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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9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3月 18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帄副校長、台聯大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沈定濤副教務長代理）、傅恆

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張翼研發長、許尚華國際長（蔡佳雬副國際長代理）、電

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亯宏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傅恆霖教授代理）、

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唐瓔璋副院長代

理）、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莊英章院長、資訊學院

簡榮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陳亯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

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譚潔芝主

任、裘性天主任秘書 

列  席：台南分部許千樹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裘性天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

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學聯會陳慕天會長（陳良敬副會長代

理）、課外活動組蔣崇禮先生、住宿服務組喬治國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國科會補助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計畫之獎勵金於日前核定，因領取此獎勵金期間，不得重

複領取本校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給，故已支領本校傑出人士榮譽獎勵支給之教師，可擇

一領取獎勵金後，將擇領後之另項獎勵金退還。請各院長或中心主任協助轉達並向教師

說明，造成各教師困擾敬請包涵。 

二、本校獲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中，約 10%及校內五項自籌經費可用作獎勵

或彈性薪資，以獎勵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等，但國科會補助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計畫之

獎勵金則以獎勵研究為主。有關彈性薪資研擬及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分配，將與各學院主

管及教師座談並充分交換意見後再議。 

三、本校將於 3月 29日赴教育部簡報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於 5月 11 日至 12日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接受實地訪評，務請各院、中心及各處室務全力配合。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0年 3月 4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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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99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P11-13） 

 

三、教務處報告： 

（一）碩士班招生：100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含EMBA)入學考詴已於2月17日、18日

及19日順利舉行，今年報名人數為13581人，較去年增加841人，並已於3月3日初詴放

榜，感謝各院系所及相關單位在詴務方面的支援。台聯大碩士班聯招也於2月19日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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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筆詴，3月10日放榜。台聯大碩士班聯招電機部份與台大(半數系所)及成大同一天，

媒體有一些報導，教育部也召集相關大學會商，相關招生策略會在台聯大招生委員會

議中也有一些討論，原則上尊重相關系所的意見。 

（二）陸生招生：南台科大主辦的「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網址為

http://rusen.stut.edu.tw，陸聯會並未如稍早第二次委員會會議宣佈之預定3月10

日公布簡章，據傳上級尚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目前陸聯會網頁沒有任何考生資訊。 

（三）繁星招生放榜：大學繁星推薦於3月11日放榜，本校繁星招生名額139名，錄取140名(電

機甲同分多錄取1名)，另外加原住民錄取1名(電機乙組，輔仁高中)，這141人來自於

137所高中，比對去年(99)大學甄選第一階段篩選通過進入交大的高中(以下簡稱99)，

有73所不在99名單內，也尌是說，除非為第一次有學生考學測的高中，否則尌是有73

所高中因繁星才有機會有學生進交大(去年是42所高中因繁星才有機會有學生進交

大)。今年全國缺額約10%，清華缺額約15名(約8%，主因應是名額過多，且該校招生名

額比本校多，但報名人數比本校少)。過去4年繁星錄取生入學後表現良好，在交台清

成繁星錄取生學業帄均成績皆優於指考入學學生，且常有拿書卷獎的案例，不過，繁

星招生狀況仍待長期觀察。 

（四）開放式課程(OCW)：100年3月9日天下雜誌467期以「淘課潮，襲捲全球」為標題，對於

開放式課程(OCW)作了5篇系列報導，報導表示透過學生透過網路主動尋找資源自我學

習為現今趨勢。報導特別訪問本校開放式課程教師，表示開放式課程不但可幫助學生

學習，更提昇教師對教學的熱情與自亯。此外，BBS上亦持續有同學貼文表示考碩士班

時受惠於交大開放式課程(OCW)微積分課程及本校出版之陳龍英老師的電子學等數位

教材。數位學習影響深遠，一個好的教學可以像震撼彈，動輒把教室以百倍和千倍的

數量放大，建請校方及各院系所持續支持開放式課程(OCW)之推動。 

（五）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3月9日完成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期中報告。於桃竹苗專區內

建置開放式課程暨開放教育資源內容，並協助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大華技術學院、體育

大學製作開放式課程。3月17日前將協助教師申請99學年度下學期跨校選課課程補助案

申請。 

 

四、學務處報告： 

（一）為落實學生活動輔導，防範意外情事發生，爰請各系所確實要求學生應於活動前提出

活動申請，陳述活動內容、聯繫方式和安全防範措施，並明確活動負責人，經指導老

師同意送系所主管審核，確實督導把關，以避免學生發生事故而受損害。 

（二）100年度教職員健康檢查活動，於 3月 7日開始受理網路報名，衛保組與新竹地區四

家醫院（新竹、國泰、馬偕、東元醫院）簽約，符合補助資格者可自行選擇合適醫院，

活動相關事宜已公佈在衛保組網頁最新消息中。 

（三）100學年度朱順一合勤獎學金開始受理申請、甄選作業，請各院協助於 4月 30日前送

交通過甄選之名單資料，頒獎典禮預計於 6月上旬舉行。 

（四）辦理 100 學年度（100 年 7 月至 101 年 6 月）在校生學年宿舍申請作業，2 月 21 日至

3 月 7 日辦理第一階段作業：取得住宿權。凡學生於申請過程遇到任何問題，住服組

持續解說與輔導網路申請步驟，訪查大一新生有 131 位同學未上網登記住宿，已請宿

http://rusen.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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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助教拜訪通知協助申請作業完成。100年 3 月 11日公佈取得住宿權名單及候補生序

號。尌第一階段取得住宿權者住宿供給率統計如下表： 

  
優先保障同學 

申請人數 

一般同學 

申請人數 

第一階段 

合計申請人數 

獲得住宿權 

人數 
後補人數 

供給率 

 (/申請人數) 

大學部男生 142 2538 2680 2286 394 85.30% 

碩士班男生 29 717 746 518 228 69.44% 

博士班男生 5 430 435 435 0 100% 

大學部女生 53 1071 1124 1124 0 100% 

碩士班女生 6 411 417 240 177 57.55% 

博士班女生 1 90 91 91 0 100% 

合計 236 5257 5493 4694 799 85.45% 

（五）為落實校外租賃學生服務，由各系所協助調查校外學生住址，並請導師瞭解學生校外

住宿情況，軍訓室再篩選較有安全顧慮之住居前往訪視。 

 

五、總務處報告： 

（一）本處營繕重要工程進度報告： 

    1.客家學院大樓工程：大樓工程業已完工驗收取得使用執照，並於 99 年 2月開始陸續搬

遷及進駐使用。4 樓國際會議廳統包工程及 2 樓多媒體數位攝影棚建置隔間工程，均

已完工，刻正辦理驗收作業。另六家校區其他周邊人行道、停車場、圍籬、公共藝術

等雜項工程，已配合使用單位陸續簽陳辦理中。 

    2.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於 99年 1月 17日開工，工程實際進度為 85.2％，較預定進

度 99.75％落後，目前結構體、電梯均已安裝完畢，刻正進行外牆面磚、室內隔間施

做、牆面粉刷、裝修材審查、機電設備進場、線材配管安裝等工項，本案施工進度雖

較預定落後，惟現場實際仍較一般建築工程大幅超前，並應能在契約履約期限前完工，

故本工程仍暫以今年 9月完成為後續之期程規劃預估。 

    3.室內游泳池工程：工程於 98年 10月 12日進場圍籬，因配合使用單位日後使用與營運

等需求辦理建造變更，亦經科管局核准，目前進度 73.0％，刻正施做外牆及防火門、

鋁窗及室內隔間施做、牆面粉刷等施做。本案水療池、機電、循環供水系統等設施設

置及結構外牆等變更設計部分，已於 1 月 5 日完成契約變更程序，預計 4 月底前可申

請使用執照並開始進行測詴運轉，預估連同後續使用、營運裝修及設備建置，目前暫

訂暑假期間 8月底完成。 

    4.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西區開發水保工程於 99年 2月開工，整地工程已於 99年 11

月完工並已取得水保完工證明及雜項使用執照。接續將進行壘球場整地作業，後續公

共設施等設計監造已簽陳辦理，俟景觀委員會討論後即進行全區之植栽、景觀、照明、

安全欄杆步道之建置施做。 

 

六、研發處報告： 

（一）國科會徵求 100年度第 1次「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詴辦方案(龍門計畫)」

計畫書：校內收件日至 100年 4月 12日止。 

（二）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0年度「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受理申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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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至 100年 4月 11日止。 

（三）教育部辦理補助「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徵件事宜」：本案包括「公民素養陶塑計

畫徵件事宜」及「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徵件事宜」2項計畫，請於各計畫徵件

截止日前 2日辦理申請。 

（四）教育部辦理補助「強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徵件事

宜」：本案包括「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及「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

專長培育計畫」2項計畫，請於各計畫徵件截止日前 2日辦理申請。 

（五）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專校院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徵件事宜及概念簡介」：本案

分為 A類「大學小革命」推動計畫及 B類「未來實驗室」舊翻新計畫，請於各計畫徵

件截止日前 2日辦理申請。 

 

七、國際處報告： 

（一）學術交流： 

    1.3月 7日蘇黎士大學代表來訪，深入了解外籍交換生於本校的學生、生活狀況，以提

升日後兩校交換生的學習效益。 

    2.3月 7日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一團 36人來台，特前來本校參訪，與教務長、電機學院

徐保繫副院長、資訊學院邵家健教授、蔡德明教授、綜合組組長張漢卿以及本校馬來

西亞僑生座談，認識我們這所培育許多高科技人才的學校。 

    3.3月 8日於台北宴請來台參加 2011亞太教育者年會的 30多位姊妹校代表，以增進姊

妹校間的情誼，促使未來更密切的合作。 

    4.3月 10日副國際長蔡佳霖與查默爾斯大學(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代

表 Dr. Gustavo於 2011亞太教育者年會共同發表一篇論文，分享兩校互設交換生辦公

室的合作模式，而現任查默爾斯亞洲辦公室的學生代表 Martin Johansson 也將出席，

現身說法。 

    5.3月 11日查默斯大學國際處代表 Dr. Gustavo、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國際處主任 Dr. 

Ritcher來訪，洽談雙聯學位合作計畫。 

    6.3月 15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副發行人 Mr. Bonfante 來訪，對交大的教育、研究與

發展進行瞭解。 

（二）國際招生：3月 8日至 11日，國際長率電機學院杭學鳴副院長、宋開泰教授、工學院

陳俊勳院長赴越南招生，與越南胡志明百科大學、胡志明自然科學大學、河內國家大

學、河內自然科學大學、河內百科大學代表會晤，洽談招生合作事宜，對方也將最好

的學生推薦予本校，帶回超過 50位學生名單；另外，越南科技部副部長計畫於 4月底

訪問本校，希望進一步瞭解本校與科技產業的合作模式。 

 

八、頂尖計畫辦公室：第一期頂尖大學計畫 100年 1月至 3月之經費已全數分配完畢，目前

執行進度為 85.78%(至 3月 15日止)，並請會計室於 3月 16日關閉請購系統，辦理催結

作業。 

 

九、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資訊機房於 3月 7日通過 ISO 27001資安管理國際標準驗證年度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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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未來一年，中心將朝 ISO化整合，擬於 11月將 ISO 27001 整併至 ISO 20000服務

品質管理國際標準驗證複評。 

（二）梅竹賽網路直播服務： 

    1.今年梅竹賽與清華大學合作網路直播服務，針對大部分的賽事進行網路實況轉播，讓

無法到場的師生，皆能透過網路實況轉播欣賞各項精彩的比賽。 

    2.近幾年梅竹賽事透過網路觀看的流量逐年成長，因此本次轉播，我們將虛擬主機技術

(VMware系統)導入各項比賽的轉播，共使用 7台影音伺服器共同分擔網路影音分流以

提升網路效率，使網路觀賞更為順暢。特別是在壓軸的男、女排球賽，更是動用到 10Gb 

介面的網路伺服器，為本次唯一的實體機器。根據系統紀錄與線上觀察，在熱門的賽

事期間，多數清華大學的用戶也是需連到交大的校園影音伺服器才能順利收看轉播。

整體來說，這次主要尌是運用 VLC player 才可提供更好的畫質，並全面改用 DB做數

據彙整與統計。本次賽事密集，同時段有多項轉播行程，需同時轉播至少 3個頻道，

是一大挑戰。 

（三）近來仍發現部分系所網頁有資安之漏洞，敬請各單位協助加強網頁管理及資訊安全防

護，以避免駭客入亰，作為攻擊之跳板。資訊中心於下次網頁評鑑時將再次協助進行

網頁弱點掃描，並將結果提供各單位參考。 

 

十、圖書館報告： 

（一）圖書館於七樓設置安靜閱讀區：近來許多讀者反應讀者所攜帶的筆電及滑鼠敲擊聲影

響圖書館閱讀的安寧。圖書館除了繼續加強宣導小心使用筆電之外，特別於圖書館七樓

設置安靜閱讀區，禁止使用筆電，讓真正想要安靜閱讀的讀者有一個不被打擾的空間。 

（二）「2010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3月 4日至 4月 26日於圖書館二樓特展區展出，歡

迎全校師生蒞臨參觀。 

（三）「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得獎人作品展：3 月 4日至 4月 26日於圖書館二樓特展區展

出。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所主辦的國家文藝獎，每年均重新組合評審委員，嚴格評選

出持續創作之傑出藝文工作者。2010年 6月，國藝會核定公佈了「第十四屆國家文藝

獎」之得獎人，分別為小說家七等生、表演藝術家吳興國、書畫家張光賓及作曲家賴德

和。歡迎全校師生蒞臨參觀。 

 

十一、秘書室報告： 

（一）本校創校 115週年暨在台建校 53週年校慶餐會擬於 4月 9日(六)上午 11時 30分假體

育館前停車場舉辦。餐會採認桌方式，餐券 1,000元/張，3月 31 日前預購享 8折優

惠價；逢 10校友(畢業 10、20、30、40、50 週年校友)亦即 50、60、70、80、90級校

友及其配偶用餐免費，「餐會訂位回函表」（附件二，P14）。請各系所邀請校友返校共

襄盛舉，除參加校慶慶祝大會及餐會外，另請搭配舉辦系(所)友回娘家等活動。 

（二）100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本校受訪籌備情形 

1.高教評鑑中心委員蒞校實地訪評，本校受訪日期為 5月 11日(三)至 12日(四)。本校 

前於 99年 12月 17 日進行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各學院及行政單位填報處理或回應訪 

視委員提出之建議改善意見，應追蹤辦理情形，俾回應評鑑委員之提問。 

2.100年 3月 17日召開本校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作業籌備會，由林副校長主持。將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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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月密集性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及檢視資料準備及作業事項。 

3.本次校務評鑑重點之一，有關校級與院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相關資料已張貼 

在秘書室網頁評鑑專區，秘書室也已發亯送全校師生及以 e-mail致全校各學院及一級 

單位，轉知師生點擊連結之網址參閱，請大家協助廣為宣導。 

4.學校對於「校級與院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宣導及宣導成效之評估，列為委 

員評核評鑑項目效標通過與否要件之一。故前述籌備會議決議，除請各學院、單位轉 

知師生點擊連結網頁參閱外，規劃將前述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結合學生校園生活資 

訊，製作成便利手卡，發送學生參閱。另亦請教務處規劃執行對教師之宣導。 

5.實地訪評行程中，包括分別對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抽樣晤談。本校已將教職員生名 

單交高教評鑑中心，該中心將於本校受訪前一週將所抽選之晤談名單交本校。前述籌 

備會議決議，為利受抽選之教職員生了解校務評鑑之相關資訊，將於接獲抽選名單後， 

針對受抽選之教職員生，辦理說明會。 

    6.請各學院研擬「學院中長程計畫」（5年），俾提供為評鑑委員檢視之資料。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0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除本校受訪籌備作業請各單位配合外，訪評行 

程中參觀學校設施部分，請討論。(秘書室提) 

説  明： 

    一、100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高教評鑑中心委員蒞校實地訪評，本校受訪日期為 5月

11日(三)至 12日(四)，檢附訪評行程表(附件三，P15-22)請各單位配合事項如下： 

    （一）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及頂尖計畫辦公室執

行長參與訪評行程時間、項目及地點如下： 

5月 11 日(三) 

   時  間           項    目     地    點 

09:30~09:45 校長致詞、介紹主管 圖書館 B1(A廳) 

09:45~10:40 學校簡報 圖書館 B1(A廳) 

10:40~11:30 A組評鑑委員與主管座談 圖書館 B1(A廳) 

5 月 12日(四) 

09:00~09:50 B組評鑑委員與主管座談 圖書館 B1(A廳) 

11:00~12:00 學校對委員所提待釐清問題之說明 圖書館 B1(A廳) 

（二）派員參與相關工作說明會、派員協助實地訪評二日之事務(秘書室將另函通知)。 

（三）依委員所抽選之教職員生晤談人員，派員協助聯絡受晤談人員至會場。 

（四）預為整理並提供訪評當日供委員檢閱之書面資料。 

（五）回應填報委員審閱「自我評鑑書面報告待釐清問題」。 

（六）前述事項將再於評鑑工作小組會議中報告，請各單位預為準備。 

二、有關本校於 99年 12月 17日進行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視委員提出之建議改善意

見，業請各相關業務單位填報處理或回應說明，經校長核閱後，編錄於本校自評報

告附錄內，並將於此次之實地訪評中陳列供委員檢閱。請各單位尌所提改善處理方

式追蹤辦理情形，俾回應評鑑委員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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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業於 100年 3月 17日(四)15時 30分召開實地訪評事宜籌備會，由林副校長主持，

一級行政單位及相關單位主管參與，除共同檢視本校自評報告書外，並討論對應各

評鑑項目效標要素，於受訪當日應提供評鑑委員檢核之參考資料(即各單位業務資

料)。 

四、訪評行程第 1日下午 16時至 16時 40分為 B組委員(評鑑項目三教學與學習資源、

四績效與社會責任)參觀學校設施、第 2 日上午 10:20~11:00為 A組委員(評鑑項目

一學校自我定位、二校務治理與經營、五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參觀學校設施，

3月 17日召開之實地訪評作業籌備會中，參閱評鑑項目之參考效標涵蓋要素，對本

案初步建議如下： 

（一）提供 B組委員(評鑑項目三教學與學習資源、四績效與社會責任)參觀之設施： 

    1.教學實驗室。 

    2.圖書館、藝文中心、演藝廳。 

    3.人社學院(應藝所、建築所有關視覺、設計、科技藝術等設施至圖書館成果展示)

及客家學院(傳播科技學系虛擬攝影棚３Ｄ繪圖與多媒體整合等 )。 

    4.服務學習成果展示。 

（二）提供 A組委員(評鑑項目一學校自我定位、二校務治理與經營、五持續改善與品質

保證機制)參觀之設施： 

    1.頂尖研究中心。 

    2.校務資訊系統成果展示。 

    3.「Eco-City建康樂活城」計畫之「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中心」。 

B組委員、A組委員參觀設施時間分別僅有 40分鐘、50分鐘，故安排哪些設施提供

參觀？參觀動線？陪同人員為哪些人？請討論。 

決  議：有關運動場地設施（室內游泳池、綜合球館及體育館）納入 B組委員參訪設施統一

考量，再提相關會議討論，參觀動線另行建議。 

 

案由二：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校務基金包括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管理、捐款及投資取得等五項自籌收入及

學雜費收入，各項收入均訂有收支管理辦法，經費收入支出均由各業務單位依辦法

執行。(學雜費收入，包括大學部、碩博班、在職專班…等收入) 

    二、教育部於 99 年 2 月 5日召開會議決議，請各國立大學整合校務基金中「編制內教師

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之支給財源、支給對象、支給項目、支給上限

為一項「支應原則」，並依法完成報部備查程序；餘涉及支給金額、動支程序之其他

規定，授權各校自訂「支給基準」毋需報部備查。 

    三、本校爰依前述教育部決議，於 99年 3月貣，整合五項自籌收入收支辦法中，應報部

備查之支給財源、支給對象、支給項目、支給上限等事項，訂定本校「編制內教師

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

工作酬勞支應原則」，該支應原則業經教育部 99年 7月 23日函同意備查。而本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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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費收入(在職專班收入)相關事項並未納入該支應原則訂定，當時係經業務單位(教

務處課務組)考量，學雜費收入之運用性質與五項自籌收入有差異，暫不納入訂定。 

    四、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運用準則」修正案，經 99年 12月 22日召開之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惟教育部 100年 1月 4日函復，該運用準則相關事

項仍應納入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

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訂定。 

    五、基於前述教育部 100年 1月 4日函復，故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運用準則」中相

關人事費支用事項，於 100年 3月 9日召開之在職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審議委

員會決議，提請納入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爰擬修正該支應原則，

俟本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於陳報教育部備查函中，敘明

該支應原則倘經備查，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運用準則」將依本校程序修正為支

給基準，不再報部備查。 

六、檢附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

件四，P23-27)，另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附件五，P28-31)、

99年 4月 21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六，P32-38)、100年 3月 9

日在職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七，P39-43)供參。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八款「論文計畫口詴費、論文口詴費、指導費及計畫審查費。」

修正為「論文口詴費、指導費、計畫審查費及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詴費。」 

    （二）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2目末「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詴費……、撰寫報告工作

費等）。」增列「及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詴費」等文字。 

 （三）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4 目「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助教、工讀生、各單位自聘

人員之人事費及績效獎勵。」於助教前增列「約聘」二字。 

二、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全文請參閱附件

八。（P44-45） 

 

案由三：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為配合國科會修訂「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執行同意書」(附件九，P46-47)有

關 10%現金收入之使用規定，並為再加強本中心之運作管理，擬修正本中心管理辦

法經費支用以及儀器諮詢教授聘任方式相關條文。 

二、檢附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附件十，P48-52），另附本校 99 學年度第 5次（100年 3月 10日）研發常

務會議記錄（附件十一，P53）供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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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99學年度畢業典禮規劃案，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 99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決議，重新研議 99學年度畢業典禮實施方式，典禮

實施方式修正說明如下： 

（一）99學年度畢業典禮於中正堂辦理一場全校畢業典禮，本典禮以大學部畢業生為主

體，博碩士班採各班代表參加為原則；會後各學院自行規劃辦理專屬各院之畢業

典禮。 

（二）頒證儀式採代表方式上台接受校長移帽穗及頒證，各班代表上台接受校長移帽穗

及頒證名額分配如下： 

    1.博士班、碩士班：各學院代表二至三名。 

    2.大學部：各班代表三名。 

（三）畢業典禮程序改進如下： 

    1.典禮時間以 1.5 小時為原則，預訂時間：9時 30分至 11時。 

    2.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流程，往例一一唱名畢業生名單及其指導教授，建議改為

僅唱名畢業生。 

    3.移帽穗及頒證流程由原「握手致賀」、「頒發證書」、「移帽穗」三項程序（請參閱

附件十二示意圖，P57），減少「握手致賀」一項。 

二、98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及頒證儀式舞台示意圖請參閱附件十二。（P54-57） 

決  議：同意畢業典禮辦理以一場為原則，典禮時間於 10時至 11時 30分。 

 

案由五：修正 99學年度畢業典禮日期案，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99 學年度畢業典禮日期，原行事曆訂為 6 月 25 日舉行，因師長及畢業生反映原訂

日期過晚，為各大學最後辦理典禮的學校之一，不利師生相關行程安排，故建議將

本學年度畢業典禮提前一週，於 100年 6月 18日(六)辦理。 

決  議：請承辦單位查詢，6月 18日是否舉行重大國家型考詴；若無，則同意畢業典禮於 6

月 18日辦理。 

 

案由六：擬請同意修正學生宿舍 BOT案，並以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請討論。（學務處、 

總務處提） 

說  明： 

    一、興建宿舍為本校長期規劃發展重點，惟自 89年 8月曾籌畫通過學生宿舍基地位置，

業經兩次 BOT公告招商（94年 5月 25日、96年 5月 1日），基於投資報酬過低，廠

商無投資意願，報部在案。 

    二、依據 97 學年度第 10 次（98 年 6 月 24 日）臨時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新建學生宿舍暨

文教會館 BOT 案，本校獲知有潛在投資人（泛喬公司）有意願投資，爰重新評估並

通過執行學生宿舍 BOT 計畫在案。該公司於通過初步審核後，因公司內部人力調度

問題，至今尚未提送再審核階段（投資計畫書）。本校前正式函告該公司最後提送期

限至 100年 3月 31日，屆時應送審資料未齊全者，則本案撤銷。詳見附件十三（P58）。 

    三、為有效解決宿舍床位不足與建築結構老舊問題，擬採以校務基金借貸方式，籌建約

800床位之學生宿舍（依學生申請人數之候補總數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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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地位置及範圍：擬沿用業經「校園建築景觀審議委員會」98 年 4 月 28 日審議通

過之南區機車 F 棚旁、營繕組前地號 573、575、576、580、574 空地，基地面積約

917坪。 

五、擬向校務基金借貸 5 億至 6 億元（以建築師計算數據為準），採以 30 年償還計畫。

並免繬交場地管理費 F403之 15％、F404 之 10％，以作為攤還及借貸利息支用。 

    六、建築量體之規劃與收費標準、償還計畫等，請參閱「研三舍興建構想書」（附件十四，

P59-76）。 

決  議： 

一、本案通過以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有關床位數及空間配置請再另行規劃。 

二、有關希免提撥場地管理費部分，請依程序提相關會議討論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 

 

案由七：本校「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與續任辦法」修正草案及「管理學院院長解任辦法」草案，

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規定，修訂本校「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與續任辦法」及新

訂「管理學院院長解任辦法」，需提送校行政會議審議。 

二、本案經管理學院第三次（100年 3月 8日）院務會議及第四次（100 年 3月 15日）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十五（P77-82）。 

三、本校「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與續任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

件十六（P83-86）。 

四、本校「管理學院院長解任辦法」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七（P87-88）。 

決  議：修正條文內容請再與人事室交換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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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99No9 

1000225 

主席裁示：有關中油公司將於大學路興建宿舍

案，請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與國際

處事先協商，是否承租部分區域供本校

國際生及研究生使用。 

總務處 一、有關宿舍規劃案，總務處已於100年3月1日簽請

相關單位提供資料，並於3月8日收齊資料，目

前正排訂會議時間中。 

二、後續將召開跨處室討論會議，綜合討論各單位

需求並尌可行方案及時程尋求共識。 

續執行 

主席裁示：針對學生宿舍或教師宿舍之興建，

請學務處與總務處參酌與會主管意見，

全面考量並朝多元化規劃後提出實際需

求；再請會計室進行財務規劃（如以校

務基金支應、募款或貸款等各項利弊及

可行性），提行政會議簡報。 

總務處 

會計室 

總務處： 

一、有關宿舍規劃案，總務處已於100年3月1日簽請

相關單位提供資料，並於3月8日收齊資料，目

前正排訂會議時間中。 

二、後續將召開跨處室討論會議，綜合討論各單位

需求並尌可行方案及時程尋求共識。 

會計室：財務規劃各項利弊及可行性說明： 

一、宿舍興建資金來源： 

（一）向金融機構貸款興建：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相

較存款利率為高，以目前學校每月帄均約 30

億元定期存款水準，貸款興建易招致上級及

審計單位質疑與糾正。 

（二）募款興建：宿舍興建成本與維護修繕費用均

為龐大支出，如能以募款方式籌集資金將可

大為減輕學校負擔。可請學務處及秘書室積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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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規劃向校友、產業界等募集資金，責成募

款單位據以執行。 

（三）以校務基金支應：基於校務基金資源有限及

使用者付費原則，如以校務基金支應則將排

擠重大校務之推動且無法反應實際住宿成

本，影響宿舍費調漲空間與永續經營。 

（四）向校務基金借墊支應：請學務處與總務處詳

提宿舍興建與財務規劃（含分期資金需求與

償還歸墊計畫）向校務基金借墊。另為避免

影響學校財務收入，可參考校務評鑑自評訪

視委員意見：「利用校務基金帳戶上的經常帳

借墊蓋造研究生宿舍，利息介於貸款與存款

利率之間」。以上完整規劃依程序提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可運用校務基金經

常性資金借墊蓋造學生宿舍。 

（五）募款與向校務基金借墊支應併行。 

二、宿舍興建成本之分期資金需求與攤還計畫： 

後續相關財務規劃包括分期興建資金需求與攤

還計畫應請總務處及學務處接續進行辦理。 

99No10 

1000304 

主席裁示：有關宿舍管理費提撥事宜，請總務

處、學務處及研發處研議改善，依

程序辦理。 

學務處 

總務處 

研發處 

學務處： 

一、現行學年宿舍費每年提撥 15％、暑期宿舍費每

年提撥 10％繬交場地管理費入校務基金。 

二、校務基金借貸興建研三舍及竹北宿舍後，擬建

議二棟宿舍不提撥學年及暑期場地管理費，以

逐年歸還校務基金借貸為前提。 

總務處：本案請管理單位研擬出合宜之提撥比例後 

擬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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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序提送總務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討論。 

研發處：宿舍管理費屬五項自籌收入中之場地費收

入，研發處校管理費屬建教收入，提撥管

理方式建議依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之

收支管理辦法」辦理為宜。 

案由二：本校 99學年度畢業典禮規劃案，請討

論。 

決議：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簡化畢業典禮流

程並以辦理一場為原則規劃，再提會

討論。 

學務處 已完成規劃並提下次（99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

討論。 

擬結案 

案由三：本校「傑出人士彈性薪資支給要點」

修正案，請討論。 

決議：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並彙集各學院所

徵詢之相關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研發處 目前持續辦理中。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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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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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實地訪評評鑑行程表（詳細版） 

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工作內容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工作內容 

評鑑委員到校

08:30～09:00 

1. 本會行政團隊依據評鑑委員需求，安排專車或協助評鑑委員前往受評學校。 

2. 受評學校協助設置接待處與路標指示，安排早到委員接待事宜。 

3. 受評學校派人引領評鑑委員前往受評學校獨立簡報室。 

評鑑委員 

預備會議 

09:00～09:30 

1. 由本會事先推舉之小組召集人主持會議。 

2. 召集人宣讀倫理守則與備忘錄。 

3. 評鑑委員確認分工與二天之評鑑作業流程。 

4. 評鑑委員審閱學校針對事先提出「待釐清問題」之回應。 

 相互介紹、 

校長致詞 

09:30～09:45 

1. 由受評學校校長先介紹相關參與簡報人員。 

2. 小組召集人介紹評鑑委員。 

3. 校長致詞。 

學校簡報 

09:45～10:40 

1. 受評學校進行簡報。 

2. 小組召集人說明二天實地訪評之進行流程。 

 
大學校院主管座談 

10:40～11:30 

1. 評鑑委員與學校主管進行

晤談。 

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10:40～11:40 

1. 評鑑委員與行政人員代表

進行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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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工作內容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工作內容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團

體晤談場地。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5

至 7 個一對一晤談場地。 

3. 每位委員約晤談 3 至 4 位

行政人員。 

 
教師代表晤談 

11:30～12:30 

1. 評鑑委員與教師代表進行

晤談。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7

至 9 個一對一晤談場地。 

3. 每位委員約晤談 3 至 4 位

教師。 

資料檢閱 

11:40～12:30 

1. 評鑑委員進行書面資料檢

閱。 

2. 受評學校請事先將書面資

料陳列於獨立簡報室。 

午餐休息 

12:30～14:00 
受評學校代辦簡便午餐，並安排評鑑委員用餐與休息場所。 

 
資料檢閱 

14:00～15:40 

1. 評鑑委員進行書面資料檢

閱。 

2. 受評學校請事先將書面資

料陳列於獨立簡報室。 

教師代表晤談 

14:00～15:00 

1. 評鑑委員與教師代表進行

晤談。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5

至 7 個一對一晤談場地。 

3. 每位委員約晤談 3 至 4 位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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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工作內容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工作內容 

資料檢閱 

15:00～16:00 

1. 評鑑委員進行書面資料檢

閱。 

2. 受評學校請事先將書面資

料陳列於獨立簡報室。 

學生代表晤談 

15:40～16:40 

1. 評鑑委員與學生代表進行

晤談。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7

至 9 個一對一晤談場地。 

3. 每位委員約晤談 3 至 4 位

學生。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 

（路線可依項目性質 

調整） 

16:00～16:40 

1. 受評學校陪同評鑑委員參

訪學校專屬之教學設施。 

彈性時間 

16:40～16:50 
評鑑委員自行討論彈性時間之運用。 

評鑑委員進行 

意見彙整並提出

「實地訪評待釐清

問題表」 

16:50～17:30 

1. 受評學校派人引領評鑑委員前往受評學校獨立簡報室。 

2. 評鑑委員根據第一天訪評結果，進行討論與意見彙整，對尚有疑義問題提出之「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表」

交學校。 

3. 訪評助理協助整理「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表」。 

離校住宿 

17:30～ 

1. 受評學校代辦簡便晚餐。 

2. 本會行政團隊應事先調查評鑑委員住宿需求，並在檢查飯店住宿安全與餐飲衛生後，完成訂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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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二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工作內容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工作內容 

評鑑委員到校

08:30～09:00 
評鑑委員自行或由本會接駁到受評學校進行訪評。 

 
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09:00～10:00 

1. 評鑑委員與行政人員代

表進行晤談。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7

至 9 個一對一晤談場地。 

大學校院主管座談 

09:00～09:50 

1. 評鑑委員與學校主管進

行晤談。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團體晤談場地。 

彈性時間 

09:50～10:00 

評鑑委員自行討論彈性時間

之運用。 

 
彈性時間 

10:00～10:20 

評鑑委員自行討論彈性時間

之運用。 

學生代表晤談 

10:00～11:00 

1. 評鑑委員與學生代表進

行晤談。 

2. 受評學校請安排適宜之 5

至 7 個一對一晤談場地。 

3. 每位委員約晤談 3 至 4 位

學生。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 

（路線可依項目性質 

調整） 

10:20～11:00 

受評學校陪同評鑑委員參訪

學校專屬之教學設施。 

學校對「待釐清問

題」之說明 

11:00～12:00 

受評學校針對「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提出口頭說明，或補正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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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二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工作內容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工作內容 

午餐 

12:00～13:30 
受評學校代辦簡便午餐，並安排評鑑委員用餐與休息場所。 

資料再檢閱 

13:30～14:00 

評鑑委員對受評學校主管針對「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之說明或補正資料，若頇進一步確認則進行資料再檢閱；若無頇

確認則撰寫正式訪評結論報告。 

委員分組討論 

14:00～14:40 

各組評鑑委員分組撰寫實地訪評報告書，並共同討論確認實地訪評報告書內容。 

（受評學校需另行安排 4 間獨立之簡報室與電腦設備） 

委員討論及撰寫報

告 

14:40～16:00 

1. 小組召集人召開會議確認實地訪評報告書內容。 

2. 由評鑑結果認可會議，提出認可結果建議。 

3. 訪評助理協助評鑑委員進行文書作業。 

離校 

16:00 後 

1. 小組召集人與受評學校主管確認完成兩天之實地訪評流程，並一同簽署之「校務評鑑訪評完成簽署書」。 

2. 本會行政團隊依據評鑑委員需求，安排專車或協助評鑑委員離開受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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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評鑑行程表（簡要版） 

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時間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時間 

C 組工作項目 

（分校評鑑項目三、四） 

08:30～09:00 評鑑委員到校 09:00～09:2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09:00～09:3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09:20～10:00 學校簡報 

09:30～09:45 相互介紹、校長致詞 10:00～10:40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 

（路線可依項目性質調整） 

09:45～10:40 學校簡報 10:40～11:40 
行政人員與教師代表晤談（可

含行政與學術主管） 

10:40～11:30 大學校院主管座談 10:40～11:40 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11:40～12:30 

資料檢閱/評鑑委員進行意見

彙整並提出「實地訪評待釐清

問題表」 11:30～12:30 教師代表晤談 11:40～12:30 資料檢閱 

12:30～14:00 午餐休息 12:30～14:00 午餐休息 

14:00～15:40 資料檢閱 

14:00～15:00 教師代表晤談 14:00～15:00 學生代表晤談 

15:00～16:00 資料檢閱 15:00～15:40 資料檢閱 

15:40～16:40 學生代表晤談 16:00～16:40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路線

可依項目性質調整） 
15:40～16:30 

學校對「實地訪評待釐清問

題」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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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時間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時間 

C 組工作項目 

（分校評鑑項目三、四） 

16:40～16:50 彈性時間 

16:50～17:30 評鑑委員進行意見彙整並提出「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表」 16:30～17:30 委員討論及撰寫報告 

17:30～ 離校住宿 17:30～ 離校 

 

 

 

 

 

 

 

 

 



 22 

實地訪評第二天 

時間 
A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一、二、五） 
時間 

B 組工作項目 

（評鑑項目三、四） 

08:30～09:00 評鑑委員到校 

09:00～10:00 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09:00～09:50 大學校院主管座談 

（一級學術單位主管為主，至少 5 人） 
09:50～10:00 彈性時間 

10:00～10:20 彈性時間 

10:00～11:00 學生代表晤談 

10:20～11:00 參觀學校相關設施（路線可依項目性質調整） 

11:00～12:00 學校對「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之說明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資料再檢閱 

14:00～14:40 委員分組討論 

14:40～16:00 委員討論及撰寫報告 

16:00 後 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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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支應原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未增刪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

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導師費。 

（二）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專任

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金。 

（三）績優、優良教師奬勵金。 

（四）激勵性薪資。 

（五）建教合作專案或計畫主持人

研究費。 

（六）推廣教育、在職專班教師鐘

點費。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成

果奬勵金。 

（八）論文計畫口詴費、論文口詴

費、指導費及計畫審查費。 

（九）教師績效奬金或績優額外給

與。 

（十）推廣教育及在職專班計畫主

持費、課程規劃費、講義編

撰費。 

（十一）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案或 

專題研究之報酬。 

（十二）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額外

給與。 

（十三）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

費。 

（十四）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行政

工作服務費。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

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導師費。 

（二）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專任

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金。 

（三）績優、優良教師奬勵金。 

（四）激勵性薪資。 

（五）建教合作專案或計畫主持人

研究費。 

（六）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成

果奬勵金。 

（八）論文口詴費、指導費及計畫

審查費。 

（九）教師績效奬金或績優額外給

與。 

（十）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課程

規劃費、講義編撰費。 

（十一）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案或 

專題研究之報酬。 

（十二）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額外

給與。 

（十三）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

費。 

（十四）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行政

工作服務費。 

（十五）其他經專案簽核或校內相

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

第一項支給項

目中： 

1.第六款新增 

在職專班教

師鐘點費。 

2.第八款新增 

論文計畫口 

詴費。 

3.第十款 新增 

在職專班計 

畫主持費、課 

程規劃費、講 

義編撰費。 

4. 新增第十五 

款之在職專 

班教師演講 

費。 

5.原第十五款 

修正為第十 

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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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在職專班教師演講費。 

（十六）其他經專案簽核或校內相

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校務會議等）審核同意之給

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行訂

定或經專案簽核，且在同一事由不

重複支領原則下支給。 

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

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行訂

定或經專案簽核，且在同一事由不

重複支領原則下支給。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

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

兼任教師、約聘及約用人

員、計畫助理、工讀生、各

單位自聘人員、各單位因應

業務需要所聘之任務性校外

專業人士。 

  （二）支給項目： 

        1、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2、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詴

費及指導費、社團指

導、諮商輔導、調查工

作費、撰寫報告工作費

等）。 

        3、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

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

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之

人事費。 

     4、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助

教、工讀生、各單位自

聘人員之人事費及績效

獎勵。 

     5、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

費。 

6、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

之人事費。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

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

約聘及約用人員、工讀生、

各單位自聘人員、各單位因

應業務需要所聘之任務性校

外專業人士。 

  （二）支給項目： 

        1、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2、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詴

費及指導費、社團指

導、諮商輔導、調查工

作費、撰寫報告工作費

等）。 

        3、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

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

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之

人事費。 

     4、約用人員、工讀生、各單

位自聘人員之人事費。 

     5、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

費。 

6、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

之人事費。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

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核後支給。 

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第一款支

給對象，新增兼

任教師、第二款

支給項目中，第

四目新增助教。 



 25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

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核後支給。 

四、本原則所稱工作酬勞： 

(一)支給對象：辦理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職員、助

教、技工、工友、駐衛警及

司機等人員。 

(二)支給上限：支給基準另行訂

定，惟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

支領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

不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

十為限。 

四、本原則所稱工作酬勞： 

(一)支給對象：辦理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行政人

員、擔任行政職務教師、約

用人員、計畫助理等人員。

編制內行政人員指編制內職

員、助教、技工、工友、駐

衛警及司機等人員。 

(二)支給上限：支給基準另行訂

定，惟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

支領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

不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

十為限。 

未增刪 

五、本原則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捐贈

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

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投資

取得之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及在

職專班學雜費收入項下支應。 

五、本原則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捐贈

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

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投資

取得之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支應。 

經費來源新增

在職專班學雜

費收入 

六、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五項自籌

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之比率，以占五項自籌收入

及學雜費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為上限，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

定調整上限比率時，依其規定辦

理。 

六、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五項自籌

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之比率，以占五項自籌收入

及學雜費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為上限，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

定調整上限比率時，依其規定辦

理。 

未增刪 

七、本原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

後實施。 

七、本原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

後實施。 

未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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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

應原則(修正草案) 

99 年 3 月 26 日 98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4 月 21 日 98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教育部 99 年 7 月 23 日台高( 三)字第 0990115414 號函備查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導師費。 

（二）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金。 

（三）績優、優良教師奬勵金。 

（四）激勵性薪資。 

（五）建教合作專案或計畫主持人研究費。 

（六）推廣教育、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成果奬勵金。 

（八）論文計畫口詴費、論文口詴費、指導費及計畫審查費。 

（九）教師績效奬金或績優額外給與。 

（十）推廣教育及在職專班計畫主持費、課程規劃費、講義編撰費。 

（十一）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案或專題研究之報酬。 

（十二）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額外給與。 

（十三）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 

（十四）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行政工作服務費。 

（十五）在職專班教師演講費。 

（十六）其他經專案簽核或校內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

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核，且在同一事由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支

給。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

兼任教師、約聘及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各單位因應

業務需要所聘之任務性校外專業人士。 

   （二）支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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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2、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詴費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諮商輔導、調查工作費、撰

寫報告工作費等）。 

         3、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之人事

費。 

      4、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助教、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之人事費及績效獎勵。 

      5、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 

6、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之人事費。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核後支給。 

四、本原則所稱工作酬勞： 

(一)支給對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職員、助教、技工、工友、駐衛警及

司機等人員。 

(二)支給上限：支給基準另行訂定，惟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不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五、本原則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投資取得之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及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項下支應。 

六、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

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之比率，以占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依其規定辦理。 

七、本原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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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名  稱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98 年 03 月 0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以提昇教育品質，增進教 

育績效為目的，並應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 

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第 3 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第七條第一項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 4 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方式，由各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5 條  管理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各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 

、義務、待遇及福利，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前項但書之人事及行政費用，由校務基金中非屬政府編列預算撥付之經費 

支應。 

第 6 條  設置校務基金之學校，其一切收支均應納入基金。學校或校內單位不得再 

申請籌設財團法人。 

基金收支預算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 

絀情形，學校應擬具開源節流措施，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各校應訂定內部控制相關規章，據以建立及維持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並 

由校長督促內部各單位執行。 

第 7 條  各校應依本條例第十條但書規定訂定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 

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規定後，提報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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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收入之範圍如下： 

一、捐贈收入：各校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或債務之減少。 

二、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各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三、推廣教育收入：各校依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 

    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建教合作收入：各學校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 

    收入。 

五、投資取得之收益：各校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一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 

    益。 

第 8 條  前條第一項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 

    員之人事費支應原則。 

二、辦理前條第二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三、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第 9 條  學校得以第七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其支給基準，由學校 

定之。 

學校得以第七條所定收入，支應辦理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 

勞。但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為限；其支給基準， 

由學校定之。 

前二項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支給，其總額占第七 

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比率上限，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 10 條  校務基金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 

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項現金以外之捐贈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學校管理及 

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第 11 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 

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自定規定獎勵之。 

第 12 條  校務基金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應由學校統籌運用，並得提撥一定比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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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至管理單位。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之經費，以有賸餘為原則，並應衡量整體收支及使用學 

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就收入總額中提撥一定比率統籌運用，節餘款，得 

由學校及負責辦理之院、系、所、中心等單位支配運用。 

前二項提撥比率及前項節餘款運用原則，應於第七條第一項之收支管理規 

定中定明。 

第 13 條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計畫，應合理控制成本，並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 

提列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分配運用，計畫節餘款得訂定一定分配比率 

，由學校及負責辦理之院、系、所、中心等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支配運用， 

該分配比率及運用原則，應於第七條第一項之收支管理規定中定明。 

第 14 條  校務基金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 15 條  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 

、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 16 條  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 

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 

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 

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第 17 條  教育部對於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得派員 

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教育部查核前項收支、保管及運用後，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糾正 

，並限期整頓改善： 

一、管理、運作方式與大學目的不符。 

二、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之憑證或未具完備之會計帳冊。 

三、隱匿財產或規避、妨礙教育部查核。 

四、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第 18 條  教育部為評估各校校務基金執行之績效，得組成專案小組至各校訪視，並 

作成評估報告。 

第 19 條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會議下，應設經費稽核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 

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 

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各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第 20 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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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年度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 

以前年度者，不在此限。 

第 21 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 

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 

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 

核報告。 

第 22 條  各國立大學應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訂定管理委員會 

與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23 條  國立大學附設醫院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不 

適用本辦法。 

第 24 條  設置校務基金之國立專科學校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2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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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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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交通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99 年 3 月 26 日 98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4 月 21 日 98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教育部 99 年 7 月 23 日台高( 三)字第 0990115414 號函備查 

100 年 3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導師費。 

（二）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金。 

（三）績優、優良教師奬勵金。 

（四）激勵性薪資。 

（五）建教合作專案或計畫主持人研究費。 

（六）推廣教育、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成果奬勵金。 

（八）論文口詴費、指導費、計畫審查費及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詴費。 

（九）教師績效奬金或績優額外給與。  

（十）推廣教育及在職專班計畫主持費、課程規劃費、講義編撰費。 

（十一）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案或專題研究之報酬。 

（十二）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額外給與。 

（十三）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 

（十四）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行政工作服務費。 

（十五）在職專班教師演講費。 

（十六）其他經專案簽核或校內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

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核，且在同一事由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支

給。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

兼任教師、約聘及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各單位因應

業務需要所聘之任務性校外專業人士。 

   （二）支給項目： 

         1、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2、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詴費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諮商輔導、調查工作費、撰

寫報告工作費及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詴費等）。 

         3、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之人事

費。 

      4、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助教、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之人事費及績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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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 

6、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之人事費。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核後支給。 

四、本原則所稱工作酬勞： 

(一)支給對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職員、約聘助教、技工、工友、駐衛

警及司機等人員。 

(二)支給上限：支給基準另行訂定，惟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不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五、本原則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投資取得之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及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項下支應。 

六、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

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之比率，以占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依其規定辦理。 

七、本原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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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交通大學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第三條 經費之運作管理： 

（四）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位計

畫及各項經費使用，悉依「貴

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執

行同意書」相關規定辦理。可

支用之會計項目包括貴重儀

器購置費、運作費、中心行政

費及現金收入。貴重儀器購置

費包括貴重儀器主機及其週

邊附屬設備費用。貴重儀器運

作費及中心行政費包括人事

費、週邊附屬設備費、消耗材

料費、維護費及管理費。現金

收入得支用於人事費(僅限於

支付儀器專/兼任技術員薪

資)、耗材、維修費用及貴重

儀器、週邊設備之購置費，不

得移作他用。 

 

第二章第三條 經費之運作管理： 

(四) 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位經

費使用，應限於支付所管轄

儀器之運作費用，包括約用

人員、中心全時工讀生、臨

時工資人事相關經費（比照

本校約用人員相關規定辦

理）、工作津貼、酬勞費、儀

器專家諮詢費、貴重儀器及

相關週邊設備之購置費、維

護、耗材及行政費用，但不

支援各貴儀管理單位兼任行

政職務教授之工作費。 

 

一、 本中心現金

收入人事費

支用部份比

照國科會「 

貴重儀器共

同使用服務

計畫執行同

意書」規定 

修訂之。 
二、 原條文列舉

經費支用名

目改為規範

經費可支用

項目，以避 
免因會計規

定變更而經

常修訂辦法。 
 

第二章第四條 儀器之運作管理： 

（三）本中心各儀器之諮詢教授，於

每年計畫開始執行前由各領

域儀器管理單位貴共儀管理

委員會推薦一名人選，提送

「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報

本校研發處核備後函知國科

會，儀器諮詢教授負責督導儀

器之正常運作及技術員之工

作品質，並對用戶提供免費諮

詢服務。 

第二章第四條 儀器之運作管理： 

（三）本中心各儀器之諮詢教授，

於每年計畫開始執行前由總

計畫主持人與儀器管理單位

主管共同商定，報本校研發

處核備後函知國科會，儀器

諮詢教授負責督導儀器之正

常運作及技術員之工作品質

及勤惰，並對用戶提供免費

諮詢服務。 

 

一、為更加強本中

心之運作管

理，修訂本中

心儀器諮詢

教授之聘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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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管理辦法 

89年11月10日89學年度第1次研發常務會議通過 

94 年 6 月 3 日研發常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94 年 6 月 17 日 93 學年度第 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年 9 月 27 日研發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0 月 4 日 9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 年 5 月 2 日 95 學年度第 9 次研發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5 月 11 日 95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3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3 月 21 日 9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22 日第 3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98 年 1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3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設置宗旨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

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及鼓勵本校自購儀器公開服務校內外研究單位，提振相關領域研

究水準，設立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以進行儀器之集中購置、使用、管理、

維修等任務，提高儀器使用效率，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本辦法。 

二、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隸屬於研究發展處，設中心

主任一名，由研發長提名，報請校長聘任之。下設「審議委員會」，研發長為委員會召

集人。除研發長、貴重儀器中心主任、本校國科會貴重儀器審議委員為當然委員外，另

由電機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及生物科技學院院長推薦一或二名具儀器管理經驗之教師

共同組成，經研發長同意後聘任，任期二年，委員每年改選一半，得連任。 

三、「審議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本校每年向國科會申請之貴重儀器補助計畫案。 

（二）協助各單位現有之儀器申請納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 

（三）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設備退出本校貴重儀器中心。 

（四）審查各單位儀器設備加入及退出共同儀器中心。 

（五）審核國科會補助貴重儀器各項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六）審核各級政府單位及企業補助本中心短期人事、設備、維修等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七）審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儀器專帳之預算分配與運用。 

（八）稽核各年度貴重及共同儀器專帳人事、設備、維修等經費收支使用。 

（九）審核各儀器諮詢教授提報經由各貴重及共同儀器專帳聘用之約用人員考核、獎

懲、升級、解約和離職相關事宜。 

（十）督導考核各貴重及共同儀器設備之年度服務績效。 

（十一）追踪各貴重及共同儀器使用者申訴之處理情形。 

（十二）審核本校儀器設備經費補助。 

（十三）審核各相關學院之「貴共儀服務中心」空間配置及儀器置放。 

（十四）訪視各貴重儀器實驗室。 

（十五）制定及審核本中心各貴共儀管理單位各項細則、法規及辦法。 

（十六）其他貴重及共同儀器相關之重要事項。 

四、為有效提昇每部貴重儀器之服務績效及儀器操作員之管理，各貴儀管理單位應設置「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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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及共同儀器管理委員會」，並設召集人一名，代表參加「貴重儀器中心業務會議」。各

貴儀管理單位之「貴重及共同儀器管理委員會」規章請自訂 ,並報請貴重儀器中心核備

後實施。 

五、各相關學院應成立『貴共儀服務中心』，規劃置放本中心貴重及共同儀器設備，以利統

合人力、行政及研究資源，簡化服務窗口，提昇服務品質。 

  

第二章  貴重儀器中心 

一、儀器之納入與撤出 

（一）本中心儀器之納入，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中所補助之儀器為限。各儀

器欲納入本中心，需依國科會規定提供所需資料，經本中心「審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由本中心向國科會申請，貴儀中心主任擔任總計畫主持人。 

（二）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如不再支助該儀器之運作，該儀器即撤出本中心，

而本中心得向國科會爭取停止運作之緩衝期。 

（三）每部儀器白天開放服務時數每週（週一～週五）需達 32 小時為原則。 

（四）服務績效以國科會『貴重儀器管理資訊系統』登錄之數據為主。長期績效不佳之

儀器，由中心「審議委員會」審核是否退出貴重儀器中心之服務行列。 

二、人員之管理 

（一）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位得聘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以維持本中心儀器之操作、維

修及行政管理，並聘用儀器諮詢教授，提供專業上之管理與諮詢服務，其聘期除

另有規定外，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之實施期限為準。 

（二）本中心國科會補助專案人員之薪資標準依其規定辦理，相關管理事項則依本校「約

用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各貴儀管理單位約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有關約用、

薪資、服務等規定悉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中心人員之考核

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及相關儀器諮詢教授共同考核，表現優異者，得於下年

度計畫執行時晉昇一級。 

三、經費之運作管理 

（一）本中心經費來源，除由國科會貴重儀器服務計畫支助及各貴重儀器現金收入外，不

足之維護費、約用之專（兼）任技術員、行政助理及儀器專家顧問費等費用應由

各貴儀管理單位自籌。 

（二）使用本中心之儀器依各儀器收費標準繬費，收取經費分國科會計畫核給之紙本經費

以及各單位收取之現金經費兩部份。 

（1）紙本經費部份逕由國科會網路作業系統中扣除，直至核定費用使用完畢為

止。紙本經費不足或無紙本經費者，其差額部份應以現金支付。 

（2）現金收入部份頇於測詴完畢三個月內繬交現金或轉帳，由本校開立收據證明。

校、內外各研究單位以國科會計畫繬交現金者得免扣本校貴儀使用費之管理費，非

以國科會計畫支付現金者，扣除按月應繬回科發基金金額後，本校酌收百分之二十

管理費。各貴儀設備管理單位應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月之服務收入結算完成，以利

彙整及統一扣款手續。 

（三）本中心在學校設有專帳，收取之現金費用除報繬國科會之費用及學校扣除之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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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部份之百分之八十，各貴儀管理單位憑單據實報實銷，收支帳目由中心控

管，專款專用。另百分之二十部份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統籌分配使用。 

 (四) 本中心及各貴儀管理單位計畫及各項經費使用，悉依「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執行同意書」相關規定辦理。可支用之會計項目包括貴重儀器購置費、運作費、中

心行政費及現金收入。貴重儀器購置費包括貴重儀器主機及其週邊附屬設備費用。

貴重儀器運作費及中心行政費包括人事費、週邊附屬設備費、消耗材料費、維護費

及管理費。現金收入得支用於人事費(僅限於支付儀器專/兼任技術員薪資)、耗材、

維修費用及貴重儀器、週邊設備之購置費，不得移作他用。 

（五）本中心各儀器及中心辦公室之使用空間、空調除濕等支援設備及維護、水電使用以

及相關之行政支援，由本校相關系所提供。 

四、儀器之運作管理 

（一）本中心各儀器之運作，由研發處督導，各儀器於申請下年度計畫時，應繬交當年度

服務績效及自評報告，經本中心審查績效良好者，由本中心向國科會申請。 

（二）本中心各儀器之使用管理要點，由各儀器諮詢教授召集用戶代表及技術員共同商

定，報本校研發處核備後，函知國科會，修正時亦同。 

（三）本中心各儀器之諮詢教授，於每年計畫開始執行前由各領域儀器管理單位貴共儀管

理委員會推薦一名人選，提送「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報本校研發處核備後函知

國科會，儀器諮詢教授負責督導儀器之正常運作及技術員之工作品質，並對用戶提

供免費諮詢服務。 

（四）各貴儀管理單位所屬院系所應支援每部貴重儀器至少二名儀器助教或儀器工讀生之

工作費，以協助儀器之運作與管理。 

 

第三章  共同儀器中心 

一、 各單位自有三百萬元以上儀器設備，得提出運作計畫書，申請加入共同儀器中

心運作。 

二、 各儀器加入運作期間，頇闢網頁宣傳介紹儀器及公開服務時段，每週開放時數

不得低於 8 小時。服務時段各儀器得自行訂定收費標準。 

三、 本中心在校務基金設有專帳，各共同儀器管理單位憑單據實報實銷，收支帳目

由中心控管，其財務運作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共同儀器專帳經費之使用僅限於

支付約用專（兼）任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之人事相關經費、工作津貼、酬勞費、

各儀器之維護、耗材、新購或汰舊，不得轉作他用。 

四、 各共同儀器管理單位服務收入應繬至校務基金，除學校扣除百分之二十管理費

外，其餘部份百分之二十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視各共同儀器實際需要統籌

分配，另百分之八十，轉入中心共儀專帳，專款專用。惟本校及中央，陽明，

清華大學四校師生使用，得免扣應繬本校之管理費。 

五、 各儀器管理單位對運作情形負報告義務，每年於三月提出前一年度運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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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中心「審議委員會」進行績效評估，表現優異之儀器，中心優先推薦加入

貴重儀器中心；而年度服務未滿 100 小時之儀器，「審議委員會」得要求該儀器

退出中心運作。 

 

第四章  附則 

一、如國科會停止補助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經費，且其他政府單位、企業及院系所

之經費補助無法支應本貴儀中心暨附設共同儀器中心運作時，本管理辦法即自動失

效，中心約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依規定辦理離職。 

二、本辦法經審議委員會及研發常務會議討論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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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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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 立 交 通 大 學九 十 八 學 年 度畢 業 典 禮 程 序 第 一 場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中正堂 

 

一、 典禮開始 

二、 校長致詞 

三、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四、 頒發畢業生傑出貢獻獎 

五、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六、 行畢業式 

(一) 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 

(二) 頒授理、工、管理、客家學院博士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校長頒證，各學院院長或指導教授移帽穗） 

備註：為使典禮進行更加順暢，我們已經準備相機於「握手致賀」、「頒發證書」

及「移帽穗」（請參照第 頁頒證儀式舞台示意圖）進行時個別拍照，並於典禮

後於課外組網頁提供下載。 

(三) 頒授理、工、管理、客家學院碩士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校長頒證，各學院院長移帽穗）    

七、 唱校歌 （友聲合唱團演唱） 

八、 奏驪歌 

九、 禮成（奏樂） 



 55 

國 立 交 通 大 學九 十 八 學 年 度畢 業 典 禮 程 序 第 二 場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 

地點：中正堂 

 

一、 典禮開始 

二、 校長致詞 

三、 頒發畢業生傑出貢獻獎 

四、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五、 行畢業式 

(一) 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 

(二) 頒授電機、資訊、人社、生科學院博士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校長頒證，各學院院長或指導教授移帽穗） 

備註：為使典禮進行更加順暢，我們已經準備相機於「握手致賀」、「頒發證書」

及「移帽穗」（請參照第 頁頒證儀式舞台示意圖）進行時個別拍照，並於典禮

後於課外組網頁提供下載。 

(三) 頒授電機、資訊、人社、生科學院碩士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校長頒證，各學院院長移帽穗）    

六、 唱校歌 （友聲合唱團演唱） 

七、 奏驪歌 

八、 禮成（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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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交 通 大 學九 十 八 學 年 度畢 業 典 禮 程 序 第 三 場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七時 

地點：中正堂 

 

一、 典禮開始 

二、 校長致詞 

三、 貴賓演講  

四、 校園生活回顧 

五、 頒發畢業生傑出貢獻獎 

六、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七、 行畢業式 

(一) 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 

(二) 頒授各學院學士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校長頒證，各學院院長移帽穗）    

八、 唱校歌 （友聲合唱團演唱） 

九、 奏驪歌 

十、 禮成（奏樂-背景音樂：青春契約） 

十一、 煙火賀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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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頒證儀式舞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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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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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立交通大學 

 
 

研三宿舍興建構想書 
 

 
 
 
 
 
 
 
 
 
 
 
 
 
 
 
 
 
 
 
 

學務處住宿服務組 
 

100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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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貣 
   學校因鄰近科學園區，腹地狹窄人口稠密，加以園區外來人口頗多，致可

供學生住宿資源相對排擠，造成許多同學必頇尋找離校遠的民宅，學生每日往

來學校多以機車代步，時常因車流量過大而延誤上課，更經常發生交通事故，

更甚女性同學外宿時有身心安全的掛慮，再加近年來同學因校外租賃問題而發

生權益爭議事件，或其他相關諸多問題，更令學校擔心校外租賃同學安全。 

     因此，學校為提升校內住宿床位，擬以校務基金借貸方式籌建新宿舍，祈使

學生得以在校園安心向學，將詳細現況與籌建規劃以及預期效益說明如下： 

 

一、興建新宿舍之緣由 

（一）、目前宿舍供給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共十七棟，2072間寢室共 7647床，九十九學年度全校註冊學

生為 12967人（不含在職專班 1992位學生），全校男女生帄均床位供給率

為 58.97﹪，全校約有 5320位同學未住宿，必需至校外租賃民宅或通勤或

自宅…上課，各學制床位供給率及不足數如下表一、表二、表三。近年來

新增系所、外籍學生、陸生、科學班將陸續增加入學，故全校床位會更明

顯不足，另大學部女生 100％提供住宿，造成研究所床位嚴重不足。 

   表一、各學制床位不足統計表（99學年） 

區分 床位數 註冊人數 供給率 不足床位數 備  考 

大學部男生 3510 床 4025 人 87.20﹪ 515 床  

大學部女生 1506 床 1579 人 95.38﹪ 73 床 未申請 

碩士班男生 1164 床 3454 人 33.70﹪ 2290 床  

碩士班女生  552 床 1471 人 37.53﹪ 919 床  

博士班男生 791 床 2052 人 38.55﹪ 1261 床  

博士班女生 124 床 386 人 32.12﹪ 262 床  

合  計 7647 床   12967 人 58.97﹪ 5320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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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99學年學生宿舍供給率 

  

註冊人數 

(扣除在職專

班) 

申請 

人數 

床位數 

新生 

候補人數 

舊生 

候補人數 

全部 

後補人數 

供給率  ％ 

(/申請人數) 

供給率 ％ 

(/註冊人數) 

大學部男生 4025 3966 3510 0 456（完畢） 456 88.50 87.20 

碩士班男生 3454 1593 1164 145（完畢） 284（完畢） 429 73.07 33.7 

博士班男生 2052 855 791 25（完畢） 39（完畢） 64 92.51 38.558 

大學部女生 1579 1533 1506 0 27 （完畢） 27 100 95.38 

碩士班女生 1471 1002 552 219 (135) 231 （133） 450 55.09 37.53 

博士班女生 386 144 124 15（完畢） 5 （完畢） 20 86.11 32.12 

合計 12967 9093 7647 404  (84) 1042 (98） 1446 84.10 58.97 

 

表三、100學年在校生學生宿舍供給率 

  
優先保障同學 

申請人數 

一般同學 

申請人數 

第一階段 

合計申請人數 

獲得住宿權 

人數 
後補人數 

供給率 

(/申請人數) 

大學部男生 142 2538 2680 2286 394 85.30% 

碩士班男生 29 717 746 518 228 69.44% 

博士班男生 5 430 435 435 0 100% 

大學部女生 53 1071 1124 1124 0 100% 

碩士班女生 6 411 417 240 177 57.55% 

博士班女生 1 90 91 91 0 100% 

合計 236 5257 5493 4694 799 85.45% 

 

（二）、本案執行前辦理 BOT經過說明： 

       興建學生宿舍為學校長期發展規劃的重點，在政府財政困窘的狀況下，學校 

       瞭解政府不可能補助學校興建學生宿舍，為了籌備興建宿舍所需的經費，學 

       校尌專案融資及民間參與 BOT的可行性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顯示，民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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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的希望擬不復可能，BOT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1、93年 11月 22日《校規會》審議通過。 

   2、93年 12月 01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3、93.10.28教育部授權本校進行學生宿舍 BOT計畫。 

    4、94.05.25辦理「第一次公告招商」：暐順公司基於「投資報酬率過低」

放棄投資；國登公司遞補，95.11.30經甄審會決議：「國登所提構想書

評定為不合格」。 

   5、96.05.01辦理「第二次公告招商」：文亮公司未依期限補繬資格文件，

本校依法「不予受理」；96.11.07六福公司進入初步審核階段，惟該公

司基於「投資報酬率過低」，且未依甄審委員會決議於期限內

（97.01.20）將修正後之「規劃構想書」送校；97.02.01本校函知六

福公司「未於期限內補正文件，依法不予受理」。 

   6、98.06.22日辦理「第三次公告招商」：學生宿舍暨文教會館 BOT， 98

年 9月 16日獲教育部授權辦理，於 98年 9月 24日公開資訊於工程會

網站，98年 12月 3日泛喬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劃構想書通過本校「初步

審核」，目前尚未進行再審核程序，學校已行文民間機構限期 100年 3

月 31日前提送「投資計劃書」到校，以辦理「再審核會議」程序，如

逾期則視同放棄權利。學校歷經近 7年餘，辦理三次公告招商，惟民間

基於投資報酬率考量，致使廠商投資意願低。因此，自償貸款或校務基

金借貸方式興建案勢在必行。 

                    

 （三）、自償貸款興建學生宿舍經過說明： 

       專案貸款或由校務基金借貸興建宿舍將是勢在必行，也較能符合興建品質

較佳的宿舍達到學校照顧學生的初衷，本宿舍的興建管理及維修費用為百

分之百自償，所有費用將由學生之住宿費支應，預定興建 800床左右之宿

舍總工程經費粗估為 5~6億左右，資金百分之百需採借貸方式，借貸之本

金及利息將由收取之住宿費支應，預估興建施工期三年，第四年後開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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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方能達到損益帄衡，收取之宿舍費用可開始清償，視借貸 20年或 30

年計算，各有不同的收費標準以因應償還本金及利息。擬原本宿舍費繬交

場地管理費暑期 10％及學年 15％為支付施工期間貸款利息（建議施工中免

繬場地管理費）。 

 

二、現況及問題 

（一）、現況： 

      本校學生宿舍共十七棟，宿舍特色、容量、使用年代，如下表： 

【全年開放 24小時供應冷、熱水、IC自動門、監視器、插卡分離式冷氣】 

宿舍 校區 啟用

年代 

樓板面績 

帄方公尺 

床位

數 

每人使用面

積帄方公尺 

宿舍特性 

逸軒 博愛 64 1234.84 57 21.66  1~3 樓博士班男生宿舍 

 4 樓博士班女生宿舍 

●  二人一房、92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二舍 

 

博愛 56 1525.44 118 12.93  研究所女生宿舍 

 二人一房、公用冰箱 

三舍 博愛 56 1525.44 256 5.96  1~2 樓碩士班男生宿舍 

 3 樓研究所女生宿舍 

 四人一房、97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四舍 

 

博愛 56 1525.44 130 11.73  博士班男生宿舍 

 二人一房、公用冰箱 

五舍 博愛 62 2310.24 312 7.40  碩士班男生宿舍 

 四人一房、99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六舍 博愛 63 3626.14 460 7.88  碩士班男生宿舍 

 四人一房、99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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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舍 光復 68 4372 396 10.04  大學部男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四人一房、89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八舍 光復 70 5007.63 632 7.92  大學部男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四人一房、88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九舍 光復 73 4453.96 504 8.84  大學部男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四人一房、89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十舍 光復 76 7319.30 636 11.51  大學部新生男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四人一房、90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一樓部分為女生寢室 

十一舍 

 

光復 77 4851.86 420 11.55  研究所女生宿舍 

 四人一房、公用冰箱 

十二舍 光復 80 8186.50 630 12.99  大學部新生男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四人一房、公用冰箱 

十三舍 光復 84 11917.90 800 14.89  大學部男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四人一房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研一舍 光復 73 5807.98 208 27.92  博士班男生宿舍 

 二人一房、98 年整修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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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二舍 光復 84 7314.38 540 13.55  研究所男生宿舍 

 四人一房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竹軒 

 

 

光復 71 4809.29 440 10.93  大學部新生女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 四人一房、90 年整修 

●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女二舍 

 

光復 87 15020.98 1112 13.51  大學部女生宿舍 

 凌晨 1 至 6 時熄大燈 

 二或四人一房 

 每間寢室可使用 70 公升冰箱 

合計：17 棟宿舍 

           

本校住宿率比較國內其他各大專院校稍高，惟因園區上班族人數眾多校

外租賃不易，且學校配合教育短中長期計劃每年增加新系所、自然增班、外

籍生、陸生、科學班學生人數，故床位逐年不足將會自然擴大。 

 

（二）、問題： 

當學生宿舍床位不足時，學校感受來自同學間為爭取床位，產生許多不良

問題，分析如下： 

1、每學年重新分配宿舍後，於網路上獲知對未能分配床位同學，願出高價

收購床位，此將造成學生非法獲利不良之心理教育效果。 

    2、每年分配宿舍，同學間為強求床位，運用各種方法排擠同學或互相勾心

鬥角，造成年制同學感情不合睦。 

3、目前因社會因素，家中收入減少相對支出增加，對未分配床位同學，必

頇至校外花費較多租賃費用，影響家庭經濟。 

4、研究所學生數量逐年增加床位供給率亦逐年遞減，床位不足有增無減，

每年對學生、家長、學校均有極大壓力。 

5、為考量大學部女生安全問題在校期間提供 100％住宿率，故排擠研究所

女生及男生床位數量，本校希望能使全校研究所女生均能分配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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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取得之可行性及建築物體積大小（新建宿舍空間規劃

統計表） 

（一）、土地取得之可行性 

貸款新建學生宿舍經九十七年五月五日建築與景觀委員會、九十七年五

月二十三日校務規劃委員會、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臨時校務會議等通

過在案，為考慮學生安全及交通方便，興建宿舍之基地於南區，地基週

邊曠野帄坦為最佳興建宿舍預定地，由總務處營繕組委請營建工程管理

顧問公司規劃含環境評估。增建宿舍位於光復校區南區，便於宿舍之管

理、輔導和上課研究學程，最佳規劃地點：對面為綜合一館、後臨營繕

組、旁為土木結構實驗室、F 機車棚、地號 573、575、576、580、574，

附近有環校道路及環校機車道出入，學生上課或進出校園均感方便，且

土地為本校所有，施工中對附近環境、噪音傷害會較其他地區減少。 

如圖：A、573、575、576、580=37.8M×52M=1965.6
M2

=594.60 坪 

B、574=12.6M×52M=655.2
M2

=198.20 坪 

C、馬路=7.9M×52M=410.8
M2

=124.30 坪 

D、合計：一樓使用面積 2163.8 M2、二樓建築面積 2288.1 M2
 

（二）、建築物體積大小（僅供参考：粗估每生使用面積約 5~6 坪） 

樓層 使用規格 樓板面積 

帄方公尺 

房間數及 

容納人數 

每人使用面

積帄方公尺 

說     明 

地下室 停車場 2288.1   僅供参考 

一樓 

 

一樓為餐

廳、咖啡廳或

小吃街、管理

員室交誼廳 

2163.8   本樓層供南區

學生消費及自

動門管理、公共

設施等 

二~八樓

（X樓層） 

一~二人套房

或家庭式 

16016.7 男生 400

人、女生

400人 

20.02 不含樓頂面積 

合計 400間左右 20468.6 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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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考 一、室外備陽台設晒衣場、防風、防噪音、防污染之玻璃、

陽台設置水點火或電熱水器或鍋爐 

二、建築成本估約每坪 10~11萬元                                        

三、將含身心殘障室 

四、地下室及一樓餐廳建築成本分攤 

   （三）、其他說明： 

   1、本建築物樓層、宿舍型態、空間量體、建築成本…等等事項，將委託營建

工程管理顧問公司規劃擬朝向一~二人套房公共衛浴設備含家庭式套房，

衛浴及屋頂徹底施行防漏工程，浴室排水口採取水溝式建築，所有管路為

明管，降低天花板設計。 

    2、建築基地內面向機車 F棚確保空氣、噪音對住宿環境之汙染，及樹木遷移

建請總務處事務組協助處理。 

  3、擬本建築物完工後以研究所學生、外籍學生、陸生優先申請分配。 

  
 

貳、目的及預期效益 
一、建築目的及基本發展構想 

  （一）、建築目的 

新建學生宿舍設定為套房公共衛浴設備，可供外籍學生、陸生、個案生，

在學研究所學生優先自由申請分配。 

（二）、基本發展構想 

1、住宿率提高、住宿費較市場低、住宿密度降低，個人使用空間加大，校

園生活機能強，住宿品質提高說明如下： 

（1）、寢室內：無繩索窗簾、手控分離式冷氣、電話、網路、電視線路、  

整組床舖、桌、椅含置物櫃、個人配有床組可放置 21吋電腦螢幕和主機

之書桌，各寢室獨立之 IC學生證卡門、電力表（所有能源為使用者付費）。 

（2）、公共區域：交誼廳、洗衣房、曬衣架、北面防風鋁窗、24小時冷

熱程控殺菌飲水機、浴廁、沐浴熱水（水點火或電水器或鍋爐 IC卡使用

者付費）、電梯、亯箱、陽台…等等以上設備均為男、女生之區隔基本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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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證 IC卡：能源、大門、電梯、寢室非接觸式自動管理。 

2、一樓安全設施：設男、女生樓層分別進出，學生 IC卡感應式自動門管理

系統、無線警報器、遠端監視器、外圍照明燈、管理中心、交誼廳、餐

廳、洗衣房及必要之機電設備。 

 3、為立即滿足學生住宿需求及爾後保養成本，本宿舍除土木硬設施外，其

它設備如床組、窗簾、電器、網路、線路、燈座、插座等等，於本案進

行規劃設計階段時，亦請建築師一併列入考慮辦理，以免設計不當再修

改，致始延誤學生進住時間或浪費大批建築材料。 

4、設計時應使學生寢室之使用空間儘量加大，以避免浪費過多不必要之公

共空間。 

5、宿舍建材或零件有國產出品者，嚴格執行一律使用國產貨（便於爾後維

修及降低建築成本）。 

6、管路及電路建材擬採用開放管路間（維修人員好進出）、堅固、耐用、實

用、不裂、不朽、不銹、不漏水、好換、好保養為原則。 

7、如有造景美觀工程，請慎重考慮防漏技術及實用性，浴廁盡量不使用天 

   花板美化。 

 

二、預期效果 

目前宿舍有 7647床，新建宿舍 800床以上，合計全校將有 8447床，對新增系

所、外籍生、陸生、特案生、研究所學生住宿人數之正常發展，短期內能舒緩

來自家長及學生需求床位有極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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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方法 
一、實施步驟 

現階段除定期召集校內相關單位開會討論空間需求外，並將俟本構想書報教育部

審核通過後，成立興建委員會及公開甄選營建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以進行空

間量體設計、建築工程設計、各樓層帄面圖設計，並初估所需經費、工程預定進

度等規劃設計作業，且彙整成規劃設計書，依序提報本校校規會同意後，呈報教

育部審查。 

全案俟規劃設計書報奉教育部審查同意暨工程預算通過後，辦理工程發包施工。 

 

二、實施流程圖 

學校學生住宿空間已嚴重不足，為滿足學生需求以及因應未來校園規模的擴充，

本計畫擬興建學生宿舍，以因應校園未來發展的需要，符合一流大學空間規劃及

使用的標準。作業流程圖如下圖所示： 

第一階段由本校先作先期規劃再透過標準程序甄選出專案管理顧問廠商，並委託

其擬定工程構想書及研定建築師甄選契約草案，報經教育部同意後，依工程構想

書內容進行建築師甄聘作業。 

第二階段由廠商協助學校辦理設計/監造建築師甄選，獲選建築師提出其設計構

想，並藉由全校師生共同參與活動下，催生出工程基本設計圖說，再依公有建築

作業手冊規定設計送審要件，備具相關圖說，本階段專案管理管問將尌經費之合

理性、材料規格之合理性進行把關，並經學校既定之校內審查程序（校園規劃委

員會、校務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核定後，送至教育部及工程會審查核定。 

第三階段俟教育部及工程會核定後，進行細部設計（含建照執照申請、綠建築證

書、都審與結構外審等作業）與預算書編制，經審查同意後再送請學校總務單位

將發包資訊上傳至政府採購公報，進行工程上網公告招標作業，甄選出承包施工

廠商，進行工程施作並完成後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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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先期規劃

甄選專案管理顧問

甄選設計/監造建築師

通過校內程序
教育部及工程會審查
核定

擬定工程構想書

基本設計

師生參與
通過校內程序
30%設計送教育部及工程會審查
核定

上網招標

建照執照申辦
發包圖說及預算書編製

甄選承包施工廠商

通過校內程序
核定

研定建築師甄選契約草案

專案管理顧問把關
通過校內程序
核定

擬定工程承攬契約文件

校方先期規劃

甄選專案管理顧問

甄選設計/監造建築師

通過校內程序
教育部及工程會審查
核定

擬定工程構想書

基本設計

師生參與
通過校內程序
30%設計送教育部及工程會審查
核定

上網招標

建照執照申辦
發包圖說及預算書編製

甄選承包施工廠商

通過校內程序
核定

研定建築師甄選契約草案

專案管理顧問把關
通過校內程序
核定

擬定工程承攬契約文件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辦理事項、執行單位 

 

 

 

 

 

 

 

 

 

 

 

 

 

 

 

 

 

 

 

 

 

 

 

 

 

 

 

 

 

1.5 個月 

8 個月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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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興建構想之整體評估準則 

前述實施步驟中籌建委員會成立後，並開始討論規劃原則，建築設計方案之整體

評估應以下述作為準則： 

項目 評估準則 

１、建築配置 

（１）與鄰近既有或擬興建之建築物分布情形、高低狀況、走向、  

      體積比例、空地比例、使用相容性等整體搭配之合理性〃 

（２）鄰近出入動線安排搭配之流暢性〃 

（３）日照、通風、採光、噪音、污水排放等不利條件之配合度〃 

（４）有效開放空間之創造性〃 

（５）四周景觀品質之確保程度〃 

２、空間組織 

（１）空間組織管理之方便性與效率性〃 

（２）使用空間層级，分區之自明性〃 

（３）空間使用之可變彈性〃 

（４）各使用空間聯繫與資訊交流的方便性〃 

（５）各空間單元分不知相容性的與互斥性〃 

３、動線 

（１）無障礙空間之規劃〃 

（２）出入宿舍基地、停車場之配合〃 

（３）行人動線的配合度〃 

（４）宿舍與停車棚穩定要求之相容性或互斥性〃 

（５）宿舍與停車棚之間動線的良好聯繫及危急時相對封閉之實 

      際性〃 

（６）各樓層間動線之良好聯繫及疏散流量之合理配合〃 

４、景觀 

（１）建築物外部之造型，屋頂與本體比例的考慮〃 

（２）外部結構獨特風格之營造，古典美之保持〃 

（３）宿舍與停車棚建築高低差與本體大小比例之合理性〃 

（４）建築物帄面與立面所創造之穩重性、聳立性、和諧性及整 

      體美感之營造〃 

（５）建築物搭配基地所形成之特有場所風格與氣氛之營造〃 

５、營造 
（１）符合建築法規之設計要求〃 

（２）配合建築實際可使用樓版量最大容許設計，外型聳立，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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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與停車棚體積和諧對應設計〃 

（３）結構系統之合理性，施工品質確保之要求，及合理營造監 

      造估算〃 

６、設備 

（１）設備種類、數量、經費計算之正確度及合理度〃 

（２）各項設施及設備之維護管理計畫之合理研擬〃 

（３）設備配置之空間規劃，路線及配合措施之規劃〃 

（４）未來設備之成長預估及空間之彈性預留〃 

（５）使用單位特殊器材設備需求及配置之配合度〃 

７、能源 

（１）對冬夏日照之瞭解，及內部溫度調控能源調節之規劃〃 

（２）給排水、輸送設備及照明設備之配合〃 

（３）操作管理系統及維護管理系統之配合度〃 

８、戶外景觀 

（１）戶外空間休憩區之考慮〃 

（２）配合建築植栽之相配性〃 

（３）視覺景觀之多樣性〃 

（４）季節變化之考慮〃 

宿舍設計的空間，不僅實用化，學生間的互動考慮，即使未來使用者於最舒適的

環境下居住，於戶外植栽的精心美化及開放空間的設計，提供宿舍學生課餘休閒

化的利用及踱步苦思研究的優美環境，提高學習效率，增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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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概估及償還能力分析 
 

國立交通大學學務處住宿服務組新建宿舍校務基金借貸估算償還分析表 

   考慮因素：前期作業經費及建築期間借貸利息支付...等，每年不得超出目前宿

舍費繬交場地管理費之支出，擬地下停車場、一樓餐廳建築經費分攤另議。 

一、 借貸金額：估算每生分配 20.02帄方公尺，800床以上建築面積 20468.6帄  

方公尺，估計每坪 10~11萬元左右，總工程費 5~6 億元或更多，外加床組、

網路、電話、冷氣、電表、熱水器、窗簾、監視器、自動門、無線警報…等。 

  二、利息計算：固定利率採大額存款年息 0.18％計算（隨市場變動）。 

  三、建築籌化期間：設定 3年利息由繬交場地費宿舍費支付或其他費用。 

  四、貸款期限：20年或 30年以上 

    （一）、永遠還利息不還本（擬較不適用，讓學生有降宿舍費說詞）。 

    （二）、建築期間未啟用前只還利息，學生進住後本息攤還。 

  （三）、全校宿舍費調漲。 

    （四）、寒假期間收取宿舍費。 

    （五）、新宿舍相關支出由 17棟宿舍費節餘款支付。 

  五、學生進住宿舍本息（年息）歸還計算 

        （一）、設立 IC卡電表及水電火、電熱水器，費用由住宿學生自行負擔，維護 

              費、修繕費、人事費、水費、清潔費共同負擔。 

    （二）、施工期間利息支出以學期為單元計算，設定借貸以 5~6億為原則，以免 

           影響其他宿舍運作。 

    （三）、停車費及餐廳租賃費用回歸建築貸款成本。 

    六、周邊設備考慮因素 

     （一）、開挖地下室及餐廳將增加建築成本。 

    （二）、建築物請注意風向及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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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計算：銀行基本大額放款利率，年息估算 0.18％ 
 

◎建築期間約三年：(下表以 6 億貸款額計算，分 10 期貸款)    

累計貸款 

金額 
每月利息 半年歸還利息 

累計貸款 

金額 
每月利息 半年歸還利息 

 

50,000,000 7,500 45,000 400,000,000 60,000 360,000  

120,000,000 18,000 108,000 460,000,000 69,000 414,000  

210,000,000 31,500 189,000 500,000,000 75,000 450,000  

300,000,000 45,000 270,000 560,000,000  84,000  504,000   

360,000,000 54,000 324,000 600,000,000  90,000  540,000   

*如有差額為小數點之落差。      

◎建築期間利息詴算表   

項 目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累計貸款額 50,000,000 120,000,000 210,000,000 300,000,000 360,000,000  

年利率 0.18% 0.18% 0.18% 0.18% 0.18%  

每月利息 7,500  18,000  31,500  45,000  54,000   

項 目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累計貸款額 400,000,000 460,000,000 500,000,000 560,000,000  600,000,000   

年利率 0.18% 0.18% 0.18% 0.18% 0.18%  

每月利息 60,000  69,000  75,000  84,000  90,000   

◎學生進住宿舍本息（年息）歸還計算    

貸款金額 每年本息歸還 人事、能源、清潔費 學期宿舍費 
雙人宿舍費 

合計 

單人宿舍費 

合計 
備考 

250,000,000 12,944,375 2,929 7,023 9,952 16,975 20年 

300,000,000 15,533,250 2,929 8,427 11,356 19,784 20年 

400,000,000 20,711,000 2,929 11,236 14,165 25,402 20年 

500,000,000 25,888,750 2,929 14,046 16,975 31,020 20年 

600,000,000 31,066,500 2,929 16,855 19,784 36,638 20年 

250,000,000 8,779,583 2,929 4,763 7,692 12,455 30年 

300,000,000 10,535,500 2,929 5,716 8,645 14,361 30年 

400,000,000 14,047,333 2,929 7,621 10,550 18,171 30年 

500,000,000 17,559,167 2,929 9,526 12,455 21,982 30年 

600,000,000 21,071,000 2,929 11,432 14,361 25,792 30年 

◎    人事、能源、清潔費用，粗估 5月每生負擔 2,929元（依宿委會決議調整）  

◎    學期宿舍費=每年本息/(800 床*96%住宿率)/12月*5月(寒假亦收費)   

  ◎ 以上為 2人套房宿舍費，1人套房宿舍費計算為（學期宿舍費*2+2,929元）  

 

◎台、清、交各新宿舍每月收費明細(本校以 5億成本估算)   

  台大-太子 清大-儒齋 交大-研一 交大-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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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房 7,100  4,600  4,950  4,396    

雙人房 4,700  2,800  2,358(公共衛浴) 2,491    

說明：擬研三舍每寢裝設電錶 110、220計費電錶。    

 

 

伍、結論-問題思考 
由於國民生活水準的提昇，學校在規劃此新宿舍時，宿舍應符合社會大眾品味潮

流，對工程品質、建材、床組、垃圾處理、電梯等等設備，均要求高品質。 

  惟對以下問題擬請列入思考： 

一、 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朝向綠建築，以達節約能源為主。 

二、 施工期間所有費用如由宿舍費支出，要嚴控免影響其他宿舍正常運作維持。 

  三、開挖地下室會增加建築成本但利用空間會增大。 

  四、樓下餐廳營運方式及租賃費用得回歸建築成本內。 

  五、歸還貸款本息採最低機動利率，故該棟學生宿舍費亦將採取機動計算。 

  六、宿舍外圍公共設施如水、電、瓦斯、電亯、網路、汙水管路、交通...等工程

尚需相關單位協辦。 

七、原木料上漲及歸還貸款增加，全校宿舍費將全面調漲，擬將考慮學生反應。 

  八、本建築物對四周環境生態之評估。 

 

 

 

 

 

 

 

 



 

圖二、綠地加馬路 

 

圖一、營繕組前方綠地方基 

圖三、綠地加馬路加左側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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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九十九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三次「院務會議」記錄  

 

日  期：100 年 03 月 08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張新立 院長                                      記錄：楊珍珍、陳杏雯 

出  席：【管理學院】姚銘忠、唐瓔璋 

【管科系】張家齊、朱博湧、謝國文(請假) 

【運管系】王晉元、姚銘忠、任維廉、黃寬丞(黃家耀代) 

【工管系】梁高榮、洪瑞雲、許錫美、鍾淑馨 

【資財系(含資管所、財金所)】 

繫濟群、林妙聰、王克陸、蔡銘箴、郭家豪、林孝倫 

【經管所】胡均立、林介鵬 

【交研所】許鉅秉、黃承傳、邱裕鈞 

【科管所】林亭汝(請假)、虞孝成 

【科法所】王敏銓、倪貴榮、林建中 

甲、報告事項  

1.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100.01.11 第二次院務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修訂「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及「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施

行細則」案。 

說  明： 

一、交大組織章程修訂後規定(第三十八條如附件二)，各學院院長選任、續聘及

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建議修訂「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施

行細則」(辦法如附件三、四)，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組織要點如附件五。 

決  議：請科法所林建中老師針對本次通過修訂條文(如下表)及彙集會中代表意見，

研擬院長遴選辦法、施行細則及解聘辦法條文內容，提下次會議討論。本次

修訂條文如下表：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決 議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組織

規程第五十二條訂定之。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

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

定之。 

同意修訂。 

經在場 23位代表舉手表

決(同意票 21 票、0 票不

同意)。 

四、遴選委員會組成 

本學院院長任期屆滿七個

月前或出缺時，由校長指派

四、遴選委員會組成 

本學院院長任期屆滿

七個月前或出缺時，

同意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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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

委員會之構成包括： 

1.主任委員。 

2.每一系或獨立所推選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之專任教師

乙名。 

3.校長推薦院外公正人士至

多三名（含主任委員）。 

院長候選人不得為遴選委員

會委員。 

 

由校長指派遴選委員

會主任委員，成立遴

選委員會。遴選委員

會之構成包括： 

1.主任委員。 

2.每一系或獨立所推選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之

專任教師乙名。 

3.校長推薦院外公正人

士至多三名（含主任

委員）。 

院長候選人不得為遴選

委員會委員。 

 

七、推薦校方人選產生方式 

1.同意權選舉：由本院全體

專任及全時約聘教師(含講

師，但休假、出國進修者不

計)對每位候選人行使同意

權投票。領取選票人數需超

過全院有效投票者一半以

上方為有效選舉。 

 

七、推薦校方人選產生

方式 

1.同意權選舉：由本院

全體專任及全時約聘

教師(含講師，但休

假、借調、出國進修

者不計)對每位候選

人行使同意權投票。

領取選票人數需超過

全院有效投票者一半

以上方為有效選舉。 

 

同意修訂。 

經在場 24位代表舉手表

決 (贊成修正條文 18

票、贊成維持原條文 6

票)。 

八、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八、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經校行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同意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同意通過。 

二、建議修訂「交 大 管 理 學 院 院 長 遴 選 辦 法 施 行 細 則 」，建議修訂對

照表如下：(原辦法如附件四、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組織要點如附件五)。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決 議 

參、本院院長尋求續任仍應依

法成立遴選委員會，遴選

委員會得針對尋求續任之

院長候選人進行院內教師

「行使同意權作業」，如同

意票過半即簽請校長續

聘；否則依初任類型之程

序辦理重新遴選。 

 

參、本院院長尋求續任

仍應依法成立遴選委

員會，遴選委員會組

成由每一系或獨立

所推選具副教授以

上資格之專任教師

乙名。由委員互推一

1.訂定續任機制(經在場

21 位代表舉手表決，

同意票 19 票、不同意

0 票)。 

2.院長遴選辦法中明訂

新、續任辦法，並另

訂解聘辦法機制(經在



 79 

人擔任召集人。遴選

委員會得針對尋求

續任之院長候選人進

行院內教師「行使同

意權作業」，如同意票

過半即簽請校長續

聘；否則依初任類型

之程序辦理重新遴

選。 

 

場 21 位代表舉手表

決，同意票 17 票、不

同意 0 票)。 

備註:條文內容另作修正

後提下次會議討

論。 

 增加第肆條條文 

肆、解聘 

本院院長因重大事由，

應由院長或由全院十分

之一以上教師連署，召

開院務會議，必要時得

推選臨時主席主持會

議，經出席三分之二以

上代表決議，得由校長

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

職務。 

肆、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同意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條文改為第五條 

伍、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

議通過，並經校行政

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同意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同意通過 

 

 

提案二：管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新增「資料庫管理」審查案。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六條辦理：「本委員會

在規劃本院共同必修科目時，需廣集師生意見，並提院務會議議決。各學系

應遵循院務會議議決之課程規劃，本會並負監督之責。」 

二、經 100.02.15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本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擬新增「資料庫管

理」乙門(會議記錄如附件五)。 

三、本案若經同意後，擬一併修正「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

執行細則」，建議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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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科目訂定：本院大學部共同必

修課程包括如下十二門課，合

計三十六學分： 

一、線性代數 (三學分) 

二、管理學 (三學分) 

三、經濟學(一) (三學分) 

四、經濟學(二) (三學分) 

五、統計學(一) (三學分) 

六、統計學(二) (三學分) 

七、會計學(一) (三學分) 

八、會計學(二) (三學分) 

九、作業研究(一) (三學分) 

十、作業研究(二) (三學分) 

十一、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 

(三學分) 

十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三

學分) 

本院共同必修課程之修正，需

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條  科目訂定：本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

程包括如下十二三門課，合計三十

六九學分： 

一、線性代數 (三學分) 

二、管理學 (三學分) 

三、經濟學(一) (三學分) 

四、經濟學(二) (三學分) 

五、統計學(一) (三學分) 

六、統計學(二) (三學分) 

七、會計學(一) (三學分) 

八、會計學(二) (三學分) 

九、作業研究(一) (三學分) 

十、作業研究(二) (三學分) 

十一、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 (三

學分) 

十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三學

分) 

十三、資料庫管理 (三學分) 

本院共同必修課程之修正，需經本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因現場人數不足，本案於下次會議再做進一步討論。 

 

 

 

 

 

丙、討論事項：無  

丁、散    會：PM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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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管理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暨  

第五次「課程委員會」記錄  

日  期：100 年 03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張新立 院長                                       記錄：楊珍珍、陳杏雯 

出  席：院務會議代表： 

【管理學院】姚銘忠、唐瓔璋 

【管科系】張家齊(王耀德代)、朱博湧(請假)、謝國文 

【運管系】王晉元、姚銘忠、任維廉、黃寬丞 

【工管系】梁高榮、洪瑞雲、許錫美、鍾淑馨(請假) 

【資財系(含資管所、財金所)】 

繫濟群、林妙聰、王克陸、蔡銘箴、郭家豪、林孝倫 

【經管所】胡均立、林介鵬 

【交研所】許鉅秉、黃承傳、邱裕鈞(請假) 

【科管所】林亭汝(請假)、虞孝成 

【科法所】王敏銓、倪貴榮(請假)、林建中 

 課委會代表：唐瓔璋、包曉天、姚銘忠、陳文智、黃興進、曾芳代、黃台生、 

洪志洋、倪貴榮(林建中代) 

列  席：唐麗英 

 

甲、報告事項  

1.確認前次會議記錄(100.03.08 第三次院務會議記錄、100.02.15 第四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記錄如附件一)。 

2.為審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院各系所(含專班各組)之課程資料，預訂於 4 月 21

日(星期四)召開課程委員會議，敬請各位委員預留會議時間。 

3.本校請各院推薦 100 學年度之開放式課程(OCW)至少兩門，其中一門以影音課程為

原則。優先推薦之開放式課程建議為傑出教師授課課程、各學院基礎課程、核心課

程或前瞻課程、教材沒有(或少有)智慧財產權疑慮之課程。請各系所推薦傑出教學

獎教師開授開放式課程乙門，並於 5 月 13 日(五)前填妥開放式課程推薦課程資料

送院彙整後送校。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修訂「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施

行細則」、訂定「交大管理學院院長解任辦法」案。 

說  明：前次會議決議請科法所林建中老師針對本次通過修訂條文並彙集會中代表意

見，研擬院長遴選及續任辦法(如附件二)、院長遴選及續任辦法施行細則(如

附件三)及院長解任辦法(如附件四)條文內容提本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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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除以下二案經舉手表決外，其餘條文修正後通過(院長遴選及續任辦法如附

件 B、院長遴選及續任辦法施行細則 C、院長解任辦法 D)。 

一、建議續任程序應經院長遴選委員會半數以上推薦，始得成為續任候選人(經舉

手表決：同意 3票、不同意 5票)。 

二、院長遴選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 4款是否需經校長同意始得進行同意權行使

(經舉手表決：同意 4票、不同意 5票)。 

附帶決議：有關同意權行使，應向人事室確認專任約聘教師是否有選舉權，如無特別

規範則同意權行使投票人以編制內專任教師為限。 

附帶說明：會後查詢本校約聘教師契約中第八條條文為：「約聘教師在所屬單位之權

利與義務，依該所屬單位之約定辦理」。在無明訂有選舉權情形下，本辦

法中同意權行使投票人修正為以編制內專任教師為限。 

提案二~九(略) 

丙、討論事項：無  

丁、散    會：pm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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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及續任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及 

續任辦法 

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辦法名稱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三十八條訂定之。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組織

規程第五十二條訂定之。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條文修正。 

二、院長候選人資格 

院長候選人需具有教育部或國外大學

教授資格，且在學術上有卓越表現並

富行政、領導能力。 

二、院長候選人資格 

院長候選人需具有教育部或

國外大學教授資格，且在學

術上有卓越表現並富行政、

領導能力。 

 

三、院長任期 

本學院院長一任三年，僅得續任一次。 

三、院長任期 

本學院院長一任三年，僅得

續任一次。 

 

四、現任院長續任及續任遴選委員會之

組成 

本院院長尋求續任時，應於任

期屆滿前七個月，通知各系所

並成立續任遴選委員會。  

續任遴選委員會，由每一系或獨

立所推選編制內專任教師乙名組

成。並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 

續 任 遴 選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為 針

對 尋 求 續 任 之 院 長 候 選 人 辦

理院長續任說明會，並進行院

內教師行使同意權作業。本項

投票需由本院全體編制內專任教

師(但休假、借調、出國進修者不計)

對現任院長續任行使同意權投票。

領取選票人數需超過全院有效投票

者一半以上方為有效選舉；如同意

票過半即簽請校長續聘。否則

依新選任程序辦理重新遴選。 

 新增院長續任程

序。 

五、院長遴選委員會組成 

本學院院長如無意競選連任，需於任期

屆滿七個月前，報請校方，由校長指派

四、遴選委員會組成 

本學院院長任期屆滿七個月

前或出缺時，由校長指派遴選

1.條次修正。 

2.增加院長無意

競選或未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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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名組織遴選委

員會。院長出缺時或未獲連任投票過半

者，需立即報請校長指派遴選委員會主

任委員一名組織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之構成包括： 

1.主任委員。 

2.每一系或獨立所推選編制內專任教師

乙名。 

3.校長推薦之院外公正人士。 

前項校長指定之主任委員及院外公正人

士，合計至多三名。 

院長候選人不得為遴選委員會委員。 

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委員會

之構成包括： 

1.主任委員。 

2.每一系或獨立所推選具

副教授以 3.上資格之專任

教師乙名。 

校長推薦院外公正人士至

多三名（含主任委員）。 

院長候選人不得為遴選委

員會委員。 

任之程序。 

3.第 3 點文字修

正 

六、遴選委員會任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任務為舉薦院長候選

人，及辦理院長遴選工作。 

五、遴選委員會任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任務為舉薦

院長候選人，及辦理院長遴

選工作。 

條次修正。 

七、遴選委員會開會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需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獲全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贊成者成為候選人。 

六、遴選委員會開會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

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

代表，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不得開會。非有全體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

成者成為候選人。 

1.條次修正。 

2.文字修正。 

八、推薦校方人選產生方式 

1. 同意權選舉：由本院全體編制內專

任教師(但休假、借調、出國進修

者不計)對每位候選人行使同意權

投票。領取選票人數需超過全院有

效投票者一半以上方為有效選舉。 

2. 遴選委員會由候選人中所有獲得超

過同意票半數者，推薦給校長圈選敦

聘。 

七、推薦校方人選產生方式 

1.同意權選舉：由本院全體專

任及全時約聘教師 (含講

師，但休假、出國進修者不

計)對每位候選人行使同意

權投票。領取選票人數需超

過全院有效投票者一半以上

方為有效選舉。 

2.遴選委員會由候選人中所

有獲得超過同意票半數者，

推薦給校長圈選敦聘。 

1. 條次修正。 

2.原條文包含全

時約聘教師，

修正為編制內

專任教師 (不

含全時約聘教

師) 

3.規範借調教師

不得投票。 

九、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校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學院院長選任 

、續聘及解聘之 

程序由各學院院 

務會議訂定辦法， 

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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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及續任辦法(修正草案) 

79.12.12 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小組會議通過 

80.02.22 管理學院臨時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0.10.12 管理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1.23 管理學院第三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3.13 管理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1.11 管理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15 管理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暨第五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定之。 

二、院長候選人資格 

院長候選人需具有教育部或國外大學教授資格，且在學術上有卓越表現並富行政、領導

能力。 

三、院長任期 

本學院院長一任三年，僅得續任一次。 

四、現任院長續任及續任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本院院長尋求續任時，應於任期屆滿前七個月，通知各系所並成立續任遴選

委員會。  

續任遴選委員會，由每一系或獨立所推選編制內專任教師乙名組成。並由委員互推一

人擔任召集人。 

續任遴選委員會之任務為針對尋求續任之院長候選人辦理院長續任說明

會，並進行院內教師行使同意權作業。本項投票需由本院全體編制內專任教師(但

休假、借調、出國進修者不計)對現任院長續任行使同意權投票。領取選票人數需超過全

院有效投票者一半以上方為有效選舉；如同意票過半即簽請校長續聘。否則依新

選任程序辦理重新遴選。  

五、院長遴選委員會組成 

本學院院長如無意競選連任，需於任期屆滿七個月前，報請校方，由校長指派遴選委員

會主任委員一名組織遴選委員會。院長出缺時或未獲連任投票過半者，需立即報請校長

指派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名組織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之構成包括： 

1. 主任委員。 

2. 每一系或獨立所推選編制內專任教師乙名。 

3. 校長推薦之院外公正人士。 

前項校長指定之主任委員及院外公正人士，合計至多三名。 

院長候選人不得為遴選委員會委員。 

六、遴選委員會任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任務為舉薦院長候選人，及辦理院長遴選工作。 

七、遴選委員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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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需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會。獲全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者成為候選人。 

八、推薦校方人選產生方式 

1.同意權選舉：由本院全體編制內專任教師(但休假、借調、出國進修者不計)對每位候

選人行使同意權投票。領取選票人數需超過全院有效投票者一半以上方為有效選舉。 

2.遴選委員會由候選人中所有獲得超過同意票半數者，推薦給校長圈選敦聘。 

九、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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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解任辦法」逐條說明表 

 

條文 說明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定之。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條文訂定 

二、程序 

本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認有不適當繼續擔任職務之情形，應

由全院十分之一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但休假、借調、出國進

修者不計)連署，召開院務會議。由院務會議出席總數三分之

二以上代表可決後，報請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學院院長職

務。 

前項院務會議，由院務會議代表間互推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現任院長經出席代表過半表決認適當時，應迴避出席。 

100.03.15 管理學院第

四次院務會議暨第五次

課程委員會訂定 

三、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各學院院長選任、續 

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 

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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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解任辦法（草案） 

100.03.15管理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暨第五次課程委員會 訂定 

一、依據 

本辦法係依據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定之。 

二、程序 

本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認有不適當繼續擔任職務之情形，應由全院十分之一以上編制內

專任教師(但休假、借調、出國進修者不計)連署，召開院務會議。由院務會議出席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可決後，報請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學院院長職務。 

前項院務會議，由院務會議代表間互推臨時主席主持會議。現任院長經出席代表過半表

決認適當時，應迴避出席。 

三、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