 e 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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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強調校務資訊的開發與使用，觀察國內外其他大學，已有多所學校更名為資訊

中心，請參閱附件五。（P17） 

二、本更名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擬循序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修正通過為「資訊技術服務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台南分部提台南分部提台南分部提台南分部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據 98 年 8 月 19 日召開之「台南分部總管理處與校本部相關業務之推動與運作協

商會議」決議：台南分部招待所管理機制比照校本部現行機制，由台南校區總管理

處負責營運及管理。 

二、本要點業經 98 年 9 月 14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台南分部、院、所聯席會議核備通過。

相關會議記錄請參閱附件六。（P18-19） 

三、本校「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七。（P20）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本要點格式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據以修正後通過。 

二、本校「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全文請參閱附件八。（P21） 

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會後請秘書室與人事室協商本校設立法制單位之可行性（如管考組），負責研考、

法制或審理議案等相關業務。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五五五五：：：：本校本校本校本校「「「「紀念品領用紀念品領用紀念品領用紀念品領用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及及及及「「「「紀念品銷售紀念品銷售紀念品銷售紀念品銷售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提提提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因 97 年 11 月審計部查核建議本校應訂定紀念品（含校內領用及對外銷售）相關辦

法。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參酌與會主管意見修正文字及格式後（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九，P22-24），提下次

行政會議。    

 

案由六案由六案由六案由六：：：：本校本校本校本校「「「「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則則則」」」」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研發處提研發處提研發處提研發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 年 4 月 3 日台會(一)第 0980053625A 號來函辦理，通過後將送本校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十。（P25-30） 

二、依人事室及會計室建議，請討論該支領是否符合「係為支應計畫執行所需之間接費

用」。 

三、本次僅修正「研究中心」項目欄位，刪除需棣屬研究總中心限制，本校「任務編組

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一。（P31-32）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不宜僅以表格方式呈現，請研發處與會計室、人事室研擬具體條文後，提下次

行政會議討論。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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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編

號 
單位(系
所) 

確診

日期 
預計 
返校 
時間 

宿舍休養空間 住家自主 康復 
返校 

1 應藝碩 4 9/2 9/15  在家 9/5 
2 外文 5 9/15 9/18  租屋 9/18 
3 運管 2 9/17 9/22  9/17 

(八舍 219） 
9/22 

4 資工 2 9/16 9/22  9/17 
（十舍 527） 

9/22 

5 資工 2 僑 9/17 9/22 9/17 研二 517 （13 舍 402） 9/22 
6 電機 2 僑 9/17 9/22 9/17 研二 517 （13 舍 402） 9/22 
7 電物 1 外 9/17 9/22 10 舍 133 （十舍 527） 9/21 

＊ 
8 資工 2 9/18 9/28  9/18 

(八舍 208) 
 

9 電物 3 9/18 9/24  9/18 
(八舍 114） 

 

10 電子 3 9/19 9/26  9/19 
八舍 215 

 

11 資工 2 9/19 9/23  9/19 
女二 632 

9/23 
＊ 

121211  12 2  資工 2 9/20 9/25  9/20 
三舍 114 

9/23 

＊ 
13 電信 4 9/20 9/25  9/20 

女二 875 
 

14 資工 2 9/21 9/26  9/21 
13 舍 717 

 

15 資工 2 9/19 9/24  9/19 
女二 732 

 

16 材料 9/22 9/27  9/21 租屋  
＊ 經醫師同意提早返校上課，請戴口罩上課 

新流感個案通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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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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流感新型流感新型流感新型流感」」」」個案處理單個案處理單個案處理單個案處理單 
系所/單位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宿舍  家長電話  
病情摘要: 
 
 
 

呼吸道 □發燒(       )□咳嗽     □喉嚨痛  □呼吸急促 

□流鼻水      □肌肉酸痛 □ 頭痛   □極度軟弱 

□ 四肢無力   □其他 

腸道 □腹瀉         □嘔吐     □其他 

 
主

要 
症

狀 
 
 
 
 
 其他症狀 □ 

處理措施 
1.予個案衛生教育 
□ 已說明自主管理配合事項，給予自主管理單。 
□ 已給予自主管理所須物品。 
□ 已通知家人帶回，至少 5 天，至症狀消失後 24 小時才可上課。 
□ 已安排休養空間住宿，至少 5 天，至症狀消失後 24 小時才可上課。 
2.通報相關單位 
□連絡住服組，進行同寢室同學體溫測量與衛教。 
□連絡住服組（31499）進行房間消毒 
□連絡系助理協助（    ）請假課輔 
□e-mail 連絡生輔組（ 50857 ）、學務長（31397）、公共事務委員會（31283 ）、 
           課務組（50421）、教官室（31339）諮商中心（51304） 

□ 事務組公共空間消毒（31620） 
□ 其他： 
 
 

 
承辦人：                  主管              會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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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大學自主健康管理大學自主健康管理大學自主健康管理大學自主健康管理紀紀紀紀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班別/單位：                 年級：              姓名：                    

日期 時間 體溫（℃） 主 訴 症 狀 備註 

     

     

     

     

     

     

     

     

     

     

     

     

     

     

     

備註：1.請每日測量體溫並記錄。                           護理人員: 

      2.腋溫計使用前，將水銀甩到 35℃以下，置腋窩下夾緊 5 分鐘，用畢以 75﹪酒精擦拭

消毒。 

      3.若腋溫超過 37.5℃、耳溫超過 38383838℃℃℃℃，即有發燒徵兆，應特別留意，並早、晚各量一

次體溫，若體溫持續增高，就必須立即就醫。 

      4.若有發燒發燒發燒發燒、、、、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呼吸急促呼吸急促呼吸急促呼吸急促等症狀，請戴上口罩戴上口罩戴上口罩戴上口罩立即就醫，就醫過程切勿搭乘大眾就醫過程切勿搭乘大眾就醫過程切勿搭乘大眾就醫過程切勿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並告知本人為自主健康管理者；就診結果請立即向校方回報。 

      5.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減少外出及會客，儘量避免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6.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咳嗽或打噴嚏時，應用衛生紙掩住口鼻，沾有咳嗽、鼻涕

等個人分泌物之衛生紙，應先置入塑膠袋妥善密封，或利用馬桶沖掉後並洗手。 

7.患者則應至症狀解除後 24 小時才能返校上課。 

8.自主管理期間結束後，請將此表交回衛生保健組。 

9.衛生保健組：分機 31906，03-5731906；(03-5712121-51199) 

  軍訓室轉 3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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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Self-management Measures    

class：              Student id：              name：                    

date  time temperature symptom report remarks 

     

     

     

     

     

     

     

     

     

     

     

     

     

     

     

note：                                               nurse sign： 

 

1. Please take your body temperature everyday and fill out in the form.。  

      2.Shake off the thermometer temperature below 35℃ before taking the armpit 

temperature. Clean the thermometer with 75﹪of alcohol solution after using 

it. 

      3.If you experience symptoms such as  fever (>38℃), coughing or sore throat, please put on the 

face masks and  wash your hands frequently. 

4..After all symptoms subside, please wait for 24hr before return to class. 
5.After the period of health self-management,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back to Sanitary and 

Health Caring Center 
      6.Keep a good sanitary habit such as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ith toilet paper 

and flush or pack the used disposable paper stained with nasal mucus, Wash 

your hands thoroughly immediately. 

 

7..call Sanitary and Health Caring Center at 03-5731906 from 8-5pm, or 

03-5712121-31339 from 5pm-8am, Office of National Defense at 3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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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 月與月與月與月與 7777 月份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月份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月份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月份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國內前五名的名次對照國內前五名的名次對照國內前五名的名次對照國內前五名的名次對照    

總排名總排名總排名總排名    

(1(1(1(1 月月月月/7/7/7/7 月月月月))))    

SIZESIZESIZESIZE    VISIBILITYVISIBILITYVISIBILITYVISIBILITY    RICH FILERICH FILERICH FILERICH FILE    SCHOLARSCHOLARSCHOLARSCHOLAR    

 1 月 7 月 1 月 7 月 1 月 7 月 1 月 7 月 

台大 

(50/26) 

116 34 87 33 46 79 13 18 

成大

(274/101) 

316 230 421 214 235 183 53 6 

中山

(282/124) 

333 214 405 201 348 238 28 25 

交大

(179/146) 

90 151 178 133 171 199 590 267 

清大

(308/209) 

161 159 502 300 220 242 328 211 

1.從以上網路世界大學相對排名的數據統計列表，國內前五名大學都持續進步。 

2.網路世界大學的排名計算方法有重大改變(舊的計算方法已不適用) 

(1)從各校的總排名，發現成大和中山大學兩校，本次(2009/07)總排名超越本校，且兩校

的變動名次頗大；相對而言，本校的名次變動較小。 

(2)經過舊版排名公式，使用上述分項資料，手動重新計算。所得結果，本校排名仍在第

二名(只落後台大，仍領先其他各校)，為這部分與已公佈的結果，並不相符。經追查

webometrics 官網 (http://www.webometrics.info/) 變動資訊，並與計畫負責人

e-mail 連繫，確認從 2009.07 起的 webometrics 相對排名，已採用新的計算的方法。

本次許多學校排名，看起來突然有較大變動，都跟這個措施有關。 

(3)從目前各分項排名的變化（採用新的計算模式），以本校和成大比較為例，本校在 Size 

/Visibility 兩項領先，而 Rich File 和 G. Scholar 兩項由成大領新。其次，以本

校和中山比較，則本校在三個分項領先 ( G. Scholar 除外)，但中山的總排名卻在本

校之前。 

3.本校在 Google Scholar 分項排名仍有大幅改善空間－本項重任落在圖書館 

從表 1 的數據，目前本校與台大、成大、中山等校在 Google Scholar 項目差距較大，

尚有顯著進步空間。差距主因為歷年碩博士論文之全文電子檔或摘要目錄檔之數量 (查證

相關學校在 G. Scholar 上的資料分佈 )。因此，本項指標的改善，重點將落在圖書館(碩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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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98.7.28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退休教師使用空間之需要，並有效彈性運用空間，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退休時，依本校現行規定應於退休日起三個月內將使用之研究室及實驗空間交

還原管理單位；如因特殊理由得於退休前三個月向各系（所）提出申請，並經系（所）、

院務會議及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使用。 

三、研究室及實驗空間借用資格及年限，除敦聘之名譽教授及講座教授外，須符合： 

（一）現受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計劃、編撰重要著作或指導學生者。 

（二）未在其他機構專職者。 

凡經同意使用者，期限為一年，屆期得申請延長一年，全部使用期間不得逾三年。 

四、研究室及實驗空間經申請同意使用後，限當事人使用，逾半年未使用或私自轉讓者，本

校得強制收回，當事人不得再提出使用申請。 

五、本要點施行前，已由退休教師所使用之研究室或實驗空間，除經依本要點第二條所訂程

序中申請保留使用者外，應自本要點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交還。 

六、本校退休教師所使用之空間及場所，以現況借用為原則，如需整修應經學校同意，並由

使用單位（人）自行籌措經費修繕。 

七、各系所得規劃共同使用空間，提供退休或離職教師使用。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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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    

九十八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980925)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退休教師使用空間之需要，並有效彈性運用空間，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退休時，依本校現行規定應於退休日起三個月內將使用之個人研究室及實驗空

間交還原管理單位；如因特殊理由得於退休前三個月向各系（所）提出申請，並經系（所）

務會議、院主管會議及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使用。 

三、個人研究室及實驗空間借用資格及年限，除敦聘之名譽教授及講座教授外，須符合： 

（一）現受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計劃、編撰重要著作或指導學生者。 

（二）未在其他機構專職者。 

凡經同意使用者，期限為一年，屆期得申請延長一年，全部使用期間不得逾三年。 

四、個人研究室及實驗空間經申請同意使用後，限當事人使用，逾半年未使用或私自轉讓者，

本校得強制收回，當事人不得再提出使用申請。 

五、本要點施行前，已由退休教師所使用之個人研究室或實驗空間，除經依本要點第二點所

訂程序中申請保留使用者外，應自本要點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交還。 

六、本校退休教師所使用之空間及場所，以現況借用為原則，如需整修應經學校同意，並由

使用單位（人）自行籌措經費修繕。 

七、各系所得規劃共同使用空間，提供退休或離職教師使用。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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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內大學 
台大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Networking Center 
清大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Computer & Communication 

Center 
中山 圖書與資訊處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中興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Computer &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CINC) 
師大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淡江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enter 

逢甲 資訊處 Information Center 
元智 圖書資訊服務處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輔仁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亞洲 資訊發展處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台北大學 資訊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長庚 資訊中心 Computer Center 

 
國外大學 
UC Berkele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Stanfo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MI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CMU Computing/Technolog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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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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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為健全招待所(以下簡稱為本所)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所之管理單位為台南分部總管理處。 

第三條 本所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一、 依「國立交通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延攬來校之講座教授、國科會或本校聘任

至本校服務之客座教師、傑出學人。 

二、 來本校從事學術交流之學者及其眷屬。 

三、 本校教職員工及其眷屬。  

四、 本校學生(女性及身心障礙生優先) 

五、校友及其眷屬。  

六、 本校所舉辦活動之參與者及其眷屬。  

七、其他(經校長或台南分部主任核准者)。 

第四條 本所借住原則及期限： 

一、 長期住宿者(係 2 週以上 1 年以內)： 

(一) 以供符合第三條第一、二、三、四項資格者借住使用為原則，惟眷屬不得單獨

申請借住。非屬前揭資格者，須專簽簽請核准方可申請借用。 

(二) 申請人填具申請單，檢附證件影本，至總管理處辦理借住手續。若招待所空位

不足，依第三條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安排入住，若排序相同者，則以申請先後為

準。 

(三) 為提升長期招待所之流通性，借住者應於每年 8 月 1 日以前，依規定重新提出

申請。 

(四) 為增加本所使用率，長期住宿者於約定住宿期限滿期前，不再租借時，應提前

7 天通知管理單位。 

二、 短期住宿者： 

(一) 住宿期限最長 2 週。 

(二) 申請人填具申請單，檢附相關資料，至總管理處辦理借住手續，依實際住房情

形安排入住。 

(三) 電話預約保留者，個人應於住宿前 3 天、團體應於 7 天前向本所確認，住入時

補辦借住手續；否則本所管理單位得取消其借用資格。 

三、 借宿期滿，如欲再借者，須重新辦理申請。 

第六條 本所收費標準及住宿需知由管理單位另行之。 

第七條 本管理要點由台南分部總管理處訂定，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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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 

九十八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980925)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為健全招待所(以下簡稱為本所)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所之管理單位為台南分部總管理處。 

三、本所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一）依「國立交通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延攬來校之講座教授、國科會或本校聘任

至本校服務之客座教師、傑出學人。 

（二）來本校從事學術交流之學者及其眷屬。 

（三）本校教職員工及其眷屬。  

（四）本校學生(女性及身心障礙生優先) 

（五）校友及其眷屬。 

（六）本校所舉辦活動之參與者及其眷屬。 

（七）其他(經校長或台南分部主任核准者)。 

四、本所借住原則及期限： 

  （一）長期住宿者(係 2 週以上 1 年以內)： 

       1.以供符合第三點第一、二、三、四款資格者借住使用為原則，惟眷屬不得單獨申請

借住。非屬前揭資格者，須專簽簽請核准方可申請借用。 

       2.申請人填具申請單，檢附證件影本，至總管理處辦理借住手續。若招待所空位不足，

依第三點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安排入住，若排序相同者，則以申請先後為準。 

       3.為提升長期招待所之流通性，借住者應於每年 8 月 1 日以前，依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4.為增加本所使用率，長期住宿者於約定住宿期限滿期前，不再租借時，應提前 7 天

通知管理單位。 

  （二）短期住宿者： 

       1.住宿期限最長 2 週。 

       2.申請人填具申請單，檢附相關資料，至總管理處辦理借住手續，依實際住房情形安

排入住。 

       3.電話預約保留者，個人應於住宿前 3 天、團體應於 7 天前向本所確認，住入時補辦

借住手續；否則本所管理單位得取消其借用資格。 

  （三）借宿期滿，如欲再借者，須重新辦理申請。 

五、本所收費標準及住宿需知由管理單位另行之。 

六、本要點由台南分部總管理處訂定，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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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領用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領用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領用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領用管理作業規定管理作業規定管理作業規定管理作業規定    

九十八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980925)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本校業務所需之紀念品，，，，由本校公共事務委員會

統籌，委託廠商製作具本校代表性及紀念性質之禮品，供校內各單位使用，特訂定本規

定。 

二、本校各單位得依實際需求並秉持撙節精神提出「紀念品領用申請暨經費核銷清單」，經核

可後領用。 

三、紀念品請領用途： 

（一）提供為國際禮儀(國內外交流、外賓來訪、出國參訪、簽約合作、對外表達本校感謝

及留念之意等)致贈國內外賓客之用。 

（二）提供為重要獎項之獎品。 

（三）提供為促進校務發展辦理之教學研究宣傳推廣用。 

（四）提供為辦理學生活動或招生宣傳。 

四、紀念品經費來源： 

（一）由專項費用先行墊付製作費用，後依「紀念品領用申請暨經費核銷清單」所示，將

領用單位經費轉帳至該專項費用。 

（二）用途為第三點第（一）或第（二）款者，若符合行政院及教育部相關規定，得於各

單位業務費、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或其他符合規定經費支應。 

（三）用途為第三點第（三）或第（四）款者，得於符合五項自籌經費規定之任一項經費

支應。 

五、紀念品內部控管方式： 

（一）紀念品均妥善保管於本校倉庫內，俟核可後領用。 

（二）建立內部帳務紀錄：按紀念品種類分別列帳管制，根據購置增加、領用等有關憑證

登錄，按日逐筆登記數量及金額。 

（三）建立盤存控管紀錄：定期實地盤存核對，並作成盤存紀錄送請主管核閱，如因疏失

而招致遺失或損毀，應視情節輕重，依法賠償或議處。 

六、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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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領用申請暨經費核銷清單（格式） 
請上網 http://souvenir.nctu.edu.tw 辦理 

領用單位 領用日期 

 年    月    日 
經費(計畫)編號 
教育部補助計畫及頂尖計畫不適用 

 

紀念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請勾選) 

□必要頒獎之獎品（檢附相關辦法） 

□依國際禮儀致贈外賓（檢附相關說明文件） 
(請勾選經費來源) 

□A學校分配預算(至三組審核) 

□B 計畫及自籌經費(至一組審核)用途說明(致

贈事由與對象)： 

    

    

    

    

    

合計  

 

承辦人／聯絡電話 公共事務委員會(業務單位)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承辦人 

執行長 
 

領取人 

單位使用人 

會計室 

 

 

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 
組長 

 

 

 

註： 

1. 各單位請購紀念品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

進方案」第七點辦理。 

2. 有關出國攜帶紀念(禮)品致贈外賓者，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辦法」辦理。 

3. 依其它相關法規辦理，請各單位審慎評估。 

4. 紀念品領回後由使用單位自行列管。 

5. 領用單位若有需要請自行留檔。 

 



 24

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國立交通大學紀念品銷售管理作業規定管理作業規定管理作業規定管理作業規定    

九十八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980925)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擴大本校紀念品服務範圍，服務所有校友及一般民眾

之購買需求，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校紀念品係指含本校校名或任何識別標誌之禮品。 

三、紀念品銷售之簽約與授權： 

  （一）紀念品之設計、製作、授權、收益及相關事項，由本校公共事務委員會統籌辦理。 

  （二）凡欲使用本校識別標誌者，應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未經同意或授權而擅自使用者，

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利，並禁止其使用。 

  （三）欲製作或銷售本校紀念品者，得與本校簽訂授權合約，於合約中載明授權金等雙方

合作方式，依約進行商業行為。 

四、紀念品銷售方式： 

（一）由本校簽約商自覓通路銷售。 

（二）由本校買進，於校內自有通路銷售。 

五、紀念品內部控管方式： 

（一）對外銷售紀念品之相關業務收入及支出，均納入本校年度預算中，並依規定繳納營業

稅。 

（二）由本校買進、待售之紀念品，均妥善保管於本校倉庫內。 

（三）建立內部帳務紀錄：按紀念品種類分別列帳管制，根據購置增加、領用等有關憑證登

錄，按日逐筆登記數量及金額。 

（四）建立盤存控管紀錄：定期實地盤存核對，並作成盤存紀錄送請主管核閱，如因疏失而

招致遺失或損毀，應視情節輕重，依法賠償或議處。 

六、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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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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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則則則條文修正對照表條文修正對照表條文修正對照表條文修正對照表 

(教育部未核定之副主管、組長、主任、顧問工作費支給原則)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單位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屬研究總中心者） 刪除研究總中心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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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國立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則則則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 

(教育部未核定之副主管、組長、主任、顧問工作費支給原則) 

八十九年八月四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九十六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九十六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職  稱 單          位  資  格  及  每  月  工  作  費  經 費 來 源  備註 
副主管 五處、圖書館、計中 教授兼 1 萬 6 仟元（副教授以上）  

       1 萬 4 仟元（助理教授）  
職員兼 1 萬零 5 佰元  

學校行政管理費付    

副主管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同上  自付     

兼任組

長  
五處、圖書館、計中 
公共事務委員會 

職員兼 8 職等 6 仟元  
      9 職等 7 仟 5 佰元  
教師兼 7 仟 9 佰元  

學校行政管理費付 以行政會議通過之任務編組組長，且教育部

人事費不能支付者為限。  

兼任組

長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職員兼 8 職等 6 仟元  

      9 職等 7 仟 5 佰元  
自付  以行政會議通過之任務編組組長，且教育部

人事費不能支付者為限。  
副主管 院、系  

（含實習工廠主任）  
8 仟至 1 萬 6 仟元（副教授以上）  
6 仟至 1 萬 4 仟元（助理教授）  

自付  （不含獨立所，並且學系須為雙班；院至多

二名）  
主  任 研究中心（屬研究總中心

者）  
主任工作費不得超過一級主管加給  
一年所領工作費不得超過當年該中心管

理費的20%  

自付     

顧  問    5 仟至 8 仟元  自付  以簽呈為準  
主管及

副主管 
專案設立任務編組單位 教授兼主管 2 萬 5 仟元 7 佰元(副教授

以上) 
教授兼副主管1萬6仟元(副教授以上) 

學校行政管理費付 1.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專案設立 
2. 以簽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