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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國國立立立立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99998888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3333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 
(一)本校碩士班招生 

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於 3月 13 日及 3月 14 日

筆試，共有 12,739 人應試(去年為 14,319)。感謝院系所主管與教

授全力支援考試當日監試及閱卷，於 3月 19 日完成閱卷與登分，

將於 3月 25 日召開招生會議初試放榜。 

今年研究所甄試名額由 40%提昇為 50%，因此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

名額已經減少。辦理碩士班與學士班甄試試務口碑較好的系所，將

爭取 10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比率再提升至 60%。 

 (二)台聯大碩士班聯招 

台聯大碩士班聯招今年報名人數為 4,203(去年 4105)，2月 28 日考

試，3月 18 日放榜。 

今年有本校理學類部分系所組退出台聯大聯招。 

今年碩士班甄試名額已提高為 50%，明年擬爭取為 60%，考試入學

比重隨之降低。因國內報考碩士班普遍呈現多數考生同時報考多校

現象，考試負擔及備取遞補問題亦漸受重視，教育部曾因此研議碩

士班招生統一分發。台聯大聯招兼具減輕考生考試負擔並有效處理

備取遞補，已成為教育部鼓勵之方式，未來希望電機與理學院部分

未參加台聯大聯招的系所組考慮加入，也希望其他學院系所與其他

大學研議共同招生可能性。 

 (三)大學甄選入學登場 

學測 2 月 23 日寄發成績單，3 月 12 日繁星招生放榜，甄選入學個

人申請報名 3月 18 日截止， 3 月 24 日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布，本

校各學系將於 4 月 2 日至 4 月 17 日擇期面試，已請各學系在個人

申請報名截止前加強招生宣傳(含網頁資訊)，建議各學系務必把握

第二階段甄試機會將學系特色讓考生瞭解，爭取優秀學生入學。去

年 12 月 31 日教育部安排至本校訪視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試務，訪視

委員對於本校整體試務評價甚高(教育部 3 月 8 日舉辦訪視結果說

明會，本校是應邀作經驗分享報告的三個大學之一，且主題是學校

招生實務)，但訪視委員亦指出部分學系可檢討之處，包含學系助

理評定考生「在校成績」、某學系某老師對考生的評分只有一種分

數、某學系資料審查以「A、B、C、D」4 級評分但無法說明評訂標

準等，建請各學系在今年試務準備時能檢討相關規則，避免再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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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缺失。今年試務辦理狀況將為 100 學年度甄選名額調整(超過 40%

部份)重要參考。  

(四)招生總量發展規定 

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

查作業要點」規定師資質量考核指標「系所要有 11 位以專任師資、

獨立研究所助理教授以上專任師資應有 7位以上」，去年管理學院

與人文社會學院各有一研究所未符合規定(另有其他兩所已有改進

措施)，今年 6月陳報 100 學年度招生名額時將會遭教育部扣減招

生名額，已個別請該所助理轉知所長。 

今年 6月將爭取 10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名額由 50%再提昇為 60%，

各系所的師資質量狀況、招生狀況與甄選試務辦理狀況皆將是爭取

提高的重要參考。 

 (五)系所評鑑 

根據「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準則」，本校為「通

過」或「待觀察」之系所，請依據實地訪評報告書之「（二）改善

建議」逐項回應，並撰寫「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以做為後

續改善追蹤之依據；同時須填寫「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並請於

99 年 8 月 25 日前繳交俾利彙整發文。而「待觀察」系所班制於自

我改善期進行整併，得申請延後 1年進行追蹤評鑑或再評鑑，惟申

請延後評鑑以 1次為限。欲申請延後評鑑之受評系所，需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並於 99 年 5月 28 日前發函予高教評鑑中心。 

 (六)IEET 工程認證 

1.即日起至 99 年 3月 15 日止，中華工程教育協會將受理「99 學年

度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之申請，申請相關文件說明及「認證文

件」請參酌網站：http://www.ieet.org.tw/eea/rule.htm。 

2.依據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施行細則第十條之規定，通過認

證（含有條件通過認證）及準通過認證系所須於每年 7 月 31 日

前繳交年度持續改進報告，此報告將列入下次審查參考。故請通

過認證之系所於今年度 7月 26 日前繳交。 

 (七)e-Portfolio 

學生 e-portfolio 系統目前學生基本資料部分已完成。目前計中正

進行修課地圖程式撰寫及功能測試，預計本學期學生個人資料區塊

可完成新增及上傳資料，系統也會將其他校務系統資料庫做連結，

其他功能也將在今年陸續開放。 

 (八)98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已完成統計，將發送至各教學單位。個別科目統計表二份，一份由



 3 

單位存參，一份請系所轉交給各任課教師。 

1.共有 1,689 門課程參與，選修人次為 64,237 人，填答人次為

57,906 人，填答率達 90.14%，教學反應問卷之前四題整體印象

平均得點為 4.08。 

2.其中平均得點 4.5 以上課程共計 231 門，平均得點 4.0 以上課程

共計 1,068 門。 

 
二二二二、、、、學生事務處報告學生事務處報告學生事務處報告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經過長時間的籌劃與造勢活動後，邁入第四十二屆的清交梅竹賽，

於 3月 5日在清華大學田徑場熱鬧揭開序幕，兩校師生的熱情參與

使已有 42 年歷史的梅竹賽高潮迭起。本校選手展現過去一年勵精

圖治辛勤訓練成果，贏得羽球、網球、棒球、棋藝、女籃、橋藝、

足球、男排等勝利，桌球、男籃、女排奮戰最後以些微差距輸球，

可謂雖敗猶榮，最終本校以 8勝 3負拿下總錦標。 

（二）鑑於全球 H1N1 新型流感疫情趨緩，國內第二波疫情確定結束，H1N1

新型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業奉行政院核定解散，教育部業於

99 年 3月 8日台體(二)字第 0990034932 號函知。本校新流感確診

病例共 216 例均已結案，感謝校內各單位投注人力協助防治工作，

圓滿完成階段性任務。 

（三）蓬勃運動風氣 

1.98 學年度運動大會於 98 年 12 月 16 日圓滿落幕，各類競賽成績

請參體育室網頁 http://sport.adm.nctu.edu.tw/。 

2.98 學年度環校路跑業於 99 年 3月 3日舉行，今年總參賽人數高

達 1,408 人(男學生個人組 435 人，女學生個人組 149 人，學生

團體組 580 人，教職員健康組 244 人)，較去年成長近 17%。 

（四）心衛推廣活動 

1.本學期主題為「生涯規劃」，諮商中心籌劃舉辦「生涯測驗工作

坊」、「生涯探索工作坊」、「潛能發掘」及二場專題演講。 

2.認養災區學校服務 

(1)小林國小仍有 3位小朋友繼續諮商至 4月 6日，餘甲仙及小

林個案均已結案，陸續彙整結案記錄並轉介 5位小朋友由高

雄縣政府學生諮商中心接手，以及災區輔導經驗的反思整

理。 

(2)製作並發送「災後追蹤關懷檢核表」給負責個案的三位導

師，預計在 3月到 6月期間，進行每月 1次志願性結案後追

蹤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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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節能減碳環保校園 

1.女二舍宿舍省能照明配電工程如期完工，預期能降低宿舍能源

費用支出。寒假期間完成研一舍、研二舍及十舍熱水鍋爐管線

漏水修繕工程，以利開學宿舍區熱水供應需求並減低無謂消耗。 

2.學生宿舍熱泵節能方案實施兩年，依能源局計算公式推估節能

效益 97 至 98 年節省瓦斯費逾 500 萬元，並依實際電度數、瓦

斯度數降低指數，實際換算確實節能費用以作為宿舍區第二期

節能計畫推動之參考。 

3.於學務處首頁連結新竹蔬食減碳地圖及相關網站。 

（六）就業媒合與職涯輔導 

 1.自 3月 8日起至 3月底，包括台積電、宏達電、聯發科、鴻海、

廣達、華碩、奇美、IBM 等多家知名企業，將陸續在交大校園辦

理徵才座談會。除安排學生參訪奧美廣告、飛利浦、天下雜誌

及 HP 四家知名企業，五月將至 HTC 及南寮空軍機場參訪。相關

活動訊息已寄發校友，並於 BBS 強力宣傳中。 

2.爭取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協助大專院校提升青年就業力工

作計畫」經費補助，以「生涯規劃研習」及「就業座談」兩部

分進行，「生涯規劃研習」以職涯評量方式提供施測與解測，使

受測者更加了解本身優劣勢，為求職做好準備；「就業座談」以

邀請專家學者前來分享各項就業趨勢及產業動態之主題的方

式，使學生更加了解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三三三三、、、、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總務處報告    

(一) 校園 IC 卡辦理進度 

1.發卡事宜：本學期學生證與教職員證已全面換發為校園 IC 卡，

除具有學生/教職員證之身分識別功能，也結合了悠遊卡功能。

99 年 2 月 22 日起人事室及註冊組已陸續將校園 IC 卡（服務證

及學生證）轉發給全校師生。 

2.校園 IC 卡說明會：為使師生充份了解校園 IC 卡之功能及使用

範圍，總務處已於 99 年 3 月 4 日假浩然圖書館地下室國際會議

廳舉辦說明會。 

3.使用範圍： 

(1)新卡功能： 

身分識別證（學生證／教職員證）＋門禁功能（新建置「全

校性門禁系統」）＋圖書館借還書＋悠遊卡。 

(2)悠遊卡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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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原有悠遊卡之校外消費服務（交通事業、公共服務及

今年 3月底或 4月初即將新增之四大超商、多家知名連鎖餐

飲商店）。 

校內：預計 5月份開放校內繳交行政規費（包括申請成績單、

圖書館借書逾期罰款、體育場地使用費等）。預計今年底前

全面推廣應用在校內餐廳及賣場。 

（二）自 99 年 1月 1日起，本校校務基金往來銀行改為玉山銀行新竹分

行。 

（三）重要工程進度 

 1.管理一館增建工程：消防檢查業已通過，現正申辦使用執照。

室內裝修工程於 99 年 1 月 11 日完成，99 年 1 月 29 日初驗改

善完畢，刻正辦理工程正驗複驗。目前除公共空間與階梯教室

外已完成各樓層教室及研究室之點交作業，並陸續辦理搬遷進

駐中。 

2.工五館搬遷工程：接續辦理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搬遷工程，目前

正辦理公告發包作業；推教中心、教學發展中心搬遷整修作業

已完成，目前配合使用單位陸續進駐搬遷。 

3.客家學院大樓工程：已完工驗收並取得使用執照，並已於 99

年 2月搬遷進駐，目前持續就全區（六家校區）之圍籬、景觀、

停車及照明等進行零星配合調整設置。 

4.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98 年 12 月 11 日完成決標簽約，工程

並於 99 年 1 月 17 日正式開工，目前已完成現場圍籬、洗車台

假設工程及自來水與瓦斯等管線遷移作業，地下室開挖於 99

年 2月 5日開始出土，預計 3月 25 日前完成開挖，目前工程進

度正常，預計完工時間為 100 年 7月 25 日。 

5.游泳池工程：98 年 5 月 20 日開標順利決標，建照執照已由科

學園區管理局審發，工程於 98 年 10 月 12 日進場施作圍籬及開

工，地下室開挖施工期間發現地下水位過高，即辦理變更設計

追加擋土支撐及排水作業，以維護開挖進程及安全；現場地下

湧水過大且土質不佳，目前已完成地下室開挖及換土，擬俟地

下水位降低後即進行配料鋪設與大底鋼筋混凝土澆置作業。 

6.光復校區西區開發工程：98 年 12 月 28 日工程決標，假設工程

施作業已完成，99 年 2月過年前已取得雜項執照，刻正向市政

府主管機關工務處申報雜項執照開工程序，同時進行現場放樣

及植樹調查作業，預計於 99 年 8月底完成全區水土保持開發之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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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研究發展處報告研究發展處報告研究發展處報告研究發展處報告 
以下各申請案，詳細資訊請至本校研發處網頁查詢參閱： 

（一）國科會 98 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千里馬計畫)，本校

獲核 17 人：本次共 19 人申請，各系所獲核情形如下：資工系 2

人，電信所 2人，光電系 3人，電子系 1人，機械系 1人，材料

系 3人，土木系 1人，運管系 1人，科法所 1人，財金所 1人，

應數系 1人。 

（二）國科會「2010 HERCULES」歐盟大型儀器訓練計畫本校獲核 3人: 

本次共 3人申請，光電系、電物系及材料系各獲核 1人。 

（三）國科會徵求「台法 (NSC-ANR)合作研究計畫」之台法自由型合作

研究計畫：自 99 年 3月 15 日至 99 年 4月 15 日止接受申請，校

內收件日於限期 3日前截止。 

（四）國科會與加拿大自然與工程研究委員會(NSC-NSERC)徵求合作研

究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4月 27 日止。 

（五）國科會「台法幽蘭計畫」徵求 2011-2012 合作交流計畫及 2011

雙邊研討會:校內截止日至 99 年 5月 18 日止。 

（六）國科會 99 年度第 1期「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4月 12 日止。 

（七）國科會 99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

論文」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99 年 3月 25 日止。 

（八）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補助 99 年度舉辦有關生物學、醫

學、農業之科技研習(討)會受理申請：校內截止日至 99 年 3 月

29 日止。 

（九）國科會 99 年度「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自 6 月 1 日起受

理申請:線上截止至 99 年 7月 31 日中午 12 時，申請書首頁簽名

後請於 99 年 8月 10 日前寄達國科會。本案係以個人方式提出申

請，請依國科會規定自行辦理相關事宜。 

（十）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教育革新計畫徵求事宜」、「臺灣文史藝術

計畫徵求事宜」及「新興議題與專業教育改革計畫」之 4項計畫

徵求事宜:校內截止日均至 99 年 3月 29 日止。 

（十一）教育部辦理補助「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徵件事宜」：本案包括

「大學校院培育海洋科技實務人才計畫」、「大學校院開設海洋主

題導向專業課程計畫」、「培育教師海洋知能及教材發展計畫」

等。請於各計畫徵件截止日 2日前辦理申請。 

（十二）教育部委託國立臺東大學辦理之「2010 年世界南島（台灣地區

以外）學術研究、交流暨人才培育專案」開放申請：第 2 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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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4 月 15 日起至 99 年 6月 15 日截止。 

（十三）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100 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

計畫暨研究學者獎助」受理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 99 年 3月 31

日下午 4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另請將申請資料於 99 年 4月

7日下午 4時前送達辦理申請。 

 

五五五五、、、、國際事務處報告國際事務處報告國際事務處報告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學術交流合作 

1.本校於 98年 12月至 99年 3月間與 16所知名大學簽訂學術交

流合約，合作對象、合約內容表列如下： 

(1)與瑞典皇家科技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交換學生合

作協議。 

(2)與德國曼漢大學商學院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3)與瑞士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溫特圖分校管理學院簽訂交換

學生合作協議。 

(4)與加拿大蒙特利爾理工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5)與法國特魯瓦高等商學院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6)與法國國立聖艾蒂安高等礦業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

議。 

(7)與印度理工學院 (IIT Madras)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8)與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9)與越南河內自然科學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10)與越南胡志明市百科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11)與香港浸會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與交換學生合作

協議。 

(12)與南京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與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13)與浙江大學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14)與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15)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16)與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2.98 年 12 月至 99 年 3月中來訪外賓共計有 24 團 99 人次。 

來訪單位表列如下： 

(1)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工學院。 

(2)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3)北京清華大學。  

(4)中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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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九州工業大學。 

(6)美國肯塔基大學。 

(7)加拿大蒙特利爾理工學院。 

(8)法國國家資訊暨自動化研究所。 

(9)上海交通大學。 

(10)日本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 

(11)日本物質材料研究機構生物材料研究中心。 

(12)日本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部暨社會學研究科。 

(13)日本琦玉大學。 

(14)紐西蘭台北辦事處。 

(15)紐西蘭威靈頓大學。 

(16)越南胡志明百科大學。 

(17)江西省贛台服務交流中心。 

(18)凌陽科技及大陸地區貴賓。 

(19)福州大學。 

(20)江家駟教授。 

(21)北京聯合大學參訪團。 

(22)泰國農業大學。 

(23)印尼亞齊大學。 

(24)港澳台同鄉慈善基金會。 

            3.出訪、參加教育展 

(1) 98 年 12 月許尚華國際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國際招生

組許曦慧組長以及生科院張家靖教授參訪胡志明市、河內

兩地之國家大學、百科大學、自然科學大學等共 6所大學，

洽談學術交流合作與招生事宜。 

(2) 3 月陳慶耀副國際長、電子所林大衛所長以及資訊學院許

騰尹助理教授赴印度參訪 IIT Delhi（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IIT Madras、安納大學以及尼

赫魯大學等四所大學洽談學術交流合作及招生事宜。 

 (二)國際招生 

98 學年度第 2學期(春季班)國際學生共 16 人報到，包括博士班

11 人、碩士班 5人。 

 
六六六六、、、、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 

（一）98 年度決算財務狀況 

1.作業收支部分（（（（詳詳詳詳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P.P.P.P.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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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總業務收入計 52 億 865 萬 6千元，總業務成本與費用

計 55 億 9,600 萬 5 千元，本期短絀 3 億 8,734 萬 9 千元，其

中費用不需現金支付之資產折舊、攤銷及資產短絀計 8 億

5,915 萬 3千元。 

2.資本支出部分（（（（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2222，，，，P.P.P.P.16161616）））） 

98 年度資本支出應執行數計 9 億 2,095 萬 6 千元（含頂尖計

畫奉准先行動支 99 年度預算 1 億 5,000 萬元），實際執行結

果 8 億 5,915 萬 3 千元，執行率 93.63%， 另申請保留數計

5,356 萬 1千元。 

3.資金節餘分析（（（（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3333，，，，P.P.P.P.17~17~17~17~P.18P.18P.18P.18）））） 

98 年度執行結果，學校可用資金賸餘 4,467 萬元。    

4.現金結存狀況（（（（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444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P.P.P.P.19~P.2019~P.2019~P.2019~P.20）））） 

98年度結束本校現金餘額38億446萬元，內含定存35億8,674

萬元，活儲（支存）計 2 億 1,725 萬元，及零用金 47 萬元，

其中本校可自行運用資金計 7億 6,690 萬元，各類計畫預收預

付數計 21 億 4,021 萬元，各項專項保留數計 9億 0,114 萬元。 

（二）校務基金歷年節餘財務規劃情形（（（（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6666，，，，P.P.P.P.21212121）））） 

自 85 至 98 年度可自行運用資金累計 7 億 6,690 萬元，惟尚須支

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撥充支應各項計畫計 3 億 6,829 萬

元、墊支計畫 1億 6,605 萬元及控留 2個月教職員薪資額度 1億

6,780 萬元(94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節餘尚可動支數為

6,476 萬元；如收回頂尖計畫 99 年度借墊款 5,000 萬元，則節餘

為 1億 1,476 萬元。 

（三）99 年度預算分配情形（（（（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 7777，，，，P.P.P.P.22~P.2322~P.2322~P.2322~P.23））））    

99 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業經 99年 2月 26日 98學年度第 13次行

政會議及99年 3月11日 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

議通過，預計分配短絀數 6,026 萬 9千元，說明如下：  

1.預估 99 年度學校可運用資源為 22 億 1,434 萬 5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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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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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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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人事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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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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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提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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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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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改由電子系(所)杭學鳴教授接續擔任。惟

因涉及時效性，經批示先行同意此次改任案，再行補提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報告。 

（三）本案於99年3月11日提本校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

議通過在案。 

 

八八八八、、、、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報告 
（一）學研資訊服務 

1.圖書館 RapidILL 服務效率佳：本校加入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圖書

館所設立的文件傳遞服務系統，透過館際合作取得外文文章的

快遞系統。管院有位教授申請後發現，上午申請，下午就回傳，

取得文獻速度比國內服務還快，歡迎各教職員生多加利用。 

2.資料庫利用講習課程：本學期配合研究所畢業同學需求，將舉

辦 EndNote 書目資料庫訓練與畢業論文上傳活動，對於同學撰

寫論文與畢業流程有所助益。歡迎各院系所老師依課程需要與

學院參考館員聯繫，圖書館可提供客製化的資料庫指引與利用

協助。 

3.進出圖書館請使用新證件：配合學校全面換發新的識別/學生

證，已更新二樓圖書館出入口及 24 小時自習室的讀卡器。 

 （二）圖書館館藏發展 

 1.人文社會領域館藏之發展：圖書館協助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及音

樂所爭取通過國科會 97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畫」，共增加購書經費 1,793 萬元及 9,608 冊全國獨特之研究

圖書館藏資源。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通過主題為「東亞、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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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之 3 年計畫，共爭取計畫經費為 8,864,000 元，預

計可增加 3,721 冊圖書館藏，約佔人文社會學域館藏量的 0.66

％。音樂所通過主題為「音樂學：歐洲音樂史（1700-1945）」

之 2 年計畫，共爭取計畫經費為 9,066,000 元，預計可增加

5,887 冊圖書館藏，約佔人文社會學域館藏量的 1.12％。另外，

執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之人文社會學域圖書發展計畫，95 年

至 98 年共增加人文社會學域購書經費 5,310 萬元及新購

28,181 冊研究圖書館藏，佔人文社會學域館藏量的 5.75％。 

2.98 學年電子書採購之館藏發展成果：圖書館參加全國電子書聯

盟，以最少經費使用最多電子書資源，使經費產生最大效益，

包括：延續 95 年參加的「台灣電子書聯盟－NetLibrary」，可

永久使用 42,000 種西文電子書，平均 1種電子書為 38.57 元；

延續 97 年參加「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北大方正中文電子

書」，購置金額為 47 萬元，即可永久使用 32,000 種中文電子

書，平均 1 種電子書為 14.69 元，如本校自行購買，相同金額

只可使用 5,000 種。總計 95 至 97 年間參加全國電子書聯盟之

經費金額為 549 萬元，可永久使用之中西文電子書為 101,320

種，大幅增加教職員生可使用資源的種類及方便性。 

3.電子資源資料庫之館藏發展：由於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之經費

補助，電子資源資料庫的館藏發展從過去 70 多種以理工為主，

進而發展成 110 多種綜合性資料庫，充實生物科技、商業管理、

人文社會與法律領域的資料庫，讓各領域都有基礎應用的資料

庫。圖書館亦推出客制化與多元化的服務，有助於這 3 至 4 年

間各項服務趨於穩定與專業化。 

4.截至 99 年 2 月 28 日本校圖書館之中文圖書館藏為 1,030,592

冊，西文圖書館藏為 1,399,967 冊，總館藏量，包括視聽資料

與期刊合訂本等，共有 2,430,559。其詳細統計量如下表所示。 

圖書館館藏統計量(至 2010/02/28）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別別別別 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 西西西西 文文文文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圖書冊數  439,703 784,027 1,223,730 

期刊合訂本數 41,555 107,545 149,100 

視聽資料件數 49,334 8,395 57,729 

微縮資料片(捲)數 500,000 500,000 1,000,000 

總館藏量(本/件/片/捲) 1,030,592 1,399,967 2,4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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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報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報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報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報告 
     （一）TEIN3 第三代跨歐亞學術網路案 

交大代表台灣參與 TEIN3 第三代跨歐亞學術網路，計網中心已完

成與歐盟/DANTE 正式簽署 MOU，並完成對新加坡線路之招標，

已正式與 TEIN3 網路銜接，以台灣名義正式加入此一跨歐亞之國

際學術網路聯盟。國內學術研究單位均可透過交大此一國際參

與，快捷地與亞洲 17 國及歐洲 40 國之學術網路連線，提昇國際

學術合作之網路基礎建設。 

（二）@nctu.edu.tw 郵件地址與伺服單整合之規劃 

1.計中現規劃重新整合現有之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與分散於教

學及研究單位之電子郵件系統，整合之目的有二： 

(1)重整網域名稱：現有三套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所使用之網

域名稱@mail、@faculty、@cc 冗長而不具代號性質，整合

後之網域名稱為@nctu.edu.tw 或@xy.nctu.edu.tw(其中

xy 為系代號)，較符合國際潮流。 

(2)簡化伺服器管理：集中管理分散於(a)計中內部多套郵件伺

服器及(b)教學及研究單位之電子郵件系統，將減輕計中內

部及各系所管理郵件負擔。整合之後，校內多項採用 email

帳號作認證的服務就不需要在多台伺服器上，整合之後因

結構簡化能減少管理上的漏洞。此外，因所需管理的伺服

器減少，在修補與升級伺服器軟體之人力不足現象將大幅

降低，而升級後之伺服器軟體執行效率一般將會較原本執

行效益提升 5%~15%。 

2.各教學及研究單位若已有自行維護之電子郵件系統，欲整併於

新系統中，亦能提供原有各教學及研究單位所需之sub-domain 

(xxx@xy.nctu.edu.tw)識別服務；若各教學及研究單位原本並

無自行維護之電子郵件系統亦無所屬之識別sub-domain，新系

統亦能提供；整併後之新系統將由計中依交通大學教職員

EMAIL使用規範管理郵件帳號申請。 

3.本整併計畫之FAQ詳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8888，，，，P.P.P.P.24~P.2524~P.2524~P.2524~P.25））））。 

（三）校園資訊系統入口網 

校園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portal.nctu.edu.tw)於 2009 年 1

月 5日上線，目前整合及統一帳號密碼之系統的進度如下，全部

校務系統共約 125 個系統，已整合 51 個，未來將再整合約 6 個

最近完成的新系統，其餘 68 個系統皆不需納入整合。 

1.已完成整合及統一系統帳號密碼之系統數約51個。如總務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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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文系統、研發處研發指標資訊系統、教務處選課系統、學

務處全人教育系統等等。 

2.其餘校園資訊系統未整合與未統一系統帳號密碼之原因分類

如下： 

(1)原系統非網頁應用(web based)系統(57 個)，屬行政單位封

閉使用之管理資訊系統，如：人事室公務人員資訊管理系

統、會計室帳務管理系統、出納組櫃台收納管理系統等等。 

(2)原系統是以單位為登入帳號(2 個)，無法以個人帳號辨識登

入，如：會計室零用金管理系統等等。 

(3)原系統為委外系統(5 個)，廠商無法提供反解加密之規則，

且暫時無法配合調整產品程式碼，故無法統一帳號密碼，

如：BlackBoard 電子教學平台、會計室計畫及部門預算查

詢系統。 

(4)原系統為校外人員使用之系統(2 個)，如：出納組廠商電匯

查詢系統。 

(5)原系統專屬個人私密資料之系統(2 個)，如：薪資查詢系統。 

3.為協助使用者逐漸轉換由入口網登入使用各校園資訊系統，且

提供使用者登入校園資訊系統之多元管道，目前仍保留原各系

統之登入頁面，但需以各自不同密碼登入。 

（四）校務資訊系統 

1.總務處： 

完成改版學雜費及帳務系統功能：更換代理銀行，並提供使用

悠遊卡繳交行政規費之多樣繳費服務。 

2.教務處： 

(1) 完成 99 年招生系統：為整合改善原有分散的招生任務編

組之各組 e化功能，達到資料一致之效益以減少錯誤發生

的機率，亦提供增加電腦閱卷程式等新功能。 

(2) 完成改版課務系統：增加暑修及校際選修系統、教室借用

系統及鐘點報表改版等，以提升並簡化行政作業流程。 

(3) 學程計畫管理：因原學程計畫之系統設計以選課系統學生

端之呈現為第一階段目標，接續新增推教中心學程計畫管

理功能，此階段即完成管理端子系統以簡化行政作業。 

（五）網路電話服務 

計網中心為提升校園電話服務之功能，已完成本校網路電話服務

平台與教育部台灣學術網路語音交換平台互連的測試，即日起將

提供網路電話之服務，網路電話互撥完全免費。使用方式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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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網路電話系統網頁：http://voip.nctu.edu.tw。 

（六）第四次網路世界大學排名暨中英文網頁評鑑 

1.為持續充實本校各單位網頁内容，並提升本校世界大學網路排

名，計網中心於 98 年 12 舉辦了第四次網路世界大學排名暨中

英文網頁評鑑，結果請參考網頁評鑑成績公告網站

http://webcontest.nctu.edu.tw。依本次網頁評鑑結果分

析，發現仍有許多單位之英文網站內容不完整，請持續補充；

各單位在製作中文網頁時，應同時製作相關之英文網頁且教學

單位應請提供適切之英文入學資訊。 

2.為有效提升網路世界大學排名，針對校內網頁排名所提出之改

進分析建議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P.P.P.P.26~P.2926~P.2926~P.2926~P.29））））。 

（七）各單位電腦教室省電設定調查 

為協助學校推動節能減碳，計網中心調查校內各單位之電腦教室

省電設定情形後，發現有些單位(電控系、電子系所、應數系、外

文系所及顯示所)尚未做電腦省電設定。計網中心建議各單位應善

用作業系統的[電源配置]功能，在適當時間後，讓系統自動關閉監

視器或進入待命狀態，以節省電量消耗。 

 
十十十十、、、、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報告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報告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報告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報告 

（一）98 學年度名譽博士審查通過名單為 Ahmed Zewail、余英時等 2人。 

（二）98 學年度傑出校友審查通過名單為戈正銘、尹啟銘、邱英雄、張

威儀等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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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整合計畫郵件整合計畫郵件整合計畫郵件整合計畫 FAQFAQFAQFAQ 

Q1：系所老師反應，轉信時間一年太短了，希望能再多延長時間，因為公務上及老師在研究

發表相關的 mail 都是使用學校的. 

Ans：原則上, @Mail、@CC、@Faculty 的信件, 在新系統上線後, 將提供一年的轉信服務, 一

年後, 若因業務、教學及研究需求得向本中心提出舊有郵件地址延長轉信服務申請。 

 

Q2：若因教學與研究需求得向本中心提出舊有郵件地址延長收信服務申請。請問可以延長多

久? 

Ans：原則上提供一年轉信服務後，若需再提供轉信服務之期間為五年，若五年期滿需再提供

轉信服務，請提出具體需求說明。 

 

Q3：郵件整合會造成很多老師及同仁的不便,請計中能明確說明為什麼需要做整合?效益為何? 

Ans：1. 帳號集中管理�目前校內提供三套郵件服務，使得帳號分散各套伺服器，整合後，

可將帳號集中管理。 

2. 整合之後，校內多項採用 email 帳號作認證的服務不需要在多台伺服器上做認證。 

3. 現在多套分散的伺服器，在整合之後因結構簡化能減少管理上的漏洞，在更新病毒碼

與軟體修補程式亦能更快速與準確，伺服器的運算處理器、記憶體與儲存設備也能更

妥善利用。 

4. 節能減碳�目前三套電子郵件共使用８台伺服器，整合後只需要３～４台伺服器即可

提供原本之郵件服務，不僅可降低硬體成本，也可節能減碳。 

 

Q4：重複帳號保留優先次序？ 

Ans：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博士後研究員＞講師＞正式

職員＞研究助理＞助教＞約聘職員＞計畫類職員。 

 

Q5：整合後使用者是否需要再更改自己電腦收信軟體的設定? 

Ans：現有使用者完全不需要更改設定，只有整合後新申請的使用者才需要將收信軟體設定成

新的設定。 

 

Q6：系統整合好之前如果需要在銀行、網路商店等留下 email 聯絡方式，該留@cc、@mail、

@faculty 或@mail ? 

Ans：在整合好之前，如果留@nctu 的話，對方寄出的信件會無法寄達，因為此時@nctu 還未

啟用，不過可事先留給對方@nctu 的 email 位址，這樣在系統整合好後對方馬上就能透

過@nctu 聯絡道您；在整合好之前，您也可留下@cc、@mail、@faculty 給對方，在系統

整合好後新系統將設定持續一年維持可收下@cc、@mail、@faculty 的信件，一年後若

因教學研究公務需求得再展延使用@cc、@mail、@faculty。 

 

Q7: 新系統將於何時上線啟用? 何時可使用@nctu 帳號? 

Ans：預計於 99年 6月正式啟用時即可申請使用@nctu 帳號，但在正式啟用前您已有@cc、@mail

或@faculty 的帳號，此時您不需申請就能使用@nctu 帳號，例如:您已有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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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cc.nctu.edu.tw 帳號，於正式啟用時毋須申請即可使用

username@nctu.edu.tw 帳號。 

 

Q8: @cc、@mail、@faculty 整合至@nctu 過程中，使用者使用 email 會有甚麼影響? 

Ans：在整合過程中除了帳號轉移的一至兩個夜晚使用者無法使用外，對使用者使用 email 沒

有影響。 

 

Q9：當我使用校內提供之 VPN、CCTS、Wireless、大量授權軟體服務(包括 Kms Server, ca ftp 

server)等服務時，我該用@cc、@mail、@faculty 或@nctu 登入 ? 

Ans : 整合期間�@cc、@mail、@faculty 或@nctu 皆可使用；整合過後�僅可以使用@nctu。 

 

Q10：我們系所之電子郵件系統在這次整合時併入計中之@nctu 系統裡，但是我們系所有使用

sub-domain(ex: @xyz.nctu.edu.tw)，我可以使用在 Q9 提到的服務用

@xyz.nctu.edu.tw 登入嗎? 

Ans：不行。依原本規範，校內提供之VPN、CCTS、Wireless、大量授權軟體服務(包括Kms Server, 

ca ftp server)等服務，僅提供@cc、@mail、@faculty 或@nctu 登入，因此無提供非此

四套郵件認證。 

 

Q11:整合好後，我寄出的信件該以@cc、@mail、@faculty 或@nctu 哪一個帳號寄出? 

Ans：整合後，所以信件將以@nctu 帳號寄出。 

 

Q12: 整合後，對方寄給我的信件該以@cc、@mail、@faculty 或@nctu 哪一個帳號寄給我? 

Ans：系統整合後一年內，別人使用@cc、@mail、@faculty 或@nctu 寄信給我都將收的到信件，

但整合後，應該盡可能的告知對方您已經更改帳號

(EX:xxx@mail.nctu.edu.tw�xxx@nctu.edu.tw)，以避免一年後舊帳號關閉而收不到信

件。 

 

Q13: 系統整合好一年後，對方以@cc、@mail、@faculty 帳號寄信給我，我還收得到對方寄

的信嗎? 

Ans：原則上，系統整合好一年後，舊系統@cc、@mail、@faculty 將會關閉，除非您有申請

延長轉寄信服務，才可以繼續收到對方的來信。 

 

Q14:新系統之電子郵件信箱有多大? 

Ans：2G 

 

Q15:系統整合好後，若我使用 wemail 方式收發信，在登入時我該使用@cc、@mail、@faculty

或@nctu 哪一個帳號登入? 

Ans：系統整合好後，應使用@nctu 帳號登入，若系所有使用 sub-domain 則可使用該系所之

sub-domain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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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世界大學排名網路世界大學排名網路世界大學排名網路世界大學排名：：：：校內網頁排名改進之分析建議校內網頁排名改進之分析建議校內網頁排名改進之分析建議校內網頁排名改進之分析建議 
依照 Webometrics 四項指標比重，Visibility 佔 50%，Size 佔 20%，Rich Files 數量

佔 15%和 Google Scholar 學術資料數量佔 15%。由實務來看，Visibility 分數係計算外

部連到交大的連結數量，基本上數量多寡主要操之在校外單位；而另外三項，跟各單位

在網路上公開放置的文件數量有關，數量多寡主要操之在各單位的努力。 檢視本次的

校內排名評比狀況，底下是幾個觀察與改建的建議：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 許多系所老師的著作許多系所老師的著作許多系所老師的著作許多系所老師的著作，，，，只有期刊收錄只有期刊收錄只有期刊收錄只有期刊收錄，，，，並未掛在自己系上的網域並未掛在自己系上的網域並未掛在自己系上的網域並未掛在自己系上的網域，，，，這是各系所這是各系所這是各系所這是各系所

還可以加強的地方還可以加強的地方還可以加強的地方還可以加強的地方。。。。 

� 校內排名：從本次蒐錄的資料來看，校內多數系所在 G. Scholar 這一項的分數

偏低 (甚至是 0)，主要原因是師生累積的研究成果與論文，只存放於校外的期

刊或學術研究網站，並未匯集在系所的網址之下 (系所.nctu.edu.tw), 另外許多

老師的研究單獨掛在 nctu.edu.tw 這一層，這兩類做法都可能影響校內系所的相

對排名。 

� 全球排名：師生的論文研究成果是本校最吸引外人的資產之ㄧ。因此，在版權

許可的範疇內，師生論文暨研究成果除置放於個人網頁（或系所單位）外，學

校將儘量集中放置於專屬的網站(如圖書館或研發處等)，且在學校首頁就有一

個直接連結。集中放置且在首頁的快速連結，可分別強化 Visibility 以及 Scholar

的指標。 

- 搭配全校性學術研究數位授權文件的簽署(類似碩博士論文的做法)。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 系所名稱變更與網域歸類系所名稱變更與網域歸類系所名稱變更與網域歸類系所名稱變更與網域歸類————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校內校內校內校內系所系所系所系所/學院的排名計算學院的排名計算學院的排名計算學院的排名計算 (人工調整人工調整人工調整人工調整) 

� 生物科技學院內各系所都使用 life.nctu.edu.tw, 且部分系所近幾年還有更改名

稱的問題，影響程式自動蒐集資料及統計的正確性。 

� 客家學院內各系所都使用 hakka.nctu.edu.tw，部分系所，甚至無單獨的 domain 

name，影響程式自動蒐集資料及統計的正確性。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3: 校內各單位校內各單位校內各單位校內各單位提昇提昇提昇提昇 Visibility 與與與與 Size 的兩大指標的積極作法的兩大指標的積極作法的兩大指標的積極作法的兩大指標的積極作法 

提昇 Visibility 與 Size 的作法是充實各單位網頁品質與數量，使其具有被引用的價

值，並易於被 search engine 所搜尋。建議的作法如下： 

1. 提升網站的內容之品質，展現單位的核心價值   

� 網頁的內容，具有惟一性、趣味性高、可讀性高，有特色可以吸引別人閱讀，

進而加以引用，製作連結於其網頁上。 

� 針對不同對象，提供不同的網頁内容。如依教職員、學生、校外人士等。 

2. 充實網站內容之資料量，並提高可見度 

� 公開置放的論文除了 pdf 檔之外，應在網頁放置 html 摘要，方便搜尋引擎建立

index，提高可見度。 

� 同一文件，盡量同時提供不同的格式檔案，如 doc、pdf、ps、ppt、html 等格式。

特別是網頁格式(.html)的文件，可以經由 search engine 更有效率地提升可見

度。另外，文件長度以不超過一個畫面為原則，長文件盡量以分頁形式展示。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    



 27

� 網站內容更新時保留前版本，記錄性文件至少保留一年以上。 

- 許多單位在改版時，主要著眼於視覺效果，而捨棄許多現存舊資料。 

� 提供不同語系網頁，尤其是應提供英文版本，因為英文是目前 Internet 上最多

人使用的語言。 

� 注意其他相關網站的討論或批評，如果有與自己網站內文章相互呼應，或可互

補者，可主動去函詢問是否願意在其網站內加入自己的單位連結。亦可在自己

網站加入他人網站連結，作為自己網站文章的延伸閱讀。這是一種互惠互利的

作法，對雙方拓展網頁可見度都有助益。 

3. 其他整體的建議作法  

� 建議各單位檢視單位內網頁伺服器 (web server)的系統設定，刪除或修訂非必

要的使用限制設定(特別是 robot.txt，其中可能有限制 search 範圍、對象等功

能)，有助於直接或間接達到提升 Visibility。 

� 鼓勵師生多使用 *.nctu.edu.tw 網址 URL。 

� 儘量爭取（或參與）舉辦各項國際性質的大型會議 (如 IEEE, ACM 等各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這類國際會議的連結對提升本校網路 Visibility 及 

link 流量的提升，有非常明顯的助益。 

� 善用 wiki 編輯工具，匯集人氣，提升 visibility。另外建議在校外 Wiki 網站

編修內容時多引用交大各單位相關網站的超連結，使交大的網站更有參考的價

值。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4:  善善善善用用用用 Wiki 工具以長期提升工具以長期提升工具以長期提升工具以長期提升 Visibility 與與與與 Size 

近年內，Wiki 已經變成許多學術研究者愛用的資料檢索平台，影響力日益快速增加。Wiki

的概念就是提供多人共同編輯創作的平台，可以瀏覽內容、建立內容與編修內容等等，經年

累月之後，將會形成一個資料內容豐富的百科全書。如果我們能夠善用 Wiki 這項服務，在

交大建置暨推廣 Wiki 服務，將有提升 Visibility 與 Size 的長期實質效益。在提升網路世界

大學排名方面，其主要的效益如下： 

1.1.1.1. SizeSizeSizeSize 的提升的提升的提升的提升 ( ( ( (Wiki 內容的充實度)    

� 若交大自建的 Wiki 系統能夠吸引許多人來新增與編修內容，其網站規模將逐漸擴

大，相對的 size 將會增加。 

2.2.2.2. VisibilityVisibilityVisibilityVisibility 的增加的增加的增加的增加    

� 多鼓勵新增與編輯跟交大有關的資料於校外的 Wiki 系統上，並於 Wiki 中增加對於交

大網站的連結。 

� 若交大的 Wiki 有許多值得參考的資料，也將會吸引許多外部連結，連結到交大 Wiki

做為參考的依據。 

Wiki 的使用很簡單，只要連上特定的 Wiki 網站，使用方式只要就如同一個特定的 

Search Engine。另一個特別之處，就在於許多人可以共同編輯一個特定題目的文件。底下我

們就以一個編輯 Wiki 內容的方式如下，提供參考： 

(1). 連上特定 Wiki 網站(例如：http://zh.wikipedia.org)時，新使用者請先註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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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Wiki 系統。 

(2). 找尋到想要編輯的頁面之後，點選『編輯本頁』後，便會出現編修的畫面。 

(3). 當欲編修的內容修改完成後，先按『』，預覽編修後的內容，當完全確認無誤之後，

可以按『』完成編修。表 1 是一個簡單的編輯與法對照表，提供參考。 

表 1: Wiki 編輯語法和一般文件的對照 

您所看到的 您所輸入的(Wiki 語法) 

� 符號列表：  

� 每一行用一個星號（*）開始  

� 星號越多，表示列表的層級更深入  

� 新起一行 

*符號列表： 

**每一行用一個星號（*）開始 

***星號越多，表示列表的層級更深入 

****新起一行 

1. 數字列表 

1. 很整齊 

2. 容易理解 

#数字列表 

##很整齊 

##容易理解 

  每一行都可以 

    縮進 

      好幾層 

:每一行都可以 

:: 縮進 

::: 好幾層 

Wiki 內部連結 [[Wiki 內部連結]] 

外部連結-交通大學 [http://www.nctu.edu.tw 外部連結-交通大

學] 

備註 

� Wiki 語法，更多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HEP。 

� 建議編修內容時多引用交大網站的超連結，使交大的網站更有參考的價值。底下列出常

用的 Wiki 語法供參考。 

 

如圖 1 所示，按照上述的語法，我們在交大 Wiki 系統加入了交大網路電話的說明，裡頭

說明了交大網路電話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的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使用。在未來，更期望能

有更多人來編輯屬於交大的 Wiki，以提高資料的價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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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交大 WIKI 系統 (http://wiki.nc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