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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9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5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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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

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楊武組長代理）、許尚華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

樹主任（請假）、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徐保羅副院長代理）、理學院莊振益院長（鍾

文聖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請假）、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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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瑞枝副院長代理）、資訊

學院簡榮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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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

蓉組長代理）、人事室譚潔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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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學生議

會孫承憲議長、住服組喬治國組長 

 

壹、 主席報告 

一、本校校務規劃修正中長程計畫預計暑假期間開會研討。 

二、興建行政大樓及人社三館基地應儘快定案、及早規劃。 

三、配合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執行，請教務處、學務處、國際處及各院就國際化

與加強導師輔導制度等事項研提具體作法。 

四、學生接獲學習成績之時間點，影響其申請獎學金等權益事項之時效性，故請教務處、各

學院轉知各系所教師，應依規定時間繳交學生成績，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0 年 5月 20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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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 

 

三、教務處報告： 

（一）99學年度「教學獎」：100年5月19日共選拔出13位傑出教學教師、16位優良教師，獲獎

名單如下。同時，本屆共有三位教師獲選第三次傑出教學獎，即莊重教授、彭慧玲教

授與黃美鈴副教授，其優良教學事蹟將列入本校發展館，並獲頒「榮譽教學獎狀」。 

    1.傑出教學獎(13位)： 

      第(一)項（學士班必修課程與全校性共同課程）傑出教學教師(10位)：蔡佳霖教授(工

學院-機械系)、上條純惠老師(人社學院-語言中心)、黃美鈴副教授(共同學科-通識中

心)、馬毓君教官(共同學科-軍訓室)、李榮耀副教授(基礎科學教學小組)、楊毅助理

教授(基礎科學教學小組)、莊重教授(理學院-應數系)、趙天生教授(理學院-電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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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玲教授(生科學院-生科系)、林源倍教授(電機學院-電機系)。  

第(二)項（學士班選修及研究所）傑出教學教師(3位)：劉辰生教授(人社學院-外文

系)、陳冠孙助理教授(理學院-應數系)、曾建超教授(資訊學院-資工系)。 

    2.優良教學獎(16位)： 

郭心怡助理教授(工學院-土木系)、范士岡副教授(工學院-材料系)、張淑閔副教授(工

學院-環工所)、楊千教授(管理學院-經管所)、劉奕蘭副教授(人社學院-教育所)、郭

家豪助理教授(管理學院-財金所)、冀泰石助理教授(電機學院-電機系)、陳巍仁教授

(電機學院-電工系)、黃俊達副教授(電機學院-電工系)、陳智弘副教授(電機學院-光

電系)、鄒志偉教授(電機學院-光電系)、黃問泙老師(資訊學院-資工系)、蔡文錦助理

教授(資訊學院-資工系)、羅烈師助理教授(客家學院-人社系)、任維廉教授(管理學院

-運管系)、鄭舜仁教授(理學院-電物系)。 

（二）本學年度畢業典禮手冊不再列印畢業生名單，名單將公布於畢業典禮專屬網頁。此刻

正進行畢業生名單之編修作業，預定於6月3日完成。 

（三）99學年度第2學期之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預定於100年6月1日至17日實施，本處已

於日前通知各教學單位，並啟動相關前置作業，同時會呼籲與提醒同學以耐心、中肯、

公帄且公正的態度來填答。 

（四）TA評量問卷：TA評量問卷實施時間為6月1日至6月24日，舉凡填答問卷者皆可參加抽獎，

詳細資訊請見教學發展中心網站http://ctld.nctu.edu.tw/。 

（五）超薄型月刊：教學發展中心第41期超薄型月刊於2011年5月20日出刊，本期主題為「各

系所教師支援通識課程教學經驗分享報導」，由各系所老師開設通識課程，除了使通

識課程更加多元豐富外，還會激起什麼樣的教學火花？老師在課程設計上又該如何調

整？更多詳情請見第41期超薄型月刊

http://academic.nctu.edu.tw/ctld/epaper/41/index.htm 

 

四、學務處報告： 

（一）諮商中心在 5月 16日到 6月 10日三個星期之間，在浩然圖書館大廳右側的廣場，舉

辦抱抱天使月特展。在特展中，可以看到這一個月來，諮商中心舉辦的天使月活動成

果，透過寫祝福卡及做手工禮物，目標募集 100個擁抱，來傳達對身邊親友的愛與祝

福。而在 36位抱抱天使的努力下，成功向熱情的交大同學們募集到了 1029人次的擁

抱，也製作了 500個可愛的毛巾娃娃。歡迎大家一同來圖書館欣賞抱抱天使們的努力

以及同學們熱情參與的過程。 

（二）5月 25日衛保組舉辦健康講座「多喝白開水」，恰巧搭上含毒飲料熱門新聞事件，特

請壢新醫院營養科廖美玲科長為交大師生一起解開飲料謎底!了解健康飲水重要性。 

（三）衛生保健組推廣健康觀念至社區，訂 6 月 11日 (六) 早上八點至下午六點新竹市貝殼

公園辦理 CPR推廣及健康促進活動，鼓勵民衆學習救人基本技能以達到推廣急救教育

之目的；透過親子拼圖的健康促進活動，喚起社區民眾對健康生活之察覺與行動。 

（四）本週辦理了三場導師知能研習，分別為管理學院一場，由劉明倫醫師主講「學生到底

怎麼了? 談校園常見的精神疾病」，工學院一場，陳怡婷老師談「從正向心理談學習

輔導」，理學院一場，講者為玄奘大學應用心理系助理教授張歆祐老師，講授「樂在

學習~談學習輔導」。 

http://ctld.nctu.edu.tw/
http://academic.nctu.edu.tw/ctld/epaper/41/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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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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新建工程業已於 99年 2月搬遷進駐。4樓國際會議廳統包工

程已完工使用，目前辦理驗收作業。2 樓多媒體數位攝影棚建置隔間工程，亦已於 3

月初完工，並於 5月 17日邀客委會主委及歷任縣長等貴賓舉辦開幕典禮；另停車場及

入口鋪面景觀工程案，目前正安排進行初步規劃設計簡報。至於公共藝術建置等工程，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已提送新竹縣文化局申請審查。 

2. 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主體建築工程於 99 年 1 月 17 日開工，目前已完成外牆及拆

架，現正進行天花板及地坪鋪面、機電設備與線材配管裝設等工項，現場進度約 91％，

與履約期限預定進度 93％相當尚無落後，預計 6月初申請使用執照，主體工程應能在

契約履約期限 8月中旬前完工，目前仍以今年 9月為後續規劃期程。 

3. 游泳池工程：室內溫水游泳池工程於 98 年 11 月開工，施工期間配合使用與營運等需

求辦理變更設計，相關作業已於 1 月 5 日完成契約程序。目前僅剩戶外階梯地坪與植

栽及消防設備改善等工項，工程進度已達 97.5％，將於消防複查通過後即掛件申請使

用執照。後續室內裝修天花板、地坪及加熱系統等二期工程，已於 5 月 24日開工，預

計工期至 7 月底完工，連同系統測詴及使用營運準備等，暑假期間應可完成。另戶外

游泳池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採購，第 1 次招標因投標廠商未達需求標準，故重新辦

理招標，預計 5月 25日開標。 

4. 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西區開發水土保持工程於 99年 2月開工，現已取得水保完工

證明及雜項使用執照。後續景觀欄杆、照明等第 1 期公共設施建置工程預定 6 月 9 日

開標，7 月中旬完成施工。壘球場高程整地作業，將俟天氣允許即先行施做，西區整

體規劃設計圖將於設計單位提出送景觀委員會討論後，依序進行全區建置施做。 

 

六、 研發處報告：台灣服務科學學會主辦之 2011年「溫世仁服務科學新苗獎」及「溫世仁服

務科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截止日至 100年 5月 31日。 

 

七、頂尖計畫辦公室： 

（一）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計畫書修正作業已依照教育部函送之審查意見修正完成，

今（5月 27日）將修正計畫書寄出報部。 

（二）頂大聯盟選派優秀教研人員赴美國芝加哥大學交流案，本室業於 4 月 29 日公告周知。

選送領域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主，每校至多推薦 5人，訪問期限為 100年 9 月 1日

至 101年 8月 31日，為期一年。校內受理申請截止日期為 100年 6月 9日，以學院為

申請單位，申請案頇經申請人所屬系所或中心推薦、院級教評會議審查，予以排序併

院級教評會議紀錄彙送本室。 

（三）頂大聯盟選送學生及訪問學人 2011 至 2012赴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案，代表學校陽明大

學刻正草擬受理期程，選送領域為人文社會科學（含商學領域）及生物啟發科技領域。

敬請先行轉知院內人員準備相關申請文件，俟頂大聯盟正式來函，本室再行公告受理。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網管系統遭阻斷式攻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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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 18日晚間 8點 30分，資訊中心網管系統偵測到部分宿網身分驗證之 Radius 主機

及 DNS主機，遭受來自校內及校外 DDoS 阻斷式攻擊，嚴重影響宿網部分網路正常服務。

經緊急封鎖來自校內 20個攻擊網點後，於晚間 10點恢復正常。 

2.資訊中心除加強系統安全管控外，並追查該校內 20個攻擊網點之同學使用電腦，發現

均未定時更新作業系統程式碼或病毒碼，駭客利用系統漏洞植入木馬程式，於特定時

間同時發動攻擊。 

3.請各系所及行政單位加強宣導，定時更新電腦作業系統程式碼或病毒碼，本中心亦將

定期進行個人電腦與伺服器系統弱點掃描，若發現資安漏洞，將通知系所或行政單位，

盡快進行改善，如需協助請與資訊中心聯繫。 

 

九、會計室：教育部 5月 23日臺會（一）字第 1000088463F號函知本校 101年度基本需求補

助額度 15億 2,914 萬 3千元。較前於 4月 13 日通報暫定補助 15億 0,792 萬 2 千元，

增加 2,122萬 1千元。全數係因調整薪資待遇 3%增加補助款，本校人事費支出預計增

加 3,803萬 7千元，補助約 55.79%。 

主席裁示：請會計室、人事室研算，校務基金聘任之約聘教師及約用人員，若比照上述調整

薪資待遇 3%，所需之經費需求數若干？以供考量。 

 

十、人事室：本校各單位如因教學需要擬聘他校專任教師為兼任教師時，請於當學期開學前

函徵該校同意後再行聘任；另本校專任教師擬應聘他校兼任教師時，依規亦需徵得本校

同意後始得應聘授課。上述同意程序請於每學期開始前完成。 

 

參、討論事項 

案  由：學生宿舍興建案，請討論。（學務處、 總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99 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以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籌建學

生宿舍。 

二、依據 100年 3 月 23 日之「校園住宿需求討論會議」，結論共識以 1000 床位規劃興建，

基地量體規模：地上十二層、地下二層之鋼筋混泥土結構，總樓地板面積約 22,533

帄方公尺。 

三、基地位置及範圍：面對綜合一館、後臨營繕組、旁為土木結構實驗室及現有機車 F

棚所在區域，地號 573、574、575、576、577、580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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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規劃經費編列：總工程經費預估 6 至 6.8億元，建築成本估算約每坪 9.5至 10.5萬

元。擬由校務基金借貸（以建築師計算數據為準），年息利息計算按會計室意見暫以

一年期定期存款機動利率年息 1.2 計算（有關利率規模擬提資金運用小組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討論定之），採以 30 年償還計畫。建議免繳交場地管理費 F403 之 15

％、F404之 10％，以作為攤還及借貸利息支用。 

五、建築量體規劃、收費標準、償還計畫等修正資料，請參閱「研三舍興建構想書」（附

件二，P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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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請參酌與會主管意見，儘快依程序提送相關會議討論。 

附帶決議：有關宿舍管理經營及財務規劃分析議題，於校務規劃修正中長程計畫時一併考量。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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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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學務處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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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中午召開跨處室討論會議。 

二、會中經綜合討論各單位需求，達成規劃共識。 

三、目前教務處(思源書院)、學務處(研究生宿舍)

已確定無需求。 

四、本案中油公司目前初步規劃興建532間雙人房，

細部之興建成本、租金水準等資料中油已於5月

23日提供予本校，目前租金初估每人每月6000

元，價格偏高且遠高於校內租金水準，將續與

中油公司討論調降租金可能性。 

五、本案相關資訊彙整後將提供予國際處、總務處

保管組參考，評估是否承租部分區域供國際生

及教師宿舍使用。 

學務處：有關學生宿舍需求於100年2月9日、3月8日

分別提供中油公司、總務處彙整處理。另於3月

18日提供新建宿舍構想書於行政會議討論。考

量行政作業程序與基地量體，本處建議沿用前

已審議通過之南區BOT案南區基地，以第一期

1000床位規劃，並將資料送跨處室會議討論。 

國際處：針對現有(99學年)之國際學位生、國際交

換生及大陸交換生就住宿意願、房型需求進行

教務處已

結案 

國際處已

結案 

學務處擬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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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再根據近年國際學生的成長比率，

推估104學年時國際學生、交換生、陸生的住宿

需求，已將調查結果提供總務處作為未來規劃

之參考。 

99No13 

1000401 

主席報告：五、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應整合各跨

處、室等教學或行政單位資料庫建檔，建

構規劃本校校務系統。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進行中：教師 e-portfolio資訊系統：跨人事室、

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的資料整合使用(含整合教

務處自行委外之電子教學系統 e3 資料、研發處自行

委外之專利管理系統資料)；除先開發教學、研究、

服務指標資訊系統，教師可在此系統上使用教學、

研究、服務等相關資訊並產出個人績效表外，本周

增加了「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執行績效報告」表格，目前研發處測詴中，另續

進行其他 porfolio項目。 

規劃中：未來資訊中心所建置之校務系統，都會共

享整合共同資料庫之資料，另部份舉例規劃中，會

整合跨處室資料的校務系統: 

（一）會計室＿會計室預算籌編系統：跨人事室、

會計室、總務處的資料整合使用。 

續執行 

主席裁示：請各學院提供依本校「十年發展藍

圖〈NCTU VISION60」所訂中長程計畫，

並請業務單位規劃儘速召開校務諮詢委

員會議討論相關事宜。 

頂尖計畫辦

公室 

已與主任秘書確認相關事宜。 續執行 

99No14 

1000422 

三、有關館舍空間等問題，希望總務處能積極

儘速依程序辦理並配合： 

（一）人社三館、行政大樓興建規劃案。 

（二）博愛校區建築物使用狀況及實驗室使用

總務處 一、人社三館、行政大樓興建規劃案及興建學生宿

舍及規劃教師學人宿舍案，依據 4月 28日會

商決議將儘速與建研所、黃世昌教授就校區整

體規劃發展與各單位實際需求進行檢討，以為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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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等。 

（三）興建學生宿舍及規劃教師學人宿舍。 

後續各館舍規劃評估之依據，目前建研所已積

極展開規劃配置及圖面製作，已安排於 5月 26

日召開會議討論，將於獲致共識後儘速完成規

劃並向校長簡報。 

二、博愛校區建築物使用狀況：已於 5月 5日與市

政府工務處長協商，獲致正面回應，博愛校區

新建築之建照審查將與原既有建物分開檢

討，不受老舊建物使用執照問題影響。至於既

有建物申請補發使用執照，目前已洽市府建議

之建築師檢討，將儘速辦理委託補照申辦招標

案。 

三、教師學人宿舍規劃： 

（一）職務宿舍現況：本校目前多房間宿舍有 140

間單房間宿舍有 170間，借用年限均為 15年。

研一舍原學生宿舍撥借 8間作單房間職務宿

舍，於 100年 3月學務處住宿組已簽核需於合

約屆期歸還。 

（二）候借情形：單房間教師候借人數在 10位以下，

多房間教師候借人數約 60 位。 

（三）未來五年（101-105年）多房間職務宿舍合約

屆滿騰空數有 53間，另有提前退休及歸還數

未計，故多房間無不足的問題。 

（四）規劃需求：因後續歸還研一舍 8間，建議於

光復校區增建宿舍時，附帶規劃單房間職務

宿舍 10間（10-15坪/間）補足減少數與因應

歸國學人住宿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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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No18 

1000520 

主席裁示： 

一、博愛校區有關學生宿舍、實驗館舍等

使用執照事宜應儘速處理；另除竹銘

館外，老舊建築應逐年汰舊並配合興

建前膽跨領域生醫工程研究大樓再行

整體規劃。 

二、請總務處儘速規劃光復校區人社三館

及行政大樓興建案，俾利配合本校第

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書修正及啟動

募款事宜。 

總務處 一、遵照辦理。已於 5月 5日與市政府工務處長協

商，獲致正面回應，博愛校區新建築之建照審

查將與原既有建物分開檢討，不受老舊建物使

用執照問題影響。至於既有建物申請補發使用

執照，目前已洽市府建議之建築師檢討，將儘

速辦理委託補照申辦招標案。 

二、遵照辦理。人社三館、行政大樓興建規劃案及

興建學生宿舍及規劃教師學人宿舍案，依據 4

月 28日會商決議將儘速與建研所、黃世昌教授

就校區整體規劃發展與各單位實際需求進行檢

討，以為後續各館舍規劃評估之依據，目前建

研所已積極展開規劃配置及圖面製作，已安排

於 5月 26日召開會議討論，將於獲致共識後儘

速完成規劃並向校長簡報。 

擬結案 

(與前案

併案辦

理) 

主席裁示：國際化日趨重要，各院應有專人負

責國際生事務；另有關國際生獎學金及住

宿等生活照應問題，請國際處於近期內召

開座談會，與同學意見交流。  

國際處  未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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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 

 
 

研三宿舍興建構想書 
 

 
 
 
 
 
 
 
 
 
 
 
 
 
 
 
 
 
 
 

學務處住服組暨總務處營繕組 
 

100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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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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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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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就專案融資及民間參與 BOT的可行性進行評估，評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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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民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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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資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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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床左右

之宿舍總工程經費粗估為 6~6.8億左右，資金百分之百需採借貸方式，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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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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場地管理費暑期 10％及學年 15％為支付施工期間貸款利息（建議施工

中免繳場地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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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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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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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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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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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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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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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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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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現有機車 F 棚所在區域，地號 573、574、

575、576、577、580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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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m×55.7m=2,156 m
2
=652.2 坪 

B、580 地號=50m×40m＋305
M2

=2,305 m
2＝679.3 坪 

合計：A＋B＝4,461 m
2＝1,331.5 坪 

一樓使用面積 2,050
 M2、二樓建築面積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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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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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提供南區學生

生活機能及行

政自動控制中

心等 

2-12樓（X樓） 2~4人套房 18,183 男生 500 18.18 不含樓頂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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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庭式 人、女生

500人 

合計 400~X 間左右 22,533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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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太陽能。 

二、建築成本估約每坪 9.5~10.5 萬元（總工程經費粗估為 

    6~6.8億左右）含身心殘障室。 

四、相關單位分攤地下室及一樓餐廳建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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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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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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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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陽台…等等以上設備均為男、女生之區隔基本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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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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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板美化。 

 

二、預期效果 

目前宿舍有 7647床，新建宿舍 1000床以上，合計全校將有 8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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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費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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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費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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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帄方公尺，1000床以上建築面積 22533帄  

方公尺，估計每坪 9.5~10.5萬元左右，總工程費 6~6.8億元或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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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計算（會計室建議）。 

  三、建築籌化期間：設定 3年利息由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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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場地費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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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建築期間約三年：(下表以 6.8 億貸款額計算，分 10期貸款)    

累計貸款 

金額 
每月利息 每期歸還利息 

累計貸款 

金額 
每月利息 每期歸還利息 

 

60,000,000 60,000 216,000 440,000,000 440,000 1,584,000  

130,000,000 130,000 468,000 500,000,000 500,000 1,800,000  

220,000,000 220,000 792,000 560,000,000 560,000 2,016,000  

310,000,000 310,000 1,116,000 630,000,000 630,000 2,268,000  

400,000,000 400,000 1,440,000 680,000,000 680,000 2,448,000  

*如有差額為小數點之落差。      

◎建築期間利息詴算表   

項 目 第 1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累計貸款額 60,000,000 130,000,000 220,000,000 310,000,000 440,000,000  

年利率 1.2% 1.2% 1.2% 1.2% 1.2%  

每月利息 60,000  130,000  220,000  310,000  440,000   

項 目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累計貸款額 500,000,000 560,000,000 630,000,000 400,000,000 680,000,000  

年利率 1.2% 1.2% 1.2% 1.2% 1.2%  

每月利息 500,000  560,000  630,000  400,000  680,000   

◎學生進住宿舍年息歸還計算(本金帄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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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 18,600,000 2,929 8,073 19,075 11,002 20年 

400,000,000 24,800,000 2,929 10,764 24,457 13,693 20年 

500,000,000 31,000,000 2,929 13,455 29,839 16,384 20年 

600,000,000 37,200,000 2,929 16,146 35,221 19,075 20年 

680,000,000 42,160,000 2,929 18,299 39,526 21,228 20年 

300,000,000 13,600,000 2,929 5,903 14,735 8,832 30年 

400,000,000 18,133,333 2,929 7,870 18,670 10,799 30年 

500,000,000 22,666,667 2,929 9,838 22,605 12,767 30年 

600,000,000 27,200,000 2,929 11,806 26,540 14,735 30年 

680,000,000 30,826,667 2,929 13,380 29,688 1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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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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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億成本估算)   

  台大-太子 清大-儒齋 交大-研一 貸款宿舍-20年 貸款宿舍-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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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房 7,100  4,600  4,950  7,905  5,938   

雙人房 4,700  2,800  2,358(公共衛浴) 4,246  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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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還貸款本息擬採最低機動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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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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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