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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7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陳俊勳副校長代理主持) 
出  席：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簡美玲副教務長

代理)、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楊黎熙副總務長代理)、李大嵩研發長、張翼

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代理)、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主任、理學院陳永富院

長、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曾文貴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韋光

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理)、生

物科技科學院王雲銘代理院長、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黃明居副

館長代理)、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坤主任、

學生代表呂紹榕同學、學生代表陶翊軒同學(杜佳瀚同學代理) 

請  假：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

體產業學院院長) 、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教務處張漢卿執行秘

書、邱郁晴小姐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 
記  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紀錄（107 年 10 月 12 日召開之 107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業以電子郵件傳送

各與會人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6 學年度行政會議尚未結案之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情形查核表請參閱附件 1，P.21。 
三、 教務處報告 
(一) 教育部函知各校提報 108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計畫申請，11 月

23 日中午前至陸生聯招會網站填報完畢。本校 107 學年度陸生核定博士班 12 名(分發 11
人、入學 11 名) 、碩士班 57 名(分發 57 名、入學 54 名)，詳如附件 2，P.22)，全國碩博

陸生名額預期不會增加，目前協調規劃 108 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系所為： 
1. 碩士班 

(1) 107學年度有陸生報名的38個碩士班繼續招生(尊重原單位決定)，去年0人報名的

碩士班(應數系數學建模碩士班、材料系奈米科技碩士班)暫免參加本次招生。近

http://secretariat.nctu.edu.tw/tw/meetinginformation/meetingrecording/%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7%b4%80%e9%8c%84/%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7%b4%80%e9%8c%84-107%e5%ad%b8%e5%b9%b4%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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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有考生報名但審查通過0人之系所(有可能系所覺得生源素質不高)請慎重考

慮是否參加招生(尊重系所的決定)。 
(2) 去年未參與招生之碩士班徵詢系所意願，但108學年度新設之碩士班依規定暫不

能招收陸生。 
2. 博士班 

(1) 107學年度有陸生報名的11個博士班(電子、資訊、機械、土木、財金、管科、科

法、社文、教育、應藝、材料)繼續招生(尊重原單位決定)，107學年度電控碩博

陸生招生審查皆0錄取，電控博暫免參加本次招生，改由107陸碩生入學人數較

高的電機系博參加博士班招生。 
(2) 考量具博士班規模之學院發展，增加理學院統計博參加本次招生。 
(3) 有兩岸合作等特殊原因具體招收陸生作法規劃之單位可另提出申請，再由鈞長裁

示。 
(4) 未分配陸生博招生機會的系所若擬招收優秀博士班陸生，可以請陸生先申請碩士

班，入學後再依規定申請逕博，不受陸生博士班名額限制，亦可提升博士班招

生註冊率。 
日前教育部逕行裁定招生總量師資質量未符規定之系所班暫停招收境外生(僑生、外

籍生、陸生)；招生總量相關法規則明訂連續兩年師資質量未符規定扣減國內生名額

(且日後不再發還)多年。 
(二) 在學人數統計：本學期在學學生人數(以10月15日為基準日)，學士生5,398人、碩士生含碩

士在職專班7,144人、博士生1,729人，合計14,271人，相關統計資料業已公告於註冊組網

頁。 
(三) 期中預警作業：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於10月29日開啟，相關作業時程如下，請各教

學單位協助配合辦理，並轉知所屬教師及課程助教儘早整理學生之出缺席、繳交作業或報

告、小考或期中考表現等學習狀況資料，於預警系統對學習狀況不理想，學期成績可能不

及格之學生做預警登錄，以加強學生學業輔導機制。 
日期 作業項目 

107/10/29(一) 各系所助理調查課程助教並做課程助教設定。（第8週） 
107/11/12(一 )~10
7/11/23 (五) 

任課教師、課程助教或各系所助理進行課程預警登錄。（第10、
11週） 

107/11/26(一) 各學系依預警狀況進行學生學業學習輔導。（第12週） 
(四) 創創工坊(NCTU-ICT工坊)： 

1. 本學期期初首次舉辦玻璃工藝學習坊，讓學生接觸多元領域實作，因同學反應熱烈，規

劃於11月23日再次舉辦，日前已公告課程開放報名，報名踴躍。 
2. 已於10月31日於ICT全校共同實驗室-木工作坊辦理木工車筆學習坊，透過木工體驗手作

樂趣，激發文藝創靈感，報名十分踴躍，為滿足學生多元學習需求，規劃於11月將陸續

開設各類木工學習坊系列課程及相關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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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前已舉辦多場NCTU-ICT工坊說明會，並設計活動集點卡及辦理集點抽獎活動，鼓勵

同學踴躍參與各式課程及活動。 
(五) 跨域學程： 

1. 已於10月29日辦理「跨域學程全校說明會」，參與人員除了學程導師外，計有84位學生

參與，說明會主要著重於跨域學程介紹、申請方式及開放學生詢問各系學程導師學程相

關問題，並已多方宣傳教發中心網頁及跨域學程粉絲專頁，隨時更新最新資訊提供學生

參考。 
2. 為協助學生選擇跨域專長，近期將有14院、系(所)規劃辦理「跨域學程小型說明會」，目

前計有1場聯合說明會(土木系、機械系、奈米學士班)及11場單獨說明會，學生可透過參

加不同跨域專長說明會，了解詳細課程規劃。將持續與未辦理之院、系(所)聯繫確認小

型說明會舉辦時間。 
3. 跨域學程第二專長總整課程：於10月30日-11月22日開放申請，預定於12月底前完成審

查並公布審查結果。 
(六) 「領袖學程的16堂課」於107學年度上學期邀請14位跨領域具指標性的領導人物蒞校演

講，引導學生跨領域學習。107年11-12月份預定邀請講者及講座主題如列： 11月20日：

股市投資與決策—為何贏家總是少數人?（永誠國際投顧李忠興分析師）；11月27日：病人

自主與臨終醫療（蔡宏斌醫師）；12月4日：青年國際觀的培力（勵馨基金會謝幸吟主任）；

12月11日：在我成為環境運動工作者前（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林彥廷研究員）；12月18日：

病人自主與臨終醫療（蔡宏斌醫師）。 
(七) 本校與陽明大學正進行107學年度暑期課程之規劃，為更貼切學生學習之需求，已於10月

份請同學們上網填答107學年度暑期跨校課程需求調查問卷，以作為課程內容規劃之參考。 
(八)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 

1. 已於10月16日辦理107學年度下學期「NCTU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申請說明會，共計83
人參與。 

2. 於11月1日至12月20日開放申請107學年度下學期學習社群，已透過校園公告、大量寄

信、校園布告欄張貼海報、教發中心網頁及FB粉絲專頁等管道進行宣傳，預計明年1月
底前完成審查作業並公告通過社群名單。 

(九) 預定於11月22日舉辦「傑出、優良教學助理頒獎典禮」，頒發106學年度傑出與優良教學助

理獎，以及安排TA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十)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 已於10月17日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說明會」，邀請數理學門召集人之一莊重老師與

獲補助教師吳俊育老師分享計畫撰寫經驗，共有18位教師與助理參與。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並無限制學校投件數，歡迎有興趣教師踴躍投件。因本計畫須經由學

校審查並填寫意見後，方完成計畫申請程序。因此，教務處將邀請校內教師協助審閱計

畫書並提供修改建議，以利各計畫書能更符應教育部要求，詳細計畫說明歡迎至教學發

展中心網站最新消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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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申請期程規劃如下： 
日期/時間 作業 

107 年 11 月 21 日 教師完成教育部計畫網站徵件系統申請帳號 
107 年 11 月 25 日 教師繳交計畫書給教務處 
107 年 12 月 07 日 校方提出修改建議給教師 

107 年 12 月 17 日 教師完善計畫書內容，並完成計畫網站徵件系統上傳

作業 

107 年 12 月 20 日 校方於「計畫網站徵件系統」審核教師申請計畫、填

覆意見送出，完成計畫申請程序 
(十一) 教學專業發展講座： 

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教學發展中心已於10月11日至12日舉辦「土壤教學簡

報工作坊」，由本校通識中心陳明璋老師及AMA工作群帶領20名與會人員從大腦認知

出發，發展有效又具吸引力的簡報。11月7日已舉辦「用聲音呈現真實的自己」講座，

邀請台大魏世芬講師講解關於聲音的奧秘及如何適當的發聲讓聲音運用更加輕鬆，現

場參與師生共55人。 
11月另預定再舉辦3場講座，主題分別是11月14日：「學思達翻轉教學法經驗分享」(中
山醫大余權航教授)；11月21日：「教學簡報－認知的可操作性」(交大陳明璋教授)；
11月28日：「深碗課程 熱血教師」(臺大莊榮輝特聘教授)，敬邀對各主題有興趣的師

生踴躍報名參加！活動資訊網址：http://ctld.nctu.edu.tw/?p=1773。 
(十二) 數位教學平台： 

1. 108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考試，報考百川學士學位學程之考生於網路報名系統填寫報名

資訊後，需再填寫學習資料，以完成報名作業。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協助支援考生學習

資料表填寫系統建置，並於10月18日上線。11月4日再新增系助理查詢及列印功能。 
2. 註冊組學籍系統上學生學術倫理通過註記，為e3教學平台定時向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中心網站取得通過名單並更新。10月18日經學生反應已完成測驗卻未註記通過，查

明原因為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將網址變更，未告知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導致程

式無法取得通過學術倫理學生資料。經修正程式設定後已恢復資料同步作業。 
3. 數位教學平台擬與期中預警系統整合，結合平台學生課堂活動成績，於期中考後協

助課程教師及系助理進行期中預警相關作業。 
4. New e3午后享宴活動：「New e3 & 同步遠距教學工具」已於11月7日舉辦。共計48人

報名，有8人透過New e3同步教室(QC3)以遠距連線方式參與活動。 
5. 因應教學數位化時代，為探討數位檔案用於教學時應注意使用原則及避免侵犯智慧

財產權等議題。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擬於12月19日舉辦「數位教材著作權及使用倫理」

講座，由著作權筆記作者章忠信博士擔任講師。預計邀請數位教材製作審查委員、曾

製作數位教材之教師、交大出版社、開放教育推動中心、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等單位參與活動。 
(十三) 出版社： 

1. 【新書出版】：《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主編為潘毅（香港大學

http://ctld.nctu.edu.tw/?p=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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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系教授）、孟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本書講述中國社會改革、勞資矛盾、工

人抗議、階級力量凝聚等等議題，揭示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和矛盾。 
2. 【進行中出版品】：(1) 《無懼˙無華：郭南宏口述歷史》：郭南宏校長口述、周湘雲小

姐採訪整理。周湘雲現為本校圖書館特藏組助理，曾擔任多本口述歷史採訪撰稿者。

預計12月26日於本校圖書館辦理新書發表會。（發表會由圖書館統籌辦理）；(2) 《傳

奇人生—張俊彥傳》：作者為王敏銓（本校科法所副教授）、蘇炎坤（成大名譽講座教

授），預計於1月26日辦理新書發表會。（發表會由秘書室統籌執行）；(3) 《臺灣客家

研究論文選輯》全套12輯，由客家學院張維安教授擔任總主編，並特邀不同領域專家

擔任各輯主編，領域橫跨客家學、客家認同、聚落、文化、語言與文學等，預計於明

年1月全套同步上市。本套叢書通過認識臺灣「客家研究」的各種面向，理解臺灣客

家社會文化的諸多特質，可作為國家與客家族群發展知識基礎。 
3. 【行銷推廣】：本社於誠品書店R79（中山地下書街）策劃「御宅文化研究」主題書

展，展期為11月1日至隔年1月31日，活動主題為「進擊的台北ACG生存模式」，將電

玩、漫畫等創意元素，結合大學出版之研究專業，為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

開展至今獲得頗多好評。展期並將舉辦三場講座活動，分別是11月17日(六)「當台北

變成AI城市，我們還戀愛嗎？」、12月15日(六)「當台北變成暗黑城市，我們能逃脫

嗎？」、1月26日「當台北變成昨日城市，我們還留下嗎？」。邀請有興趣的教職員生

參與支持。 
四、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 陽明大學學生會於 10 月 27(六)下午至本校參訪，由學聯會協助接待，安排與學生生活息

息相關的校園特色建築、景點導覽:圖書館、藝文中心、活動中心、學生餐廳、宿舍、健

身房、思源池及竹湖…等，展示 Duckietown and AI Driving 及自駕船，欣賞音樂所辛老師

鋼琴演奏，另準備精美紀念品及校長同行致遠簽名書贈送，讓來訪的陽明學生感受本校高

度重視，並對本校有更深入瞭解。 
(二) 課外組為活化活動中心空間使用及提供更為安全優質的活動場地，自 10 月 22 日起進行

B1 中庭(眼鏡部、美髮部前方)與 B1 聯誼廳修繕工程，B1 中庭將改為開放式活動空間並

予以美化，B1 聯誼廳之貓道結構及電力都將檢修，並重新配置電力、燈具，牆面增設吸

音板，期能更符合活動使用。 
(三) 為培養學生社團領導與團隊合作能力，課外組特請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於 11月 18(日)

假桃園縣龍潭鄉渴望園區內安排一日山訓(繩索)課程活動，透過挑戰極限活動中測試體適

能、強健體魄領導者積極正向的態度及強化團隊互助合作的能力，孕育學生勇於面對問題

及善於溝通協調解決問題之領導者風範。 
(四) 本校學生社團-射箭社，將於 11 月 18 日(日)假本校田徑場舉辦「第二十二屆風城盃射箭錦

標賽」，將邀請三十餘所大專校院射箭同好共同參與。 
(五) 大學部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學期成績符合資格者續領獎學金：104、105、106 各學年新生

入學績優獎學金獲獎人，106 學年第 2 學期成績在該班學生前 20%，成績符合續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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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元資格者計有：104 學年推甄入學 7 人、考試入學 2 人，105 學年推甄入學 11 人，

106 學年推甄入學 12 人。總計 32 人，獎學金 800,000 元，業已造冊核撥。 
(六)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人數目前合計 525 人、9 位同學申請學生急難濟助，

濟助金額 23 萬元、4 位同學申請挺竹專案、1 位同學申請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濟助金。 
(七) 107 年 10 月 5 日召開第 1 次宿舍助教會議，全體助教交流學生住宿問題輔導技能、規律

寢室管理經驗分享，與宿舍公共空間管理準則等，藉由探討與反饋，有助於協助大學部新

生適應校園生活，營造正向宿舍風氣。 
(八) 為改善宿舍環境品質，持續進行宿舍小型修繕工程與採購相關作業，如水管爆管、防漏、

壁癌處理、風扇汰換…等。另針對研三舍初複驗不合格及學生進住後陸續發現相關問題，

與營繕組進行會勘討論，督導廠商改善。除此，規劃辦理明年度有關宿舍清潔、女二舍電

梯汰換、熱水爐、熱泵及垃圾處理機保養等相關招標作業。 
(九) 服務學習與國際志工： 

1.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非系所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申請共計 10 門，10 月 23 日召開課程審

查會議通過審核，其中三門課「國際志工理念與實踐─服務學習二」、「生態學概論─服
務學習二」、「物聯網應用─服務學習二」同時認列通識。 

2.10 月辦理兩場服務學習講座：10 月 3 日「服務學習 別踩雷」共計 103 人參與，10 月

17 日「大膽走出去，我們應該看見什麼」共計 330 人參與。 
3.進行 2019 年國際志工招募活動，11 月起為期一個月在圖書館二樓大廳展出印度國際志

工成果展，11 月 21 日舉辦交大國際志工成果發表暨招募說明會。 
(十) 諮商中心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至 23 日間辦理「厭世症頭檢測－你也是厭世代動物嗎？」

擺攤活動，透過心理測驗檢測自己在面對壓力時的心理復原力，並分享自身的挫折經驗，

幫助師生體會挫折與失落是每個人生階段皆會面對的過程。共辦理 4 場次，總計 336 人次

參與。近期全校心理衛生推廣活動如下表： 

活動 
形式 

主題 講師 時間 備註 

全校

座談

會 

正負能量大對決－當厭

世碰上心理學 
厭世姬(粉專「厭世動物

園」創作者)＆蘇益賢(臨
床心理師) 

10/24(三) 
15:30-17:20 

共 223 人參

與 

教職

員講

座 

找尋厭世代的生存勇氣

－從阿德勒的人生三大

任務談起 

李家雯(諮商心理師、臺

灣阿德勒心理學會理事) 
11/16(五) 
13:20-15:10 

限教職員生

80 人 

輔導

知能

研習 

厭世生活的指引術－塔

羅療心工作坊 
莊景同(交大兼任諮商心

理師) 
10/27(六) 
9:30-16:30 

共 13 人參與 

教職

員講

玻璃心 OUT，挫折容忍

立 IN，談教養中的逆境

親子天下嚴選部落客醜

爸 
11/6(二)13:20-15:10 共計 50 人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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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成長學。本活動共計 50
人參與。 

教職

員工

作坊 

好希望這一切是夢－創

傷與失落經驗戲劇治療

團體(DvT 取向) 

孔守謙(交大諮商心理師) 10/19、11/02、
11/16、11/23、
11/30、12/07、
12/14、12/21 
(五)14:20-15:40，共

8 次 

限交大學生

12 人 

(十一) 聯服中心自 7 月起進行內控作為，針對「物流」「金流」「收據」「帳目系統」四大部份

進行評核及整合，並引進 POS 系統及條碼系統，增進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五、總務處報告 
(一) 重大工程報告 

1. 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本案廠商已完成初驗複驗，目前辦理

變更設計檢討中。另室內裝修部分，2、3 樓室內裝修工程部分已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

完工，11 月 9 日初驗完成並變更設計中；4、5 及 10 樓空間裝修工程已於 11 月 5 日決

標，11 月 15 日召開施工前協調會。芳名錄牆設計施作案目前施作中，預計 11 月 30 日

完工。 
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本案於 107 年 1 月 26 日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

證，並於 8 月 31 日完成第 3 次變更議價，準備驗收作業中。目前學生已入住。 
(二) 重要工作進度報告 

1. 體育館地板更新案：本案目前已完工，107 年 10 月 18 日點交，10 月 23 及 24 日辦理

FIBA 認證，預計 10 月 30 日初驗。 
2. 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 6、7 樓空間整修工程：目前由圖書館辦理公開蒐集未來整體需

求及空間改善意見中，已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完成網路問卷調查。俟圖書館完成資料

蒐集及擬定改善策略，由規劃單位提出配置圖說及空間調整建議方案後，於 11 月 20
日會同副校長室、相關各處室中心及學生代表召開第 3 次座談會。另 2 樓及 8 樓整修

工程已於 11 月 13 日召開工作執行計畫書檢討會議。 
3. 學生九、十舍公共空間及廊道修繕工程：已完工報竣，刻正辦理結算估驗等相關作業。 

(三) 107 學年度交大西區藝術節暨清交草地音樂祭 
本校於 107 年度在校友會推動下，進行西區植栽景觀改造，為推廣西區自然生態及校園

公共藝術，預定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六）14:00~20:00 舉辦環境藝術暨音樂活動。活動

將結合建研所築構地景藝術創作、清交草地音樂節、創意野餐佈置賽及公共藝術景點打

卡，並規劃慢食藝術及手感創意市集等系列活動。目前已完成首波校園打卡宣傳且陸續

完成網路及實體宣傳，業於 11 月 14 日召開第 3 次工作協調會議，並邀集校友會、秘書

室對外事務組、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等單位共同與會確認最後活動流程及內容，歡迎全校

師生共同參與。活動網址：http://www.ga.nctu.edu.tw/news/v-ulblF。 

http://www.ga.nctu.edu.tw/news/v-ulb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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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瞻跨領域生醫大樓-賢齊館」落成典禮籌備工作 
預定於 107 年 12 月 8 日舉辦，本案業於 9 月 10 日邀集秘書室、策略發展辦公室、生科

院等單位共同與會召開第 1 次籌備會議，並依初步會議結果於 10 月 19 日完成委託服務

案決標事宜；另業於 10 月 25 日及 29 日召開第 2 次及第 3 次籌備會議，確定詳細活動

流程及內容，目前依進度執行中。 
(五) 學校餐廳評鑑活動 

為提升用餐品質及提供多元化選擇，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餐廳委外經營廠商績效評鑑

工作，並舉辦填問卷送好禮活動。時間訂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7 日（為期 4 週），

預計抽出 75 名幸運得獎者，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踴躍參與，共同為用餐品質提供寶貴意見。

線上問卷活動網址：http://appraiserestaurant.ga.nctu.edu.tw/login。 
(六) 廢棄腳踏車拖吊暨回收再利用認領執行成果 

1. 為有效利用校園腳踏車停放空間，避免校園堆積已無人使用之車輛，並讓尚可使用之腳

踏車物盡其用，減少地球資源耗費，總務處事務組業於本 107年 9月 10日至 10月 19

日進行光復校區廢棄腳踏車拖吊暨回收再利用認領作業。 

2. 執行成果：光復校區廢棄腳踏車共計拖吊 247台，學生認領 107 台，教職員認領 2 台，

其餘 138台由保管組契約廠商處理，所得價金解繳本校指定帳戶。 

六、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 獲獎/補助資訊： 

1. 恭賀土木工程學系黃金維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62 屆學術獎」。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

提高學術水準，特設置學術獎。學術獎共分人文及藝術、社會科學、數學及自然科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 5 個類科，其中工程及應用科學類科共有 3 位得獎人，

黃金維教授為其中之一。 
2. 恭賀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吳文偉教授及電控工程研究所趙昌博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

學會 107 年度「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電子研究所陳柏宏副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

會 107 年度「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該會為表揚優秀工程教授及優秀工程師會員，

以激勵電機工程之發展，特設置「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及「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3. 恭賀電子物理系張文豪教授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07 年度「中山

學術著作獎」。該會為獎勵國人已出版之書籍或曾在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

文，特設置「中山學術著作奬」。 
4. 恭賀本校 2 位學生暨指導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 107 年度「青年論文獎」，名單

如下： 
(1) 電子研究所張維均同學、江蕙如教授。 
(2) 電信工程研究所蔡孝謙同學、方凱田教授。 

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論文委員為鼓勵國內碩士班研究生研究風氣，提升論文水準，特

設置前揭獎項。 
(二) 獎項徵求訊息： 

http://appraiserestaurant.ga.nctu.edu.tw/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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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第一屆「物聯網創新應用獎」自即日起至 108 年 2 月 15 日

止受理申請，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申請書，請至該會網站查詢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8 年 1 月 4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依研發企劃組通知備齊

相關申請資料，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108 年 2 月 1 日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2.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19 年「年輕研究創新獎」及「研究傑出獎」自即日起至

108 年 2 月 22 日止受理申請，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申請書，請至該會網站查詢與下載。

請各院級單位於 108 年 1 月 11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依研

發企劃組通知備齊相關申請資料，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108 年 2 月 15 日送研發企

劃組函送。 
3.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108 年度「考察研究獎助金」自即日起至 108 年 2 月 28 日

止受理申請，詳細之評選辦法與申請書，請至該會網站查詢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8 年 1 月 4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依研發企劃組通知備齊

相關申請資料，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108 年 2 月 21 日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4. 教育部「第 23 屆國家講座」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受理推薦，詳細

之辦法與申請書，請至官網查詢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7 年 11 月 7 日前回覆推薦

名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前，彙整候選人之推薦書 1 份，

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再送研發企劃組，俾利提送 107 年 11 月 21 日召開之校教評會審議

討論。俟校教評會通過後，請各院級單位彙整所推薦之申請資料，並經院級主管審閱後，

再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前送至研發企劃組函送。 
5. 教育部「第 63 屆學術獎」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受理推薦，詳細之

辦法與申請書，請至官網查詢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前回覆推薦名

單。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彙整申請資料經院級主管審閱，再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6. 「2018-2019 年總統科學獎」自即日起至明(108)年 3 月 6 日止受理提名，詳細之辦法與

申請書，請至科技部網站查詢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8 年 1 月 7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

俟名單核定後，請各院級單位彙整申請資料經院級主管審閱，先經院級主管審閱後，於

108 年 2 月 23 日前送至研發企劃組。 
(三) 計畫徵求訊息： 

1. 科技部「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受理申請：為補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執

行科學技術研究相關工作，以提升我國科技研發水準，校內收件日為 107 年 12 月 26 日

(三)中午 12 時前(107 年 12 月 29 日至 108 年 1 月 1 日為元旦假期)，相關文件請至科技

部網站首頁「專題研究計畫專區」下載使用。 
2. 科技部 108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受理申請：本案為鼓勵特約研究人員投入長期

性、前瞻性之研究，以帶動我國科技之發展，加速提升我國之科技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

校內收件日至 107 年 12 月 28 日中午 12 時止（107 年 12 月 29 日至 108 年 1 月 1 日為

元旦假期），注意事項及相關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計畫徵求專區」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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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為充實公私立大

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研究人力，補助延攬研究學者在國內執行中長期研究計畫

或在國外執行與科技部簽訂雙邊合作協定之重大國際合作計畫之相關計畫，以提升我國

學術研究水準。科技部函文送達日為 107 年 12 月 20 日前，校內收件日為 107 年 12 月

17 日前，此申請案之作業要點、申請表件及申請作業方式說明等，請至科技部網站「學

術研究」項下「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中「延攬科技人才」之「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查

詢下載。 
4. 科技部 108 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補助案受理申請：為擴大女性研

究量能，科技部特規劃徵求「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鼓勵及支持女

性投入科學及技術研究生涯，擴大女性研發能量，提升我國整體科技發展動能。校內收

件日至 108 年 1 月 3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文及徵求公告，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

下載。 
5. 科技部 108 年度「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受理申請：本次徵求案五大研究領域為：

防災公共資訊服務加值應用、推動防災產業鏈結、強化防災資訊社會服務機制、精進防

災科研技術、災害防救研究國際合作。校內收件日至 107 年 11 月 27 日止，計畫徵求資

訊請至科技部自然司網頁/公告事項查詢下載。 
6. 科技部公開徵求「2018 年科技部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MOST-NSF)GEMT 雙邊協議合

作研究計畫」：科技部為加強推動我國與美國間之科研合作，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共同進行專案徵求合作研究計畫(Joint Research Projects)。申請方式為隨到隨審，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申請須知，或請至美國 NSF 公告網頁查詢下載。 
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

2022(ICCS 2022)計畫」團隊甄選：本案是由教育成就評量國際協會（IEA）所主辦之「國

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計畫 2022（ICCS 2022），配合此計畫設計架構及時程，進行我

國八年級學生國際公民教育素養之調查與分析。歡迎具執行大型教育評比調查研究實務

經驗與專業之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以同校、跨校等方式組成研究團隊，提出計畫申請。

校內截止日至 107 年 11 月 28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附件，相關資料請至國

家教育研究院網站/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8. 教育部辦理補助 108 年度「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徵件須知」：本案為鼓勵大

專校院建立快捷適性的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模式，並推動跨校聯盟協同運作，加強軟

體創作資源分享及人才交流合作，以及運用開源軟體發展模式，擴大培養系統軟體人

才。校內截止日至 107 年 12 月 13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附件，徵件須知及

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可於教育部網站或計畫網站/電子公告查詢下載。 
(四) 活動訊息： 

1. 科技部「108 年(第二期)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Raise 計畫)」北中南甄選會，

將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六)在台北大學台北校區體育館舉行(中南部場次分別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及 11 月 15 日辦理完畢)，本計畫目標為培訓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引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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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菁英至產業界服務，提升我國重點產業競爭力，歡迎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現職博士後

研究員及具有博士學位之博士現場報名參與。 
2. 本處產學運籌中心為響應全球創業週活動，特別推動「2018 交大創業季相關系列活動」，

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26 日邀請青年創業家分享創業大小事與心路歷程，並規劃

創業教戰守則講座，歡迎本校有興趣創業的師生踴躍報名參加。活動地點於交大交映樓

703 室，活動訊息請至產學運籌中心網站查詢或洽承辦人王小姐(分機 71113)及謝小姐

(分機 53252)。 
3. 本處產學運籌中心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二)13:30 在新竹市科學園區力行一路 1 號矽導

研發中心主廠房 1F 會議室，邀請聯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與我們分享「扣繳講很

大」，此為免費活動講座，歡迎踴躍報名參加。詳細資訊詳見報名網頁說明：

https://goo.gl/forms/PRw9eXT4oItew2132，或洽承辦人吳小姐 03-5788089 #9。 
 

 

 

七、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 本校擬簽署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加拿

大 

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新簽] 校級 UBC 暑期

課程備忘錄(另附件

1，p.1-p.3) 

1.該校位於加拿大溫哥

華，為世界頂尖大學之

一，亞太區辦公室執行主

任 Ms. Winty Cheung 曾

於2014年與2016年兩度

來訪本校，並推廣該校暑

期 課 程 (Summer 
Program)，雙方達成協

議，本處於每年公告並協

助收受申請件，送至該校

審查。 
2.該校暑期課程多元豐

富，每年皆吸引部分交大

學生報名參加，因此雙邊

擬簽署暑期課程框架備

忘錄。 

3 年 

https://goo.gl/forms/PRw9eXT4oItew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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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保加

利亞 

西南大學 
(South-West 
University) 

[新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另附件 2，
p.4-p.6) 

1.本校前光電學院院長許

根玉教授於 2016 年起多

次出訪該校，與其校長、

副校長討論兩校可合作

之領域，洽談雙方學術交

流之可能性，並提出簽署

MOU 之建議。 
2.另一方面，該校參與歐盟

Erasmus 計畫多年，可藉

此合作案將本校帶入

Erasmus 計畫中，歐盟將

提供經費支持兩校(以及

將來跨校)教授與學生交

流互訪經費，可有效打開

東歐地區交流窗口，未來

有更多的拓展性。 

3 年 

人文社

會學院 
大陸

地區 

中國美術學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新簽] 院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3，p.7-p.9) 

1.本校社會文化研究所與

中研院歐美所合聘之王

智明副教授於 2017 年 9
月初次訪問該校，與其副

院長高士明教授（兼跨媒

體藝術學院院長）討論促

進相關領域之合作可能

性。 
2.該校為大陸地區在國際

上最受承認、最有影響力

和聲譽的兩所美術院校

之一。雙邊評估後建議簽

訂院級學術交流及交換

學生合約(1 名研究生/學
期)，將有利於跨領域交

流，並促進本校國際能見

度。 

5 年 



13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換學生合約書 
 
[加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另附件 4，
p.10-p.13) 

1.該校位於斯德哥爾摩，為

世界頂尖大學之一，自

2009 年起兩校開始合作

學生交換計畫。 
2.該 校 副 國 際 長 Prof. 

Urban Westergren 與專員

來訪本校國際處，於會議

中提出簽署學術交流

4+2 合約，提供交大學生

未來留學攻讀碩士班的

機會與管道。 

5 年 

NCTU 瑞典 
林雪平大學 
(Linköping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將於 2019/12/08 到期) 
 
[續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5，p.14-p.19) 

1.該校成立於 1975 年，為

瑞典的一所國立綜合性

大學。該校設有三個學

院：理工學院、醫學院和

文科學院，兩校合作始於

2006 年，先後簽署了校

級 MOU 及交換學生合

約，雙方每年約有 5 名學

生交換往來。  
2.雙方合約將於明年到

期，該校提議提早續簽合

約，以利公告交換資訊。

兩校討論後同意延續合

作交流。 

5 年 

機械工

程學系 美國 

紐約州立大學

石溪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原已簽署] 校級交換

學生合約書、校級 2+2
學士雙聯合約書 
 
[加簽] 系級 3+1+1 碩

士雙聯學位合約書(另
附件 6，p.20-p.23) 

1. 本校2017年已與該校

簽訂 2+2 學士雙聯(2
交大+2 美國 or 2 交大

+1 美國+1 韓國)合約

書，學生修畢交大與

該校學分規定 (至少

120 學分，學分可抵

免)，可分別取得本校

與該校大學學位證

書。 
2. 在兩校合作基礎上，

本校機械系與該校機

械系往來密切，且為

了增加學生出國雙聯

的意願，機械系進一

步與該校討論簽署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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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3+1+1 碩士雙聯學位

合約，以拓展師生交

流深度及廣度。 

註：A- 世界排名 200 內 or 交流頻繁。 B- 世界排名 200-400 or 有雙向交流。C- 世界排名 400+ or 曾有

交流或單向交流。D- 無實質交流。(研究機構 - 不列入等級排名。) 

(二) 重要外賓(10/15-11/16)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0/15 

N+i 法國高等理

工學院聯網 
Network N+I 

Executive 
Director 

Dr. Georges 
Santini 

由法國在臺協會引薦 N+i 法國

高等理工學院聯網執行主任與

教授來訪本校，瞭解交換生近

況。來訪團員包含聯網下 4 所

學校，生物技術高等學院與本

校生物科技學院交流密切，

2019 年將有第一位學生出國

交換；國立土魯斯應用科學學

院拜會資訊學院荊宇泰副院

長，討論雙聯學位，後續由資

訊學院與對方持續洽談；大西

洋高等礦業電信學校並非本校

姐妹校，該校以土木工程與環

工見長，將由本校土木系與環

工所評估是否有合作意願；高

等信息工程師學院為資訊工程

專業學校，本校資訊學院目前

尚未提出與該校合作之意願。 

生物技術高等

學院 
Sup’Biotech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s. Sophie 
Picavet 

法國大西洋高

等礦業電信學

校

IMT-Atlantique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s. Lauriane 
Blandel 

法國高等信息

工程師學院

EPITA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s. Nazima 
Canda 

國立土魯斯應

用科學學院 
INSA Toulous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r. Danièle 
Fournier-Prunaret 

10/16 

瑞典皇家理工

大學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uty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China 

Prof. Urban 
Westergren 

該校副國際長與專員來訪本校

國際處，對方於會議中提出簽

署 4+2 合約，提供本校學生未

來留學的機會與管道；中午時

段另由本處協助該校辦理招生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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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0/16 柏林工業大學

TU Berlin 

Overseas 
Program 

Coordinator 
Ms. Uta Kirchner 

該校專員至本校國際處拜會出

國交校、來校交換、國際合約

之承辦人，並由慕尼黑工業大

學交換學生 Jonas 協助校園導

覽。 

10/17 
英國在臺辦事

處 British Office 
Taipei 

Seni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Officer 

Mr. Robert 
Edwards 

甫上任之英國在臺辦事處創新

科技組組長偕同旗下組員來

訪，除走訪發展館了解交大背

景與屬性，並拜會 AI Centre，
同時邀請 AI Centre 教授參加

明年(2019)2 月的 AI 研討會。 

10/18 

斯德哥爾摩經

濟學院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President Dr. Lars 
Strannegård 

該院校長與品質保證辦公室主

任首次來訪本校。該校在經

濟、金融管理、創新創業領域

居世界排名 40，此次參訪本校

研發處創新育成中心及拜會校

長，並提出兩校合作的可能。 

10/22 青島大學 校長 夏東偉 

青島大學由校長領團，帶領前

校長/現任山東省高等教育管

理學會會長范躍進教授、港澳

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張燕、校長

辦公室主任姜衛東、人力資源

處處長肖江南、教務處處長孔

偉金及化工學院教授李群等 7
人來校訪問。訪團參觀了本校

發展館與奈米中心，對本校校

風極為肯定，同時積極表達欲

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

換合約之意向，並有意未來於

材料、物理、半導體光電等學

術領域推動研究生交換、交流

計畫。 

10/24 
格拉納達大學

University of 
Granada 

Professor, Dept. 
of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Prof. Francisco 
Jesús Gámiz 

Pérez 

該校電機學院代表來訪本校國

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兩院之間

已密切洽談招生計畫，欲透過

此次來訪瞭解交大環境，以利

吸引該校學生至本校修讀學

位。來訪行程由半導體學院安

排，國際處負責交大簡介與校

園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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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1/9 

瑞典查爾默科

技大學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ef 
Development 

Officer 

Dr. Jörgen 
Sjöberg, 

該校首席發展長來訪，討論研

議增加兩校ㄧ學期之學生交換

合約，並邀請本校校長 108 年

前往該校參訪；另藉此行協助

處理該校設於本校之學生辦公

室相關事務。 

11/14 

聖路易華盛頓

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Director, 
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 

 Dr. James 
Wertsch 

該校麥克唐尼爾學會主任來

訪，拜會陳俊勳副校長，並辦

理留學說明會，提供本校學生

未來留學與申請獎學金的機會

與管道。 

11/15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Associate Dean 

of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Prof. Li Kwok 
Yiu Robert 

該校研究生院副院長帶領工學

院材料系所兩位教授與一名行

政專員來訪，擬與本校洽談工

學院與資訊學院的博士雙聯學

位合作事宜。 

11/16 
波蘭華沙大學 
University of 

Warsaw  

Vice-Rector 
for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 Maciej 
Duszczyk 

波蘭辦事處引薦華沙大學副校

長來訪，目前兩校合作領域為

人社與管理領域，擬透過本次

會面，與對方提出擴及理工領

域的合作。 

 
(三) 本校與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台達電子歐洲總部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擬於明

(108)年 2 月選送 5 名管理、電子電機、電腦資訊工程領域之研究所在學學生至位於荷蘭的

台達電子歐洲總部實習 6 個月，由台達電子提供學生實習津貼每月 1400 歐元，本校提供

來回機票補助及每月保險稅賦及雜支補助 600 歐元。經於 107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12 日

公告，計有 40 位學生提出申請，已由台達電子完成面試，錄取 5 名學生。本處將與台達

電子共同協助學生完成實習前置作業。實習學生透過本計畫於就學期間即能經由跨文化環

境之實習，實地瞭解企業海外經營管理與運作實務，並可與全球人才交流砥礪、增進個人

視野與知能；表現優秀學生未來更有機會獲台達電子優先延攬留用。 
(四) 為提升出國交換學生之學習態度，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22 日會議業決議

自 108 學年度起試行將出國交換保證金提高至 1 萬元(持有中低收入及低收入證明者得免

繳)，如有一門國外修課「未通過」，則沒收保證金。另出國交換修課未通過之名單將轉知

研發處與教務處，並與各處討論可能的後續作法。 
(五) 境外生活動－107 年 10 月辦理活動如下： 

1. 10 月 13-14 日：107 學年度僑生聯誼會迎新宿營活動。 
2. 10 月 13 日：印尼學生會諮詢及綜合執行大會。 
3. 10 月 19 日：僑生聯誼會火鍋大會活動。  
4. 10 月 22 日：Buddy Program 出遊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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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月 7 日：瑞典交換生 Frika 交流茶會。 
6. 11 月 22 日：境外生感恩節活動。 

八、 人事室報告 
(一) 依本校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執行方案，107 年 1 至 10 月每月 1 日在保之兼任教師、兼

任助理、專任助理(H.Z.O.Y.V 扣除頂辦經費)、約用人員(G)及全時工讀生(B)人數表，詳如

（附件 3，P.25），又同年 11 月 1 日本校身障人數已逼近不足，請各單位請核時以實際工

作日請核，並積極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二) 有關公務員赴大陸地區請依相關規定辦理，以避免因個人疏失而遭裁處情事發生。國立大

學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人員，未經許可赴陸案件，常見違規態樣如下： 
1.公務員已依規定提出申請，學校漏未辦理赴陸許可申請。 
2.以個人休假赴陸，疏漏未辦理赴陸申請許可。 
3.未經申請許可，於大陸地區「入境轉機」或「過境轉機」。 
4.因赴陸時程緊迫，未事先申請許可赴陸。 
5.初任具公務員身分之職務，不熟稔赴陸須經許可之規定。 

(本案業經本校 107 年 11 月 14 日交大人字第 10700195190 號書函轉知全校各單位在案)。 
九、 資訊中心報告 
(一)注意防範 Email 詐騙勒索信： 

1.資訊中心近期陸續接獲使用者反映收到有勒索信件，這類信件大多為詐騙勒索信，其實

並未入侵使用者主機，但因信件中會提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企圖造成使用者的恐

慌，並藉機要求支付比特幣，請使用者切勿輕易受騙。若使用者遇到這類事件，可洽

詢資訊中心承辦人(分機 31266)。 
2.近日常見之詐騙勒信件範例及特徵如附件 4，P.26。 
3.強化個人資安防護措施： 

(1)請務必落實個人使用電腦的軟體持續更新(包括作業系統以及應用軟體)，以降低個別

用戶因系統漏洞未修補而被駭客遠端入侵的風險。 
(2)個人電腦務必要安裝資安防毒軟體並持續更新病毒碼。 
(3)強化個人使用的網路服務(電腦應用)的帳戶與密碼控管，並建議定期更換密碼。 
(4)定期備份檔案 
(5)加強資安與隱私控管：許多電腦現在有都有內建攝影鏡頭，為避免將來因不明原因導

致電腦攝影鏡頭被控制衍生的困擾，建議在未使用電腦攝影鏡頭時，可先貼上黑色

膠帶。 
 (二) 推動 ODF-CNS15251 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1.教育部來函調查本校「國家發展委員會 ODF 文件應用工具」使用情形，經本中心彙

整全校調查結果，總電腦數 9,215 台，已安裝「國發會 ODF 文件應用工具 523 台，

執行率為 6%；已安裝其他 ODF 文件軟體 772 台，執行率為 8%。若各單位之執行率

有更新者，請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前將回覆資訊中心，以利 107 年度教育部考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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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2.惠請各單位配合落實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相關配合事項請詳見

附件 5，P.27。 
十、策略發展辦公室報告 
(一) 為符合徵信原則及績效管理，本校自 102 年起製作捐款徵信年報，向校友述明捐款概況及

捐款經費計畫執行情形，目前進行 107 年年報規劃。 
(二) 「107 年捐款徵信年報」初步規劃 36 頁(含封面、封底)，將提供每個行政單位（處室）及

各學院 1 頁版面說明單位或院內捐款計畫需求或相關捐款計畫執行情形，請各學院及行政

單位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三)下班前提供文字稿（每頁 500 字數內）和至少 3-4 張照片（圖

片），俾利刊物編排設計及製作。（提供版面以 1 頁為基礎，若有特殊需求，請再與本辦公

室聯絡）。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  明： 

一、 為 107 學年度管理學院資財系資管碩博士班回復為資管所，及更正管理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委員會正式名稱，爰修正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條文。 
二、 依據本校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本章程條文之增修須經院務會議出席人

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以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

議，討論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展計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

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章程，由各院院務會議定之，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本案經 107 年 5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管理學院第 6 次院務會議(附件

6，P.29)、107 年 10 月 9 日 107 學年度法規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附件 7，P.30)通過，

爰依前述規定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三、 檢附本校「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8，

P.3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修正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公室提) 
說  明： 

一、為利業務執行，並符合執行現況，修正本校「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三條。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9，P.36。 
三、為利執行，同時新訂本校「捐款貴賓停車證申請單」，如附件 10，P.39。 
四、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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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為增設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23 條規定 1 案，請討論。(人事

室提) 
說  明： 

一、 依107年 9月18日本校職員評審委員會 107學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主席裁示事項：「有

鑑於國立交通大學工會已於去年成立，並於勞資會議提案設置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

未來本校約用人員之遴用、升遷、考核、獎懲事項將交由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

本會將審議公務人員事項。有關本校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增設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一

事，將循校內程序辦理。」爰提本會討論通過後，再提法規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並另案訂定本校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11，P.4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與國立中央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案，請討論。(研發處與電機學院共

同提案) 
說  明： 

一、 本校與國立中央大學為促進校際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學術合作、教師合聘、

研究發展及圖書與資訊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前於 99 年 6 月簽訂兩校學術交流與合

作協議書，目前效期已滿。原學術合作協議書，請參閱附件 12，P.42。 
二、 為延續兩校交流合作，本校擬與國立中央大學再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兩校

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草案，請參閱附件 13，P.4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校「創創工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草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 NCTU-ICT透過小組及工作坊之運作，打破系所籓籬，規劃具有特色性、前瞻性與

創新性的各類題材，強調創意、創新、造學習能量，並讓全校大學生積極跨域參與

學習新議題，因此規劃全校共同實驗室座落於工程一館、工程三館，列表如下： 
NO 教室代碼 空間名稱 英文名稱 簡介 

1 EAB06 創意溫室 Multifunctional 
Meeting Space 

提供討論交流的空間，鼓勵學生創意發想、

互助合作，讓不同背景、不同領域的思維碰

撞激盪出創新的火花。 

2 EA101 共創基地 co-working space 

開放性的創客實作空間，包含玻璃討論室、

公共討論區、共同工作區（放置電工、3D
列印等小型機具）、工具牆面、實作作品展

示區等不同的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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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教室代碼 空間名稱 英文名稱 簡介 

3 EA106 木工作坊（一） Woodworking Lab
（I） 

囊括了開放式木工桌、直覺式工具牆面、噴

漆獨立隔間、環繞式機具配置，致力建置為

適合教學的大型木作的實作空間。 

4 EA104 木工作坊（二） Woodworking Lab
（Ⅱ） 

以桌上型及手持型木工機具為主，適合小

型、輕型木作、相關作品細化。 

5-6 EA203-204 無人機實驗室 Drone Lab 
因應各領域不同類型實作課程，打造的綜合

型基礎共創實作空間。 

7-8 EA205-206 動態影像創製所 
Co-Creation and 
Post-Production 
Room 

包含攝影棚、副控室與後製區(含討論空

間)，可供訪談、講座、小型表演等節目使用。 

9 EC028 VRAR 實驗室 ICT Co-Working 
Space VRAR Lab. 

開放作為全校性 VR/AR 教學相關課程教學

實作使用。 

10 EAB06 創意溫室 Multifunctional 
Meeting Space 

提供討論交流的空間，鼓勵學生創意發想、

互助合作，讓不同背景、不同領域的思維碰

撞激盪出創新的火花。 

11 EA105 講堂 Classroom 

為了滿足講習、理論課程環節所建置的共同

授課教室。看似傳統形式的教室，實則不忘

翻轉教學之理念，將桌椅設置為活動式，可

因應不同需求調配座位，而教室特製環繞的

玻璃白板牆更可供學生們進行創意激盪，以

達到共創共學。 

二、 為提供各專業領域小組自主學習、跨域交流、動手實作、討論活動及成果展演等空

間，使全校性課程及活動充分運用上述表列空間，特訂定「創創工坊空間管理與借

用辦法」（草案），並由ICT工坊跨院教學委員會統籌管理。 
三、 檢附本校「創創工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14，P.46。 
決  議：本案請審酌相關規定修正，並先經相關委員會討論後，再次送行政會議審議。 
 

案由六：訂定本校「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中心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 (草案)，請討論。(鴻
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中心為推動人工智慧、物聯網、智慧醫療與 5G 技術等相關研究、透過與鴻海科技

集團之合作，一方面透過其在國際上之經驗與資源，協助研究中心確立市場需要之研

究方向，也能透過其資源獲得發展關鍵技術所需之場域、設備與國內外產業合作機

會，同時間，鴻海科技集團也能共享學界各項前沿技術之成果，並透過此計畫培養企

業內人才或接觸新世代的人才，針對本中心人員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事宜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訂定說明如下: 
     (一)要點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要點所稱本計畫進用人員類別。(第二點) 
     (三)各類人員職稱、職級及應具資格說明。(第三點) 
     (四)各類人員薪資標準說明。(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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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要點所進用人員之經費來源。(第五點) 
     (六)說明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第六點) 
     (七)說明本要點訂定及實施之行政程序。(第七點) 
三、「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 (草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

閱附件 15，P.51。 
決  議： 

一、 有關本案條文文字授權提案單位會後依與會代表意見再修正。 

＊提案單位會後修正之本校「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中心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草案

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16，P. 58。修正文字部分以紅色字表示。 

二、 本案修正後通過，並請送該中心指導委員會確認。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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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6學年度行政會議未結案之決議或裁示事項 
執行情形查核表 

 
 

項次 
會議 
日期 

決議或裁示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結

案 
情

形 

一 
10617 

1070511 

主席裁示： 

請總務處研擬依各系所

及研究中心規模、師生人

數等進行空間總檢視，並

於暑假間另召開會議檢

討整體空間之使用及其

效能。 

總務

處 

107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填報之執行

情形： 
業依人事室提供資料進行各學院空間

系統登錄情形的彙整，已提送相關資料

予各學院，尚有部分學院回傳資料不完

整，刻正追蹤中，預計於 11 月下旬前

完成各學院空間資料情形彙整。續辦理

學院空間坪效分析。 
人社院空間使用效能評比的架構已完

成；刻正進行使用空間性質總坪效分

析。 

續

列

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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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結果統計 

107.10 
博士班 報名 審查合格 招生名額 分發 入學 

電子研究所 3 2 2 1 1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2 1 1 0 0 
機械工程學系 4 3 2 0 0 
土木工程學系 3 2 1 1 1 
資財系財務金融博士班 6 5 1 4 3(另 1 休學) 
管理科學系 7 4 1 1 1 
科技法律研究所 2 1 1 0 0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8 15 1 2 2 
教育研究所 15 4 1 0 0 
應用藝術研究所 19 6 1 3 3 
電控工程研究所 3 0 0 0 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 0 0 0 0 

小計 84 43 12 12 11(另 1 休學) 
 

碩士班 報名 審查合格 招生名額 分發 入學 
電機工程學系 18 18 3 6 6 
電子研究所 12 6 2 2 2 
電信工程研究所 8 2 1 2 2 
光電工程學系 4 4 1 1 1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24 6 3 0 0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11 3 1 0 0 
網路工程研究所 5 3 1 1 1 
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9 5 1 3 2 
機械工程學系 10 3 1 0 0 
土木工程學系 14 4 2 0 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 4 1 1 1 
環境工程研究所 15 9 3 2 2 
電子物理學系 2 1 1 0 0 
應用化學系 5 1 1 1 1 
應用數學系 1 1 1 1 1 
統計學研究所 7 3 1 3 3 
管理科學系 25 10 4 4 3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3 4 2 2 2 
運管系交通運輸碩士班 3 1 1 0 0 
運管系物流管理碩士班 6 2 1 1 1 
資財系財務金融碩士班 40 30 6 9 9 
科技管理研究所 12 6 2 4 4 
科技法律研究所 9 4 1 0 0 
傳播研究所 30 9 2 4 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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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報名 審查合格 招生名額 分發 入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29 4 3 2 2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5 5 1 1 1 
教育研究所 9 3 1 0 0 
建築研究所 15 4 2 1 1 
音樂研究所 6 2 1 1 1 
人社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1 1 1 0 0 
傳播與科技學系 12 5 2 2 1(另 1 休學) 
亞際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6 6 1 1 1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3 3 1 2 2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2 1 1 0 0 
電控工程研究所 8 0 0 0 0 
生物科技學系 4 0 0 0 0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3 0 0 0 0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 0 0 0 0 
應數系數學建模碩士班 0 - - 0 0 
材料系奈米科技碩士班 0 - - 0 0 

小計 397 173 57 57 54(另 1 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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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騙勒索郵件範利 

 
 
 
 詐騙勒索郵件特徵： 
 

1.主旨欄(Subject: ) 通常為 password (xxxxx) is compromised (或其他類似) 
 Your password is xxxxx  
 your password xxxxx  
 password (xxxxx) for @xxx.nctu.edu.tw is compromised。  

… 
2.寄件者與收件者相同，企圖讓人誤以為對方已經入侵自己的 e-mail 系統帳號。 
3.信件開頭以"my nickname in darknet is XXXX"。 
 信件內容常宣稱已掌握用戶的帳號密碼、瀏覽器歷史紀錄，並取得該用戶的所有通聯記錄、硬碟資料

與照片等。並威脅用戶即使再次修改 e-mail 密碼也無濟於事。 
 對方宣稱已經在該收信用戶的電腦中植入木馬程式 (Trojan horse)，可隨時遠端遙控入侵該用戶的電

腦 
4.關鍵特徵：對方會要求數小時內支付比特幣 (Bitcoin)至指定帳戶，或是威脅收信者將會散布不利該用戶

的機敏資料。並於文末附上簡單的比特幣使用簡介的網址。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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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之配合事項 

 

為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續階實施計畫」及「教

育部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畫」(關鍵績效指標考核)，
惠請各位協助配合落實以下事項： 

 

（一）請於個人公務電腦（筆電）、公共區電腦、電腦教室之電腦配合安裝

及更新「國發會 ODF 文件應用工具最新版(目前是 1.0.3 版)」 或其他

可編輯 ODF 文件格式之文書軟體（如：LibreOffice)。 

（二）電子公文附件： 

可編輯文件須符合 ODF 文件格式（以「可產生標準 ODF 文件之軟體」製作）;
非可編輯文件則提供 PDF 文書格式。 

（三）各單位「對外服務資訊系統」全面支援 ODF 文件格式： 

1、提供下載及匯出的可編輯檔案應符合 ODF 文件格式，非可編輯檔案則提

供 PDF 的文書格式。 

2、辦理資訊系統盤點作業，依系統特性排定系統修改優先順序(服務民眾、

跨機關資訊系統優先)。 

3、新建置之資訊系統應支援 ODF 文件格式。 

4、對外服務資訊系統匯出、匯入支援 ODF 文件格式。 

（四）各單位「對外服務網站」支援 ODF 文件格式： 

1、對外服務網站內容下載之可編輯檔案須符合 ODF 文件格式，非可編輯檔

案則提供 PDF 文書格式。 

2、對外服務網站提供下載的申請表單需符合 ODF 文件格式。 

3、對外服務網站提供支援 ODF 文件格式。 

（五）大專校院學研計畫之文件、表格與成果等相關文件優先以 ODF 文件格式

製作。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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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學校單位 ODF 文件格式應用： 

1、學校業務行政作業以 ODF 文件流通。 

2、教師在職訓練納入 ODF 文件格式課程。 

3、以「可製作標準 ODF 文件之軟體」作為基礎教育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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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7 學年度法規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7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陳俊勳副校長(裘性天主任秘書代) 
出席：裘性天主任秘書、呂紹榕委員、唐麗英委員、鍾崇斌委員、李威儀委員、

陳鋕雄委員、高榮鴻委員、黃炯憲委員、謝宗雍委員、楊黎熙委員 
請假：盧鴻興教務長、林珊如委員、劉復華委員 
列席：管理學院林春成副院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教務處綜合組張依涵專員、

工會代表林珮雯、工會代表鄢嫚君、工會代表鄞寶彤 
記錄：劉仲寧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其他報告 
(一)107 年 5 月 28 日召開之 106 學年度法規委員會第 1 次臨時會議紀

錄，業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寄予本會委員確認，本會委員 14 人，

計有 9 位委員投票，8 位同意，1 位無意見，會議紀錄業經半數以

上委員同意確認。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1(P.6)。 
(三)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92082 號函說明二

略以：「案內停招之班別學程，嗣後修編時請於『附表：國立交通

大學組織系統表』加註停招學年度。」爰就本校前經教育部核定

已停止招生之班別學程，於本校組織系統表內加註停招學年度，

併同討論事項第一案更新本校組織系統表。 
(*本項報告內容原列為討論事項案由一之說明三，依該案決議改列

為報告事項) 
貳、討論事項(節錄案由二) 

案由二：本校「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  明： 

一、為 107 學年度管理學院資財系資管碩博士班回復為資管所，及更正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委員會正式名稱，爰修正管理學院組織章程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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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條文。 
二、依據本校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本章程條文之增修須

經院務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

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以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

條規定：「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討論

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展計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

相關事項。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章程，由各院院務會議定之，經

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本案經 107 年 5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管理學院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 11，P.52)
，爰依前述規定提送法規委員會、行政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校「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 12，P.53~P.56)。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9 票，不同意 0 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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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五條  本院設行政主管

會議，推動、議決日常

行政業務。成員包括院

長、副院長、各系與獨

立 所 ( 含 EMBA 、

GMBA)主管。行政主

管會議下設學術委員

會、管理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委員會與招生試

務工作小組，其組織與

職掌另訂之。 
 

第壹章 總則 
第五條  本院設行政主管

會議，推動、議決日常

行政業務。成員包括院

長、副院長、各系與獨

立 所 ( 含 EMBA 、

GMBA)主管。資財系

得推派一名教師列

席。行政主管會議下設

學術委員會、院在職專

班主管會議與招生試

務工作小組，其組織與

職掌另訂之。 

一、 原條文係配合資財

系、資管所、財金

所合併為資財系。

現因資財系資管碩

博士班將於 107 學

年度起回復為資管

所(獨立所)，且該所

長已是行政主管會

議成員，因此刪除

資財系教師列席規

定。 
二、修正院在職專班主

管會議正式名稱應

為管理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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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

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

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

品及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

上者，當年度本人或公司得申

請一張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

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

上者，當年度本人或公司得申

請一張兩年期停車證及圖書

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者，當年度本人或公司得申

請一張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

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校

慶時頒贈本校紀念品致謝。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

上者，得為校園景觀或公共空

間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

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

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

運動場地或校園道路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

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

者，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芳

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

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

繕空間由捐贈人命名，並將芳

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

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

價範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

第三條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

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

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

品及感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一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

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

上者，致贈兩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

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者，致贈五年期停車證及圖

書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

校慶時頒贈獎盃(牌)致謝，並

將捐贈事蹟留存於本校發展

館，作為留念。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

上者，得為校園景觀或公共空

間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

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

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

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

運動場地或校園道路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

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

一者，得為該館舍命名，並將

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

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

繕空間由捐贈人命名，並將芳

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

請專業人員進行鑑價，制定評

1. 為利執行，明訂身

份及張數。 
2. 為符合校慶執行

現況，修正致謝禮

內容及刪除後續

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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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十、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

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

理。 
十一、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

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園

道路 及館舍之命名時限及評

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訂之。 
十二、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

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

行政會議決議。 
 

價範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

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十、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

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

理。 
十一、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

室、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

校園道路 及館舍之命名時限

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訂

之。 
十二、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

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

行政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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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接受捐贈回饋致謝辦法 
96.04.18  9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0.11.4  10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6.3.24  105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感謝捐助本校之熱心人士、團體、公

司及行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接受之捐贈，包括興建館舍、館舍之重大修繕、購置各種設施、設

立講座、有價證券、獎學金、金錢或其他資產（含各種權利）。 
非以現金或約當現金捐贈本校者，其價值應經公正客觀之鑑價。 

第三條 捐贈者依捐助財物之內容享有之回饋與榮譽如下： 
一、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萬元以上拾萬元以下者，致贈本校紀念品及感

謝狀。 
二、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當年度本人或公司得申請一張

一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八折優惠。 
三、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者，當年度本人或公司得申請一張

兩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並享有運動設施五折優惠。 
四、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當年度本人或公司得申請一張

五年期停車證及圖書證，免費使用運動設施，於校慶時頒贈本校紀

念品致謝。 
五、捐贈財物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者，得為校園景觀或公共空間命

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六、捐贈財物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教學實驗室命名，並

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七、捐贈財物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者，得為本校校級會議廳、運動場

地或校園道路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八、捐贈財物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得

為該館舍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 
九、捐贈財物供本校翻修舊館舍者，得視其捐款比例，指定修繕空間由

捐贈人命名，並將芳名鑄刻於適當之位置。舊館舍請專業人員進行

鑑價，制定評價範圍表供捐贈者參考選擇，其內容得包含修繕工程。 
十、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得依照上列各款辦理。 
十一、本校校園景觀、教學實驗室、校級會議室、運動場地、校園道

路 及館舍之命名時限及評價範圍等施行細則另訂之。 
十二、有關建物之捐款比例及其命名範圍，如有特殊情況，提由行政會

議決議。 
第四條 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文化獎

章頒給辦法」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第五條 本校應定期將所有捐贈者芳名，刊登於本校網頁及出版刊物之捐贈者芳

名錄內或捐助之相關建築物牆或柱面，並定期公佈用途。捐贈者並得匿

名。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39 
 

 
國立交通大學捐款貴賓停車證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捐款者資料  

公司/姓名  

單位  職稱  

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限捐款當年度申請，請檢附捐款收據 
 
二、持證人基本資料  

持證人姓名  
車號  

停車證號  

單位  職稱  

聯絡地址  電話  

Email  手機  

公司核章/ 
捐款者簽名  

*為配合校內車牌辨識系統，請檢附車籍資料（行車執照）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策略發展辦公室 秘書室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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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

評審委員會、約用人員評審

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

分別評審有關職員、約用人

員及技工、工友之遴用、升

遷、考核、獎懲、資遣等及

其他重要人事規章事項。 
職員評審委員會、約用人

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

員會之組成與職掌，由行政會

議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其評審作業程序，由

各該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

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

會，分別評審有關職員、約

用人員及技工、工友之遴

用、升遷、考核、獎懲、資

遣等及其他重要人事規章事

項。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

策進委員會之組成與職掌，

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其評審

作業程序，由各該委員會訂

定，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依本校第 1 屆第 4 次 107 年 5
月 14 日勞資會議決議辦理，

增設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

審議約用人員之遴用、升

遷、考核、獎懲等及其他重

要事項，爰本條配合修正。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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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評審委員會、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分別評審有

關職員、約用人員及技工、工友之遴用、升遷、考核、獎懲、資遣等及其他重要

人事規章事項。 
職員評審委員會、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組成與職掌，由行

政會議訂定通過後實施；其評審作業程序，由各該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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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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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中央大學 
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立協議人國立交通大學與中央大學，緣雙方為促進校際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學術合作、

教師合聘、研究發展、圖書與資訊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並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 校際交流與學術合作 

一、雙方之教師、師生互訪。 

二、共同或輪流舉辦學術及教學研討會。 

三、指導學生進行論文專題研究。 

 

第二條 教師之合聘 

一、合聘教師，須經雙方同意並各自完成校內程序後，由擬合聘學校發 

給合聘聘書。 

二、合聘教師仍佔主聘學校員額並支給專任待遇，並授課時數於符合主 

聘學校規定下，得於合聘學校授課並支給鐘點費及車馬費，惟每 

週鐘點費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三、合聘教師於合聘期間發表研究報告及論文時，應以合聘名義為之。 

 

第三條 研究計畫與成果推廣 

一、合作進行研究計畫。 

二、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三、進行雙方同意之資源共享計畫。 

四、共同舉辦研發成果發表。 

 

第四條 圖書與資料交流 

       一、圖書與學術資料交流及書籍之互借。 

       二、電腦網路資源交流及遠距教學之互通。 

第五條 相關事項之辦理原則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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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互訪之教師與學生名單、相關合作計畫及所需負擔費用等，以個案 

協商之。 

       二、為協助訪問學者進行講學與研究，受訪學校於規範許可下，應提供 

所需之設備並尊重其對有關安排之意見。 

       三、學術合作事宜，由雙方協商確定。 

 

第六條 協議之實施 

為實施本協議，雙方得以備忘錄方式，就有關細節訂立附則。 

 

第七條 協議書期限 

本協議書經雙方代表簽署，並各依其相關程序通過後生效，期限三年， 

期滿後一個月內，雙方如無異議，則繼續延期三年。 

 

第八條 本協議書正本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國立交通大學                            中央大學 

代表人：張懋中                          代表人：周景揚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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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創創工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 1 條 宗旨 

本校創創工坊（以下稱 ICT 工坊）之成立，

旨在有效整合本校各專業領域師資與教學資

源，提升本校學生基礎與專業實作能力，為

提供各專業領域小組自主學習、跨域交流、

動手實作、討論活動及成果展演等空間，並

充運用及有效管理相關空間，特依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場地設備管理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訂定創創工坊空間管理

與借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依據、目的

及宗旨。 

第 2 條  相關空間之管理與使用 
由 ICT 工坊跨院教學委員會統籌管理，ICT
工坊得依跨院彈性學分課程、專業實作課程

安排需要訂定優先使用權。課程排定後，未

排課之時段，由 ICT 工坊統籌調度相關空間

之使用。 

說明本辦法權責管理單

位及適用對象。 

第 3 條  相關空間說明 
一、 ICT 工坊校級共同實驗空間 

為 ICT 工坊統籌規劃及管理之實驗室，

其權責管理為 ICT 工坊。實驗室列表及

該實驗室所遵守之規定，另訂各空間使

用實行細則。 
二、 全校專業實驗室 

為曾獲 ICT 工坊相關補助之實驗室，其

權責管理為該實驗室之所屬單位或教

師，需遵守該實驗室所訂定之規則。 

說明本辦法所屬相關空

間。 

第 4 條  借用流程 
一、 ICT 工坊校級共同實驗空間 

（一） 本校及跨院課程申請 ICT 工坊

空間之使用，由開課教師將課程

綱要申請送交 ICT 工坊各專業

領域教學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審
核，小組成員依據課程內容、所

需設備等安排審定使用之 ICT
工坊空間，ICT 工坊跨院教學委

員會協助登錄使用優先權方可

使用。 
（二） 本校專業領域小組自主學習、跨

域交流、動手實作、討論活動及

成果展演等其他需求申請 ICT

說明本辦法所屬空間借

用流程。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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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工坊空間之使用，應於使用日期

一周前至「ICT 工坊空間借用系

統」線上登記或填具「NCTU-ICT
空間借用申請表」依借用流程進

行初審，經 ICT 工坊跨院教學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借用單位應於

指定繳款期限前至出納組繳清

費用，繳交費用後方可使用。 
（三） 校外單位申請 ICT 工坊空間之

使用，應於使用日期二周前至

「ICT 工坊空間借用系統」線上

登記或填具「NCTU-ICT 空間借

用申請表」，並檢附正式公函及

活動說明書，依借用流程進行初

審，經 ICT 工坊跨院教學委員會

審核通過後，借用單位應於指定

繳款期限前至出納組繳清費

用，繳交費用後方可使用。 
二、 全校專業實驗室 

其權責管理為該實驗室之所屬單位或教

師，相關借用流程及使用規定，依據該

實驗室所訂定之相關規則進行借用。 
第 5 條  借用費用與收費規定 

ICT 工坊空間之使用，除彈性學分課程、專

業實作課程、修習彈性學分課程學生因課

程需求及其他特殊狀況經教務長簽准者

外，皆應依實際使用狀況支付費用，收費

標準另依本校「ICT 工坊空間收費標準」辦

理。 
一、 一級收費：非本校單位主辦之活動（含

本校單位協辦之活動）。 
一級收費之借用單位須另外繳交一個時

段之保證金，該保證金於場地及設備使

用保持良好，經場地空間優先使用單位

及場地設備管理單位認可後退回。 
二、 二級收費：本校校內各教學單位主辦之

活動。 

說明本辦法所屬空間借

用收費規定。 

第 6 條  借用時間 
一、 借用時段： 

A：上午 08 點到 10 點、B：上午 10 點

到 12 點、C：下午 12 點至 13 點 
D：下午 13 點到 15 點、E：下午 15 點到

說明本辦法所屬空間借

用時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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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17 點、F：下午 17 點至 18 點 
G：晚上 18 點到 20 點、H：晚上 20 點

到 22 點；不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 
二、 得以週期方式借用，每次申請使用期間

至多以 1 個月為原則，如期限到期仍需

繼續使用者，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天提出，

以重新審核申請表。 
第 7 條 借用原則 

一、 NCTU-ICT 場地以所屬相關課程及校級

全校性活動使用優先，學校管理單位如

有校級活動，需要收回使用時，得要求

借用者改期或取消，並無息退還所繳之

費用。 
二、 借用單位如須取消或改期應於使用日至

少三天前填妥取消或改期申請表，已繳

納費用者，如係因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因

素必須取消者，得備文檢附原繳款收

據，申請全額退費；其他申請案件於三

天前完成取消借用手續者可退費百分之

八十，否則不予退費。 
三、 借用者如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或

私自轉讓或違背政府法令及學校規定

者，本校有權立即停止其借用，不得異

議，除所繳費用不予退還外且一年內停

止受理該單位之借用申請。 
四、 依本辦法使用 ICT 工坊空間場所、器

材、設備等，如有毀損破壞情事，借用

單位應負全額賠償責任。 
五、 申請人負責當日場地清潔，每次使用完

畢後應將教室整理乾淨、恢復原狀，確

實關閉所有電源並將門窗鎖上，並立即

將門卡、鑰匙或相關物品返還。 
六、 其他未盡事宜依各場地使用管理規定。 

說明本辦法所屬空間借

用原則。 

第 8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與修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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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創創工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草案) 
 

107學年度第 0次行政會議通過 (000.00.00) 
第 1 條 宗旨 

本校創創工坊（以下稱 ICT 工坊）之成立，旨在有效整合本校各專業領域師資與教

學資源，提升本校學生基礎與專業實作能力，為提供各專業領域小組自主學習、跨

域交流、動手實作、討論活動及成果展演等空間，並充運用及有效管理相關空間，

特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訂定

創創工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相關空間之管理與使用 

由 ICT 工坊跨院教學委員會統籌管理，ICT 工坊得依跨院彈性學分課程、專業實作課

程安排需要訂定優先使用權。課程排定後，未排課之時段，由 ICT 工坊統籌調度相

關空間之使用。 

第 3 條  相關空間說明 

一、 ICT 工坊校級共同實驗空間 
為 ICT 工坊統籌規劃及管理之實驗室，其權責管理為 ICT 工坊。實驗室列表

及該實驗室所遵守之規定，另訂各空間使用實行細則。 
二、 全校專業實驗室 

為曾獲 ICT 工坊相關補助之實驗室，其權責管理為該實驗室之所屬單位或教

師，需遵守該實驗室所訂定之規則。 

第 4 條  借用流程 

一、 ICT 工坊校級共同實驗空間 
（一） 本校及跨院課程申請 ICT 工坊空間之使用，由開課教師將課程綱要申

請送交 ICT 工坊各專業領域教學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審核，小組成員

依據課程內容、所需設備等安排審定使用之 ICT 工坊空間，ICT 工坊

跨院教學委員會協助登錄使用優先權方可使用。 
（二） 本校專業領域小組自主學習、跨域交流、動手實作、討論活動及成果

展演等其他需求申請 ICT 工坊空間之使用，應於使用日期一周前至

「ICT 工坊空間借用系統」線上登記或填具「NCTU-ICT 空間借用申

請表」依借用流程進行初審，經 ICT 工坊跨院教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

借用單位應於指定繳款期限前至出納組繳清費用，繳交費用後方可使

用。 
（三） 校外單位申請 ICT 工坊空間之使用，應於使用日期二周前至「ICT 工

坊空間借用系統」線上登記或填具「NCTU-ICT 空間借用申請表」，

並檢附正式公函及活動說明書，依借用流程進行初審，經 ICT 工坊跨

院教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借用單位應於指定繳款期限前至出納組繳

清費用，繳交費用後方可使用。 
二、 全校專業實驗室 

其權責管理為該實驗室之所屬單位或教師，相關借用流程及使用規定，依據該

實驗室所訂定之相關規則進行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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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借用費用與收費規定 

ICT 工坊空間之使用，除彈性學分課程、專業實作課程、修習彈性學分課程學生因

課程需求及其他特殊狀況經教務長簽准者外，皆應依實際使用狀況支付費用，收費

標準另依本校「ICT 工坊空間收費標準」辦理。 

一、 一級收費：非本校單位主辦之活動（含本校單位協辦之活動）。 
一級收費之借用單位須另外繳交一個時段之保證金，該保證金於場地及設備使

用保持良好，經場地空間優先使用單位及場地設備管理單位認可後退回。 
二、 二級收費：本校校內各教學單位主辦之活動。 

第 6 條  借用時間 

一、 借用時段： 
A：上午 08 點到 10 點、B：上午 10 點到 12 點、C：下午 12 點至 13 點 
D：下午 13 點到 15 點、E：下午 15 點到 17 點、F：下午 17 點至 18 點 
G：晚上 18 點到 20 點、H：晚上 20 點到 22 點；不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 

二、 得以週期方式借用，每次申請使用期間至多以 1 個月為原則，如期限到期仍需繼

續使用者，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天提出，以重新審核申請表。 

第 7 條 借用原則 

一、 NCTU-ICT 場地以所屬相關課程及校級全校性活動使用優先，學校管理單位如

有校級活動，需要收回使用時，得要求借用者改期或取消，並無息退還所繳之

費用。 
二、 借用單位如須取消或改期應於使用日至少三天前填妥取消或改期申請表，已繳

納費用者，如係因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因素必須取消者，得備文檢附原繳款收

據，申請全額退費；其他申請案件於三天前完成取消借用手續者可退費百分之

八十，否則不予退費。 
三、 借用者如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或私自轉讓或違背政府法令及學校規定

者，本校有權立即停止其借用，不得異議，除所繳費用不予退還外且一年內停

止受理該單位之借用申請。 
四、 依本辦法使用 ICT 工坊空間場所、器材、設備等，如有毀損破壞情事，借用

單位應負全額賠償責任。 
五、 申請人負責當日場地清潔，每次使用完畢後應將教室整理乾淨、恢復原狀，確

實關閉所有電源並將門窗鎖上，並立即將門卡、鑰匙或相關物品返還。 
六、 其他未盡事宜依各場地使用管理規定。 

第 8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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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 
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草案) 

規定 逐點說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鴻

海科技集團補助專案，成立「鴻海-交大聯合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使人員進

用及薪資支給有所依循，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 本要點所稱中心進用人員，包括執行

長、專任研究人員、計畫專案經理、專任助

理、兼任研究人員、兼任計畫專案經理及兼

任助理。 

本要點所稱本計畫人員類別。 

三、本中心進用人員職稱、職級及應具資格

如下： 
(一) 執行長: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具有特聘或講座教授資格者。 
(2) 曾業界專門工作15年以上者。 
(3)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或學術上

有特殊貢獻者。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3. 副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4. 助理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本中心進用人員職稱、職級及應具資

格說明。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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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四) 專任助理：指專職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

員。在職行政人員或在學學生，除碩士在

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職於本中心

外，不得擔任專任助理。 
(五) 兼任研究人員：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

之研究人員，其應具資格如下:資深研究

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教授資格者。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

中心之專案管理人員，其應具資格如下： 
1.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七) 兼任助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工

作人員，分為下列四級： 
1.  兼任助理：指兼職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

員。 



53 
 

2. 博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博士班

研究生。 
3. 碩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碩士班

研究生。 
4. 大專學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大學

部學生。 
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認定屬學習

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四、 本中心進用人員薪資標準如下： 
(一) 執行長：月支最高30萬元，含勞健保雇

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

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20萬元，含勞健

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

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12萬元，含勞健保雇

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

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3.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6萬5千元，含勞健

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

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4. 助理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

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

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12萬元，含勞

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

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7萬元，含勞健保

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

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四) 專任助理：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

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

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五) 兼任研究人員： 

本中心各類人員薪資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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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

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

分。 
2.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4萬元，含勞健保雇主

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3.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3萬元，含勞健保雇

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 
1. 兼任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4萬元，

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

負擔部分。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3萬元，含勞

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

擔部分。 
(七) 兼任助理： 
1. 兼任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2. 博士生助理：月支最高6萬5千元。 
3. 碩士生助理：月支最高2萬元。 
4. 大專學生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五、 本要點人員進用之經費來源為鴻海科技

集團補助「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專案核

准之經費。 

本要點進用人員薪資經費來源。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立交通大學產

學合作經營管理專業經理人進用及管理辦

法」、「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審查辦法」、「國立交通大學計畫類專任人

員聘用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障獎助生及

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及「國立交通

大學兼任人員及臨時工管理要點」等相關法

規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本要點訂定及實施之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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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 
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 

(草案)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鴻海科技集團補助專案，成立「鴻海-

交大聯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使人員進用及薪資支給有所依循，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中心進用人員，包括執行長、專任研究人員、計畫專案經理、

專任助理、兼任研究人員、兼任計畫專案經理及兼任助理。 

三、 本中心進用人員職稱、職級及應具資格如下： 

(一) 執行長: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具有特聘或講座教授資格者。 

(2) 曾業界專門工作15年以上者。 

(3)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或學術上有特殊貢獻者。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3. 副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4)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5)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6)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4. 助理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4)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5)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6)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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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四) 專任助理：指專職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員。在職行政人員或在學學生，

除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職於本中心外，不得擔任專任助

理。 

(五) 兼任研究人員：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研究人員，其應具資格如下:

資深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教授資格者。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專案管理人員，其應具資

格如下： 

1.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七) 兼任助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員，分為下列四級： 

1.  兼任助理：指兼職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員 

2.  博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博士班研究生。 

3.  碩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碩士班研究生。 

4.  大專學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大學部學生 

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認

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四、 本中心進用人員薪資標準如下： 

(一) 執行長：月支最高30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

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20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

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12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

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3.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6萬5千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

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57 
 

4. 助理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

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12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

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7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

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四) 專任助理：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

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五) 兼任研究人員： 

3.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

雇主負擔部分。 

4.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4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

負擔部分。 

5.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3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

主負擔部分。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 

1. 兼任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4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

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3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

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七) 兼任助理： 

1. 兼任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2. 博士生助理：月支最高6萬5千元。 

3. 碩士生助理：月支最高2萬元。 

4. 大專學生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五、 本要點人員進用之經費來源為鴻海科技集團補助「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

心」專案核准之經費。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經營管理專業經理人進用

及管理辦法」、「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國立交

通大學計畫類專任人員聘用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

理權益處理辦法」及「國立交通大學兼任人員及臨時工管理要點」等相關法

規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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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 
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 

逐點說明 
規定 逐點說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辦理鴻海科技集團補助專案，成

立「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使人員進用及薪

資支給有所依循，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 本要點所稱中心進用人員，包

括執行長、專任研究人員、計畫專

案經理、專任助理、兼任研究人

員、兼任計畫專案經理及兼任助

理。 

本要點所稱本計畫人員類別。 

三、本中心進用人員職稱、職級及

應具資格如下： 
(一) 執行長: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具有特聘或講座教授資格者。 
(2) 曾業界專門工作15年以上者。 
(3)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或

學術上有特殊貢獻者。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

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2. 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3. 副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本中心進用人員職稱、職級及應具

資格說明。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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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4. 助理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

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2. 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

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四) 專任助理：指專職從事本中心

之工作人員。在職行政人員或

在學學生，除碩士在職專班或

進修學士班學生專職於本中心

外，不得擔任專任助理。 
(五) 兼任研究人員：指部分時間從

事本中心之研究人員，其應具

資格如下:資深研究員級：指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教授資格者。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部分時

間從事本中心之專案管理人

員，其應具資格如下： 
1.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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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 
(七) 兼任助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

中心之工作人員，分為下列四

級： 
1.  兼任助理：指兼職從事本中心

之工作人員。 
2. 博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

關之博士班研究生。 
3. 碩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

關之碩士班研究生。 
4. 大專學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

相關之大學部學生。 
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與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

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

相應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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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中心進用人員薪資標準如

下： 

(一) 執行長：月支最高30萬元，含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

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

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20萬

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

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12萬元，含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

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

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3.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6萬5千

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

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4. 助理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

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

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12

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

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7萬

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

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四) 專任助理：月支最高5萬元，含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

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

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五) 兼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

本中心各類人員薪資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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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2.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4萬元，含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

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3.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3萬元，

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

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 

1. 兼任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

高4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

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3

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

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七) 兼任助理： 

1.  兼任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2. 博士生助理：月支最高6萬5千 

元。 

3.  碩士生助理：月支最高2萬元。 

4. 大專學生助理：月支最高1萬2

千元。 

五、 本要點人員進用之經費來源為

鴻海科技集團補助「鴻海-交大聯合

研究中心」專案核准之經費。本要

點人員進用之資格及薪資經本中心

指導委員會核定後執行。 

本要點進用人員薪資經費來源。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立交

通大學產學合作經營管理專業經理

人進用及管理辦法」、「國立交通大

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

法」、「國立交通大學計畫類專任人

員聘用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障

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

法」及「國立交通大學兼任人員及

臨時工管理要點」等相關法規辦

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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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訂定及實施之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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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 
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 

(草案)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鴻海科技集團補助專案，成立

「鴻海-交大聯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使人員進用及薪

資支給有所依循，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中心進用人員，包括執行長、專任研究人員、計畫專案

經理、專任助理、兼任研究人員、兼任計畫專案經理及兼任助理。 

三、本中心進用人員職稱、職級及應具資格如下： 

(一) 執行長: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具有特聘或講座教授資格者。 

(2) 曾業界專門工作15年以上者。 

(3)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或學術上有特殊貢獻者。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3. 副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4)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5)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6)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4. 助理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4)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5)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6)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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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四) 專任助理：指專職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員。在職行政人員或在

學學生，除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職於本中心外，

不得擔任專任助理。 

(五) 兼任研究人員：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研究人員，其應具資

格如下:資深研究員級：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8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教授資格者。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專案管理人員，

其應具資格如下： 

1.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6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業界專門工作2年以上者。 

(2) 曾從事業界工作相當資歷者。 

(3)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七) 兼任助理：指部分時間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員，分為下列四

級： 

1.  兼任助理：指兼職從事本中心之工作人員 

2.  博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博士班研究生。 

3.  碩士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碩士班研究生。 

4.  大專學生助理：與本中心性質相關之大學部學生 

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與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認

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四、本中心進用人員薪資標準如下： 

(一) 執行長：月支最高30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

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二) 專任研究人員： 

1.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20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2.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12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

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66 
 

3.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6萬5千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4. 助理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

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三) 計畫專案經理： 

1. 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12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

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

倍。 

2. 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7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

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四) 專任助理：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休

金雇主負擔部分，年終獎金每月薪資一點五倍。 

(五) 兼任研究人員： 

3. 資深研究員級：月支最高5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

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4. 研究員級：月支最高4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退

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5. 副研究員級:月支最高3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和勞工

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六)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 

1. 兼任資深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4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

部分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2. 兼任計畫專案經理：月支最高3萬元，含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

和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 

(七) 兼任助理： 

5. 兼任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6. 博士生助理：月支最高6萬5千元。 

7. 碩士生助理：月支最高2萬元。 

8. 大專學生助理：月支最高1萬2千元。 

五、本要點人員進用之經費來源為鴻海科技集團補助「鴻海-交大聯合

研究中心」專案核准之經費。本要點人員進用之資格及薪資經本中

心指導委員會核定後執行。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經營管理專業經理人

進用及管理辦法」、「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

法」、「國立交通大學計畫類專任人員聘用要點」、「國立交通大學保

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及「國立交通大學兼任人

員及臨時工管理要點」等相關法規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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