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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 98 學年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錄 

時間：99 年 03 月 11 日 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圖書資訊大樓 8 樓第 1 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 

出席：李嘉晃執行長、林進燈委員(趙昌博副教務長代理)、傅恒霖委員、曾仁杰

委員、李鎮宜委員(陳衛國副研發長代理)、張靄珠委員、葉甫文委員、蘇

育德委員、汪大暉委員、傅武雄委員(請假)、林珊如委員(請假)、韓復華

委員(請假)、林志潔委員(請假) 

紀錄：陳家榆 

列席：喬治國組長、羅素如、譚潔芝主任、呂明蓉組長、楊明幸組長、魏駿吉組

長、楊黎熙組長、徐美卿、溫峰惠、林梅綉組長、葉秀雲、成大基金會李

文祺、徐正坤律師 

甲、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二、 執行長報告： 

三、 會計室報告：請參閱報告 P9 及附件 P10~16 

  

                                                                       

乙、 討論事項 

案由一：校務基金墊支學生宿舍裝設冷氣費用案，擬請同意再延 3 年攤還，請討

論。（學務處住宿組提）（附件 P17~36） 
  

說明：  

    一、學生宿舍 93 年起全面裝設冷氣案，業經 92.11.04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議決議，同意由校務基金結餘款先行墊支計 105,894,553 元(A)，自啟用

年度起由調整學生宿舍費分五年無息攤還校務基金(如附件一)。 
    二、冷氣設備裝置於 93、94 年分二期施工完畢在案，並於 94.03.25 開始歸 墊

攤還。至今 5 年屆滿，10 期繳交償還金額計：83,009,300 元(B)，尚有

22,885,253 元(A-B)未償還(如附件二)。 
    三、茲因考量五年屆滿，並依 97.05.26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紀錄，檢討精

算學生宿舍運作成本及調整相關政策後，考量目前宿舍費呈透支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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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營運並評估規劃償還能力，擬 3 年分 6 期償還(還款期間：99~101
年)，並簽准在案(如附件三)。 

    四、借支歸墊方式：於學期宿舍費(F403)進帳時，先扣除每期 400 萬元歸墊

款至 F401 項下，至借支金額償還完畢止。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校擔任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擬由資工系林一平教授

兼資訊學院院長擔任本校代表人 1 案，請准撤案。 （人事室提）（附件

P37~38） 
  
說明： 

     有關本校擔任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由資工系林一平教授兼資

訊學院院長擔任本校代表人 1 案，原經 98 年 10 月 14 日 98 學年度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原則通過，惟請人事室確認是否與「公開

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二項：「不得充任獨

立董事之相關規定」牴觸』。經查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 2 條第 2項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者，不得充任獨

立董事。爰本案請准撤案。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校擔任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任期自 98 年 6 月 19 日至

101 年 6 月 18 日止)，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改由電子系(所)杭學鳴教授擔

任本校代表人，請  審議。（人事室提）（附件 P39~42） 

  
說明： 

 一、依教育部94年 9月 14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號函規定：「學校 擔

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須負公司經營管理或監督之法律責任，另依公司

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對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之代表

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為求審慎，請將已擔任或同意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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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事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嗣後若擬同

意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宜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通過後為之。」 

 二、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本校代表人原由電子系周景揚教授擔

任，惟周師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借調至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擔任副主

任委員，爰擬改由杭學鳴教授接續擔任。 

 三、本案業經電子系(所)教評會及電機學院院長審核通過在案。（附件 1）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四：99 年度各單位經費分配業經 99.2.26 行政會議通過，預計分配短絀數 

6,026 萬 9 千元，擬請同意由歷年節餘支應不足經費，請討論(會計室

提) （附件 P43~44） 

  
說明： 
    一、預估 99 年度學校可運用資源為 22 億 1,434 萬 5 千元。 

    二、全年度支出分配數 23 億 4,111 萬 4 千元(不含無需支付現金之折舊費用

4 億 4,829 萬 6 千元)，含(1)不分配之人事費、論文口試費、臨時人員、

文康活動費、推動科技發展經費、國內外旅費、校長統籌款、公共關係

費、基礎大樓工程等 14 億 3,794 萬 1 千元 ，(2)各處、室、中心、璞玉

計畫小組等單位6億2,402萬 3千元，(3)各學院年度分配經費1億5,638

萬 3 千元，(4)圖書館 5,889 萬 5 千元，(5)學校控留新建工程經費 4,980

萬元，(6)其他行政單位 1,407 萬 2 千元。 

    三、前二項收支相抵後，加：已控留之學校新建工程經費（99 年度支應基

礎大樓）6,650 萬元，預計分配短絀數 6,026 萬 9 千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為辦理本校各項重大工程，亟待校務基金協助支應相關經費來源說明如

下： （總務處營繕組提）（附件 P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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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辦理本校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樓新建工程案，教育部核定之計畫總經

費為 6 億 2,670 萬 3 千元，其中本校需自籌 2 億 9,559 萬元。惟目前經費

尚短絀 2,731 萬元，擬由校務基金歷年節餘資金支應經費缺口費 2,731 萬

元。提請討論。 

說明：1.本工程為鋼筋混凝土構造物， 地上 7 層，地下 1 層，總樓地板面

積 21,730 平方公尺。工程已於 99.1.17 開工，目前已近完成地下

室開挖作業，工程進度正常，預計於民國 100 年 7 月完工。 

 2.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定之計畫總經費為 6 億 2,670 萬 3 千元，其中

國庫撥款頂尖計畫支應 3 億 3,111 萬元，故本校需自籌 2 億 9,559
萬元。 

 3.計畫自 96 年度開始執行，截至 98 年度止已執行達 1 億 5,423 萬

元。本校營運資金需自籌之 2 億 9,559 萬元中，已控留做為本案（並

包括人社三館）之經費為 2 億 6,498 萬元，全數移用本工程，經費

仍缺 2,731 萬元，擬請校務基金同意編列 2,731 萬元，以補足本計

畫預算經費。 

（附件 P50） 

（二）為辦理本校光復校區南區機車棚新建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

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7,000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配合南大門學生宿舍暨文教會館 BOT 案，本校需先建置完成可停

放 2,000 輛之學生機車棚與地下儲水槽。預計興建 2-3 層 R.C 及

鋼構機車棚（停放 1,500 輛）、平面式機車停車格約 500 輛，以及

400 噸之地下儲水槽。 

 2.有關本項總經費需要 7,000 萬元，就目前潛在投資廠商提出之初

步計畫，未來可能有固定營運金 1,000 萬及營運權利金依照營業額

收入 1％（約每年 300 萬），可優先攤還校務金 1,000 萬固定權利

金，其餘 6,000 萬元，分 20 年每年攤還 300 萬元，惟詳細收支必

須等待投資廠商正式投資計畫書提出及完成 BOT 宿舍評選及議約

才可確認。 

 3.本項所需經費包括設計監造費用計需 7,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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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51）  

（三）為辦理本校光復校區游泳池新建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意，

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4,597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室內溫水池工程已於 98 年 11 月開工，惟後續機電及裝修工程尚

需經費 3,894 萬元。 

 2.室外游泳池整修工程經費需 2,103 萬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於

93 學年時同意編列 1,400 萬元，故戶外泳池部分經費尚缺 703 萬

元。 

 3.合計游泳池新建工程經費目前缺口為 4,597 萬元。 

（附件 P52~55） 

（四）為辦理本校圖資大樓空調節能績效專案，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

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1,500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圖書資訊大樓現有空調設備管路、設計及控制系統多已老舊，系

統運作上實未臻環保及良好之節能效果。 

2.本節能績效專案更新後，將可有效控制系統節能、降低損耗，預

估每年圖資大樓空調電費可節省達 230 萬元支出。本項節能能績

效專案，目前規劃預估所需之費用為 1,500 萬元。 

 （附件 P56~58） 

（五）為辦理本校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

同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917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本案學生活動中心 97 年已完成部分整修及漏水處理，惟其餘部分仍

有漏水及牆面腐蝕情形，但因經費不足未能完整施做，本項所需經

費包括設計監造費用計需 917 萬元。 

 （附件 P59~60） 

（六）為辦理本校博愛校區實驗一館整修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

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1,500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實驗一館建物老舊，亟待整修，本案由生科院與總務處共提，經費

第 1 期為 1,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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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61~62） 

（七）為辦理本校竹北六家校區客家文化學院校園周邊圍籬、停車、景觀等雜項

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

費 892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客家學院大樓已落成啟用，並於 2 月 15 日正式搬遷進駐，惟因六

家校區占地 2.5 公頃，周邊原有環境即已較為雜亂，且該院多為

女同學，安全設施顯有不足，故亟需加強全區停車、鋪面及圍籬、

照明等設施，以提升研究、教學品質。 

 2.預估所需費用為 892 萬元。 

 （附件 P63~66） 

（八）為辦理本校校園暨各館舍電力監控系統，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

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900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本案監控系統建置後可為本校校園暨各館舍用電監控系統，提供

校區各館舍在用電度數、節能減碳、安全監視等，提供整合平台

與即時監視資訊，整合平台可作為後續遠端即時控制。 

 2.監控系統包括網路及圖控建置、電錶換裝、網路、電腦等四部分，

預估費用 900 萬元。 

（附件 P67~68） 

（九）為辦理本校館舍電力設備更新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意，自

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2,000 萬元以辦理館舍電力設備更新工

程，提請討論 

說明：1.本校行政大樓使用多年相關設備均已老舊，已逾汰換階段，如發

生意外事故，將造成教學活動及行政作業嚴重停頓，亦有發生意

外事故之虞，故應儘速辦理改善作業。「行政中心大樓電源改善工

程」發包預算為 960 萬 7,301 元。 

 2.目前第二餐廳輸出電壓偏低，因其地下室高壓變電站 次側電壓與

原規格輸出電壓（220V）差別太大，造成該棟電梯無法啟動，現

在已是最大調整及現量，無法再做調整。改善工程費用預計為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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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尚有新生館（人社二）、中正堂、體育館及博愛教學大樓等，

相關電力設備，包含上述行政大樓及第二餐廳等電力設備之汰換

與提升，預計所需經費為 2,000 萬元。 

 （附件 P69~72） 

（十）為辦理本校館舍分錶及線路設置工程，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意，

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1,000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本案預計針對本校目前有一館舍多單位使用之建物，基於節能減

碳之推動，及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予以裝設電錶，以為用電之統

計與計算。 

 2.包括有工五館、綜一館、電資大樓、工一館等。所需分錶及線路

設置費用含設計監造費，預估費用 1,000 萬元。 

（十一）為辦理本校宿舍熱泵節能績效專案（第二期），擬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議同意，自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所需經費 1,500 萬元，提請討論。 

說明：1.前已完成建置之第一期宿舍熱泵節能績效專案（七舍、女二舍、

十二舍 A、B），工程費為 1,381 萬元，已於 96 年 11 月開始運轉

使用，目前量測可節省能源費用 97 及 98 年分別為 312 萬元及 240
萬元。 

 2.第二期預計建置八舍、十三舍及研二舍熱泵系統，以電力取代部

分瓦斯燃料，完成後預估每年可節省能源經費為 180 萬元，本項

所需費用計 1,500 萬元。 

 （附件 P73~74） 

 

會計室說明： 

    本案經本會審議同意支應之項目，請總務處本撙節原則，審慎周延妥作

先期規劃，衡酌執行能力、估列業務或工程進度，依費用或資本支出歸

屬妥適性，循預算程序核實編列於年度預算，資本支出部分應避免發生

補辦預算情形，影響本校考核，致遭刪減影響校務運作及政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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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核列經費決議及說明如表列： 

 

工 程 名 稱 原 需 求 經 費 決議核列經費 決 議 說 明

1. 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樓

新建工程 

2,731 萬元 2,731 萬元 照案通過。 

2. 光復校區南區機車棚新

建工程 

7,000 萬元 7,000 萬元 照案通過。 

惟本案屬墊款

計畫，請總務處

於相關建置確

認後，應即將歸

墊計畫案送本

會審議。 

3. 光復校區游泳池新建工

程 

4,597 萬元 4,597 萬元 照案通過。 

4. 圖資大樓空調節能績效

專案 

1,500 萬元 500 萬元 原則照案通過。

惟本次核列經

費係為本年度

應支付之金額。

5. 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整修工程 

917 萬元 917 萬元 照案通過。 

6. 博愛校區實驗一館整修

工程 

1,500 萬元 500 萬元 照案通過。 

惟本次核列經

費係為館舍一

樓整修工程費

用，不含館舍外

觀整修工程費

用。 

7. 竹北六家校區客家文化

學院雜項工程 

892 萬元 892 萬元 照案通過。 

8. 本校校園暨各館舍電力

監控系統 

900 萬元 900 萬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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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原 需 求 經 費 決議核列經費 決 議 說 明

9. 本校館舍電力設備更新

工程 

2,000 萬元 1,000 萬元 照案通過。 

惟本次核列經

費係為本年度

應支付之金額。

10. 本校館舍分表及線路設

置工程 

1,000 萬元 300 萬元 照案通過。 

惟本次核列經

費係為本年度

應支付之金額。

11. 本校宿舍熱泵節能績效

專案 

1,500 萬元 500 萬元 照案通過。 

惟本次核列經

費係為本年度

應支付之金額。

合計 2 億 4,537 萬元 1 億 9,837 萬元  

 

 

附帶決議： 

 

1. 有關本校校園暨各館舍電力監控系統乙案，請總務處發包建置前，與校內相

關專長之教授，妥為討論及研究，俾使本系統建置更臻完善。 

2. 本案由校務基金歷年節餘支應之各項工程經費，仍請總務處及相關權責單

位，就貴管工程精算施作成本與費用後再行發包，以撙節支出。 

3. 各項工程竣工後，應檢討由各使用單位分攤相關之搬遷費用。  

 

 

丙、臨時動議： 

案由：本校「新建學生宿舍暨文教會館 BOT 案」，民間機構將營運資產設定負

擔（融資擔保品）乙節，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案原始申請人規劃構想，擬將「營運資產」以設定負擔方式辦理融資，

以取得較低之資金成本，設定負擔之資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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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上權：需用之公有土地面積７,230 ㎡。依促參法第十五條規定，公

有土地得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工程會 92 年 1
月 24 日工程技字第 09200038570 號函釋，其性質屬於營運資產）【附

件一，P1】 
    （二）建物：因興建、營運公共建設所取得及為繼續經營公共建設所必要之

資產。（促參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二、促參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民間機構因興建、營運所取得之營運資

產、設備，非經主辦機關同意，不得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因此，

民間機構以營運資產為融資擔保品，須經本校同意，始得為之。 
   三、本案技術顧問研提「交大學生宿舍 BOT 案融資擔保風險評估」【附件二，

P2~P3】、關於「地上權與建物融資」部分之契約規範【附件三，P4~P9】，
請參考。 

 
決議：本案原則同意，惟仍請總務處勤務組就本案妥為辦理。BOT 簽約廠商於

提出融資計畫（應敘明設定負擔之標的、內容、金額及清償計畫等）後，

請承辦單位備齊本案相關書面文件提本會審議，並完成相關行政程序後，

始得辦理後續地上權及興建之建物設定負擔予融資機構等事宜。 
 

丁、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