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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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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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張漢卿組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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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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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韋

光華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理)、

生物科技科學院陳俊勳代理院長(王雲銘教授代理)、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光

電學院陳顯禎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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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翰同學代理) 

請  假：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
列  席：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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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中心陳俊勳主任

記  錄：駱巧玲

壹、 致送單位主管聘書

致送單位主管聘書：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管理學院鍾惠

民院長、生物科技學院陳俊勳代理院長。 

貳、 主席報告

略。

參、 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紀錄（108 年 1 月 25 日召開之 107 學年度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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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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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 教務處報告

(一) 學士班招生宣傳 
1. 配合108學年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及111學年大學考招新方案實施，具體落實課綱適性揚才

之政策目標，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受教育部委託執行「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計畫，該系統將結合高中課程規規劃、學生學習歷程、大學校系招生規定、大學校系

介紹等資料，學生、家長、老師都可以使用，將成為高中輔導學生學習的最重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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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大學校系招生宣傳的重要管道，系統功能包含同質校系比較，因此也是大學校系

資訊PK戰場。目前正進行學系介紹資料建置中，已請各學系積極配合，教務處也將定

期提醒學系更新與加強相關資料。 
2. 本校招生資訊網頁原已配合各種招生管道(例如學士班個人申請)設有專屬網頁連結到

各學系招生專區，請各學系隨時保持招生專區是最新的招生活動及資訊。本校招生資

訊網頁將增設醒目的各學系招生專區連結。 
3. 目前招生宣傳的主力是本校教授到高中學群介紹或專題演講，以及高中生主動到校參

訪，兩者皆是依賴長期的互動口碑，其中高中邀請本校教授到高中學群介紹甚至是由

高中生投票選擇校系。 
4. 教務處可以協助各學系行文給高中，邀請參與相關的招生活動。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15 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委員審查通過，

已公布於教發網站，並另發通知信至聯絡人信箱。 
(三)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9 組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經委員審查通過，已

將審查結果發布至校園公告及教發網站，並另發通知信至聯絡人信箱。本學期學生自主社

群執行時間為 108 年 2 月至 7 月，各社群所辦理之各項公開活動及講座等，將於每月定期

公告於教發中心網頁及 FB 粉絲專頁，以利本校學生一同參與。 
(四) 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以下簡稱二一)學生輔導：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二一學

生輔導名單及工作績效表轉為線上作業，相關資訊已發送給各系主任及助理，請為名單中

學生安排導師及諮商老師進行個別輔導(名單請於全人教育系統查詢)，且至少召開 2次「二

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時程建議如下(可視學系情況微調)： 
學期週次 時間 工作項目與重點 

第 1~6 週 02/18-03/29 
第 1 次導師個別輔導： 
診斷學生學習成就低落之原因 

第 8~9 週 04/09-04/19 
第 1 次二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檢討前一學期輔導績效，並討論當學期輔導措

施 
第 10~11 週 04/22-05/03 第 2 次導師個別輔導 
第 13~14 週 05/13-05/24 諮商老師個別輔導 

第 16~17 週 06/03-06/14 
第 2 次二一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綜合評估當學期輔導成效 

第 18 週 06/17-06/21 校追蹤會議（規劃中） 

108/9/20 前 
於「全人教育系統」填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二一學生輔導工作績效表」 
(五) ICT 工坊：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相關課程如下 

1. 微學分課程：現已開設六門微學分課程，並有教師陸續提出申請，待審核申請通過後

即公布於網頁及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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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期亦有15門專業實作課程，並請領域小組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3. 為改進及提升創新創意教學，將開始籌設capstone跨領域專題及推行研究所入門實驗課

程。

(六) CTLD-ICT-OCW 聯展「跨域學習 X 共創無限」：訂於 108 年 2 月 18 日至 27 日假本校圖書

館 2 樓大廳辦理 CTLD-ICT-OCW 聯展「跨域學習 X 共創無限」，以動靜態之方式呈現 107
年各項重點業務之執行成效。詳細時程如下，歡迎全校師生一起來參與。

活動 日期 地點

成果聯展 2/20～2/27 圖書館 2 樓大廳 
Co-working 
space 開幕茶會 

2/26 11:00-13:00 工程一館 EA101 

專題演講講座 2/27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課程及領域小

組說明會

2/20、2/21、3/5、3/7、
3/12 

工程三館 115 及基礎科學大樓 106 

示範展演

AI Driving 
2/20、2/22 圖書館 2 樓大廳 

(七) 跨域學程

1. 已公布108學年跨域學程申請時程，3月11日至4月26日開放申請收件，並經審核後於5
月31日前公布審查結果，申請資訊已公布於教發中心官網及粉絲專頁，提供學生充裕時

間準備申請文件。

2. 已規劃於2月19日至2月21日於第二餐廳進行為期三天之活動宣傳，提高跨域學程曝

光度，增加學生對跨域學程興趣及申請。

3. 預定3月7日辦理跨域學程申請說明會，並同時邀請新學程共同參與宣傳，讓學生了解

詳細課程規劃，提高學生申請率。

(八) 調查研究生雙主修之意見：學位授予法業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布施行，本次修法重點之

一為開放碩士生及博士生得修讀雙主修及跨校雙主修，以擴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並使學制更

彈性化。目前本校學生已可採用申請雙重學籍方式完成兩個學位，雙重學籍繳交兩份學雜

費，學生可在不同學籍下獨立運用各別的休學年限與修業年限。為瞭解各院、系、所、學

位學程對本校研究生未來得否雙主修及雙主修學生應完成之修業規範，業已發送調查表請

各教學單位惠賜卓見，以參採並據以研擬本校相關實施辦法。

(九) 催繳成績：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繳交期限為 1 月 31 日，截至目前仍有部分課程成績

未送達，本次成績攸關學生畢業證書之發給、外籍生獎學金審查、各系所學生逕讀博士班

審查等事項，請老師們儘速將公告中之成績送出成為正式成績。已註記「I」(Incomplete)
之成績應於開學後一週內完成評定並送交註冊組。

主席裁示：學校網頁是門面，亦是學校各項資訊揭露提供予大眾公開瀏覽之平台，各項資料

數據均應正確且適時更新，以避免錯誤資訊供擷取而致誤解，尤以招生資料更為重

要，請各院系加強檢核，積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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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務處 
(一) 108 年己亥梅竹賽共經過四次梅竹諮議會議，兩校在選手資格認定上，各有不同見解，

最終，於 108 年 1 月 14 日己亥梅竹第三次臨時諮議會議，雙方協議後共同宣布「己亥梅

竹賽全面不計點，全面採取友誼賽」。梅竹籌備委員多方溝通協調努力下，保留了部分賽

事，敬邀師長們蒞臨觀賞。 
己亥梅竹友誼賽 賽程表 

日期 開始時間 項目 地點 

2/23(六) 19:30 男籃友誼賽 清大體育館(憑票入場) 

2/28（四） 

09:00 橋藝友誼賽 交大活動中心 424 

09:30 圍棋友誼賽 清大蒙民偉樓 101 

16:30 劍道友誼賽 清大體育館 

3/1（五） 14:30 撞球友誼賽 交大活動中心 B1 

3/3（日） 

9:30 飛鏢友誼賽 交大活動中心 2 樓聯誼廳 

10:00 射箭友誼賽 交大操場 

10:00 壘球友誼賽 清大棒球場 

(二) 本校榮獲教育部遴報辦理兵役有關業務之績優學校，預定於 108 年 2 月 22 日內政部役政

署「第 76 屆兵役節慶祝大會暨頒獎典禮」表揚，由軍訓室主任代表前往接受學生兵役業

務績優學校頒獎。 
(三) 諮商中心於 107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 4 場全校講座、1 場輔導知能講座、1 場教職員工作

坊，主題適合全校教職員生，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課程，各項活動舉辦之主題、講

師、時間、地點詳如附表 1-1，P14。 

(四) 2019企業校園徵才各活動規劃時程如下表，預計辦理 41場企業說明會、1場就業博覽會

(目前共計 289個攤位含文創區)、6場企業參訪、24小時以上企業職場導師諮詢，預計 2

月 21日召開就業博覽會協調會與相關單位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3月 4日至 15日 企業說明會 

3月 10日 就業博覽會 

3月-4月 企業參訪 

4-5月 企業職場導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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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個別諮商服務與系諮商師諮詢服務統計（1月 18日至 108年 1月 31日） 

1. 特殊關懷個案共計 1名學生，系所諮商師協助學生紓緩情緒，提供支持，討論因應方

式，提供系所老師、教官、行政職員與家長諮詢，並進行後續關懷與諮商。 

2. 系所諮商師個別諮詢共計 38人次，內容包括新生心理測驗追蹤輔導、性平事件、學業

生涯輔導、精神疾病衛教諮詢、情緒調適、感情問題、家庭衝突等，並協助安排轉介。 

3. 為增進研究生心理健康，諮商中心正規劃下學期於各研究所書報討論辦理心理衛生演

講場次安排，主題如壓力管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性別平等、情感議題等等。 

(六) 春節暨寒假期間，軍訓室及宿舍管理同仁堅守崗位，加強不定期巡邏，並加派清潔人員

適時清運垃圾，維護住宿品質，校園安全狀況良好。 

(七) 新版畢業生生涯意向調查平台 107年 12月正式上線，改良問卷內容及題目以期更精確瞭

解畢業生動態，過渡期與舊版問卷系統雙軌並行(畢業同學可擇一填寫)，自 108 年 1 月

18 日起舊版問卷系統關閉，測試新版平台耐受度，必要時進行調整，預計 4 月起完全關

閉舊版平台由新平台繼續進行相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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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月 7日

變更議價完成，並於 1月 29日辦理驗收；4、5及 10樓空間裝修工程已於 12月 21日

開工，預計 108年 4月完工。 

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本案於已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證，並於 107

年 8月 31日完成第 3次變更議價，108年 1月 23日召開第 2次結算資料修正檢討完成

後，刻正辦理驗收作業中。 

(二) 重要工作進度報告：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空間整修工程：教育部已於 108年 1月 14日

函復同意本校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工程採購。目前辦理統包工程先期公開徵求專案管理

廠商之需求書製作及招標簽辦作業中 

(三) 108年病媒蚊消毒作業： 
1. 本處事務組規劃 108年執行病媒蚊消毒作業 2次，施作範圍包含光復、博愛、竹北及

台北四校區之館舍戶外草坪及水溝。另為加強滅蚊成效，107至108年度清潔外包廠商

將配合本校消毒作業新增契約館舍汙水/化糞池滅蚊投藥作業 2次/年。 

2. 第 1次戶外消毒作業規劃於本年 3月 9、10日施作；另化糞池/汙水池滅蚊投藥作業亦

一併於 3月 9、10日辦理。 

3. 第 2次消毒作業預計於 9月辦理，並將視季節變化及登革熱疫情適時調整消毒施作期

程及次數，屆時將與館舍單位確認施作日期後另行發佈施作公告。 

4. 登革熱防治人人有責，清除孳生源是預防登革熱最有效的方法。敬請各館舍及系所配

合病媒蚊防治自主管理機制，確實定期巡視及清理易孳生病媒蚊之環境，並視需求自

行機動辦理館內病媒蚊消毒作業。 

(四) 節能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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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核定節能措施「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即 105至 108年止本校

節電目標 EUI值需低於 99。107年本校(5校區) EUI值 101.21(總用電量 59,247,301

度，總樓地板面積 585,378㎡)，未達節電行動管考 EUI99之節電目標。107年因新增

館舍，研三舍、跨領域生醫大樓、台南校區研究生宿舍及奇美樓 6、7樓(外租)等陸續

完工驗收啟用，再加上天候因素，造成用電增加，經統計 107年用電量，則較 106年

增加用電高達 189萬餘度 3.3%之成長率，其中台南校區成長 118%，各校區及館舍用電

比較表如附件 2，P15。因氣候及新增館舍，本校用電成長，未能達新制定之節電目

標，呼籲全校師生仍應積極配合節能工作之推行。 

2. 經濟部能源局另依「能源管理法」訂定，自 104年起至 108年，能源用戶(契約用電容

量超過八百瓩之法人及自然人)需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以平均年節

電率應達 1%以上為原則，且於每年元月份申報當年節電目標及執行計畫並同時檢討前

1年之執行率。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3. 另行政院 106年 12月修正「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其中節電目標不變

(EUI99)，並要求各單位積極配合執行下列節能工作: 

（1） 優先換裝老舊空調為變頻空調。 

（2） 依下列期程將螢光燈具換裝為 LED燈具： 

T8/T9/T12燈具：於 107年 12月 31日前換裝為 LED燈具。 

T5/T6燈具:104年以前設置者，應於 108年 12月 31日前換裝為 LED燈具。105

年以後設置者，應於 109年 12月 31日前換裝為 LED燈具。 

（3） 自 106年起新建資訊機房之全部用電(包含電力設施、冷氣空調、照明、門禁、

電腦主機、網絡及環境控制系統)須以獨立電表記錄。 

有關螢光燈具換裝為 LED燈具之節約能源行動計畫，預估全校約有 6萬套以上燈具，

須依節約能源行動計畫規定期程執行換裝，預估每盞 LED燈具費用約 2,000元，請各

單位配合編列預算，落實行政院節能工作。 

4.本處營繕組每月於網頁公告更新各館舍用電、用水量，且設有電力監視系統，使用者

可隨時上網查詢各館舍即時用電量。「能源管理」網頁

http://www.ga.nctu.edu.tw/construction-division/energy ；另電力監視系統亦

可由本校校園系統單一入口登入 http://www.nctu.edu.tw/faculty 查詢。本處定期

提供各校區及各館舍每月用電量及與前一年同期用量比較排序，提醒耗能成長者加強

節能管理及改善。 

六、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 獎項徵求訊息： 

1. 中央研究院「108 年度第 2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預計於 108 年 3 月至

4 月 15 日止受理線上申請。參與性質分為兩種：(一)進行專題研究、(二)研發特定技

術，期限為二至六個月，並得酌領研究獎勵金。本梯次受理申請來院訪問之期間為

108 年 7 月至 12 月。詳細規定及說明請至該院網站參閱與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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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0 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俟名單核定且經校教評通過後，再將紙本資料彙送至研

發企劃組。 
2. 科技部 108 年臺法科技獎自 108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28 日止受理申請，詳細申請作業

細則及所需文件，請至科技部網站/計畫徵求專區下載。請各院級單位於 10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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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前送研發企劃組函送。 
(二) 計畫徵求訊息： 

1. 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畫」受理申請：本案為補助國內

優秀人才赴科技部審定之國外世界級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習關鍵性科技與人文社會研

究項目，以培育我國未來發展所需之研發人才，並掌握自主研發能力，進而促成我國

科研創新水準之躍升。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3 月 12 日止。相關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查

詢下載。 
2. 科技部與越南科技部共同徵求「2020-2022 年度臺越(MOST)雙邊擴充加值型國際合作

研究計畫」：科技部與越南科技部(MOST)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雙邊合作研究計

畫。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2 月 26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申請須知，或請至

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3. 科技部與南非科技部共同徵求「2020-2022 年度臺斐(MOST-DST/NRF)雙邊合作研究擴

充加值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科技部依據「臺斐科技合作協定」與南非科技部(DST)
及其轄下國家研究基金會(NRF)共同推動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3 月

25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申請須知。  
4. 科技部「2019-2021 年度臺以(MOST)雙邊擴充加值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徵求：科技

部於 2006 年 1 月與以色列科技部簽署科技合作協定，共同推動雙方學術交流與發展，

原訂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截止收件，配合以方時程後延，校內收件日改至 108 年 4 月 8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申請須知。  

5. 科技部與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共同徵求「2020-2022 年度臺韓(MOST-NRF)雙邊擴充加

值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科技部與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NRF)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推動雙邊合作研究計畫。自 108 年 4 月 1 日起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7 月 25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申請須知。 

6. 科技部「2019 臺灣-奧地利(MOST-FWF)雙邊協議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及雙邊研討會」受理申請：為加強推動臺灣與奧地利之學術合作，落實科技部與奧地

利國家科學基金會(FWF)於 1989 年所簽訂之雙邊科技合作備忘錄，及依 2007 年 10 月

更新協議內容，自 2008 年起共同補助雙邊合作研究計畫及雙邊研討會。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3 月 29 日止(108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8 日為本校校際活動週連假)，注意事項及相

關資訊詳參函文及徵求計畫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7. 科技部 109 年臺灣與法國(BFT)雙邊人員交流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計畫（幽蘭計畫

ORCHID）：為發展臺灣與法國兩國研究單位間之科技交流，推展新的合作機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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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法國在臺協會比照法國外交部與其他國家共同建立之科技交流管道，推動「幽蘭

計畫」。自 108 年 4 月 24 日起接受申請，校內收件日為 108 年 8 月 23 日，其他注意

事項請詳參函文及申請補助須知，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8. 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為提早培育儲備基礎科學、

應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之優秀研究人才，鼓勵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執行研究計畫，

俾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並加強實驗、實作之能力。校

內收件日至 108 年 3 月 7 日中午 12 時止，注意事項詳參函文及作業要點說明，相關資

訊請至科技部網頁「動態資訊」項下「計畫徵求專區」查詢下載。 
9. 科技部 108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申請案受理申

請: 本案僅適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目的在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博士候選人於博

士論文寫作階段，專注於博士論文之撰寫，俾提升其博士論文品質與學術研究水準。

校內線上作業截止收件日至 108 年 3 月 22 日止，注意事項詳參函文及作業要點等附件

說明，相關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10. 教育部辦理補助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徵件須知：本案為鼓勵及引導大學校

院運用大數據及數位科技工具，導入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教學創新，培育具備邏輯

思考、問題解決與實作能力之跨領域創新人才。類型分為「A 類：單一課程」及「B
類：群組課程」，2 類計畫應擇 1 申請。校內截止日至 108 年 3 月 27 日止，相關資訊

及申請表件可於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網站查詢下載。 
11. 新竹市文化局「108 年新竹市社區營造補助計畫」受理申請：本案為鼓勵新竹市各社區

組織及居民、學校、團體等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工作，透過賦權以耕耘在地文化人才之

培育、藝文推廣之扎根、社區培力及活化，喚起居民關心在地人文、歷史與自然環

境，並培養社區關心公共事務之認同感，進行具社區凝聚力之在地文化與永續生活之

工作；鼓勵推動社區型文化產業永續經營，建構地方知識學，整合並傳承區域文化，

達到社區總體營造永續發展的目標。此計畫類型分為風城蒲公英、竹塹學推廣、多元

文化及公廈社造等 4 項，本校僅符合申請「竹塹學推廣」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108 年 2
月 27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計畫內容及申請辦法，並可至新竹市文化局網

站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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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學

院、資

訊學院 
法國 

巴黎高等電信

學校 (Télécom 
ParisTech) 

[新簽] 院級交換學生

合約書 (另附件 1，
p.1-p.6) 

1. 該校為巴黎 - 薩克雷大學

(Université Paris-Saclay)成員

校之一，兩校代表於參加

2017 年 亞 太 教 育 展

(APAIE)、2018 年歐洲教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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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EAIE)期間，洽談合作可

能性。 
2. 經評估，該校雖然規模小，

但專業領域強、並提供英文

授課，本校電機及資訊學院

亦表達有合作意願，雙方擬

簽訂院級交換學生合約，以

開啟兩校學生交換等合作交

流。 

NCTU
、管理

學院 

加拿

大 

魁北克大學蒙

特婁分校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合約書、院級交換

學生合約書 (已於

2018/10/30 到期) 
 
[續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院級交換學生

合約書(另附件 2，
p.7-p.13) 

1. 此校是魁北克大學中最大的

分校，位於蒙特婁市中心，

主要分為 2 個校區。本校自

2013 年與該校簽訂校級

MOU，同年該校管理學院

與本校管院亦簽署院級交換

學生合約。 
2. 因合約到期，雙方學院同意

續簽，以延長學生交流合

作。本校預計 108 學年度選

送 3 位學生至該校進行交

換。 

5 年 

(二) 本處每逢農曆春節前皆會為本校境外生（含僑、外、陸生）舉辦團圓餐會，讓境外生在異

鄉也能感受到臺灣濃濃的人情味。今年交大二餐 7-ELEVEN 林巧英店長主動提出與本處

合作，雙方攜手於 1 月 30 日(三) 晚間 6 點於二餐 3 樓舉辦境外生「過好年」活動。本次

餐會由裘主任秘書主持，感謝交大 7-ELEVEN 贊助餐費、竹園自助餐業者贊助飲料，出

席人員有總務處楊副總務長及學聯會會長等師生共約 85 人，活動溫馨熱鬧。 
(三) 本校 108 學年度優秀博碩士生申請出國攻讀雙聯學位獎學金，自即日至 108 年 3 月 8 日止

受理申請，受理申請單位為各系所辦公室。本獎學金之審核由各系所推薦學生，再經外

國 學 生 招 生 委 員 會 審 查 ， 擇 優 錄 取 。 詳 細 申 請 資 訊 請 參 考 本 處 網 頁 : 
https://oia.nctu.edu.tw/announcement/general-information/4479/。 

八、主計室報告 
108年度預算分配案業經 108年 1月 29日預算分配會議通過，108年度可運用資金預估為 22

億 5,895萬 4千元，年度支出分配數 22億 9,935萬 1千元（不含無需支付現金之折舊攤銷費

用），預計分配短絀數 4,039萬 7千元，108年度預算分配彙總表請參閱附件 3，P18，有關分

配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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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校性經費需求如員工薪資等用人費用、水電瓦斯費、論文口試費、文康活動費、推動科

技發展經費及統籌款等計 17億 0,453萬 5千元。 

(二) 經常性經費計 2億 8,922萬 7千元（包含學院系所 1億 1,190萬 1千元，各處、室、中心

等行政及其他教學單位 1億 7,732萬 6千元）。 

(三) 專項經費計 3億 0,558萬 9千元（包含學院系所 622萬 4千元，各處、室、中心等行政及

其他教學單 2億 9,936萬 5千元）。 

秘書室補充報告： 

108 年交大與文教媒體新春餐敘(台北場)訂於 2 月 19 日〈二〉假台北蘇杭餐廳（台北市中正

區濟南路一段 2-1 號 *台大校友會館內），敬請各位主管踴躍參與。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請討論。（教務

處、學務處提） 

說  明： 

一、 為因應108學年度起，現行學測必考5科改為選考，其中「繁星推薦」部分學系參採

科目以4科組合最多，3科其次；故擬修改相關條文內容，以為因應。 

二、 本校「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全文如附件4，P2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約聘助教聘任要點第 10點、契約書第 5 點至第 14點及本校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第 12條、契約書第 4點至第 17點、聘書第 4條修正案，請討論。（人

事室提）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7年 9月 18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151362號書函以，「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已修正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並修正部

分條文，修法後離職儲金已無可比照之法源，故配合修正。 

二、 依 107年 12月 28日總統府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40861號令增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1條文，有關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相關不得聘任規定，配合增訂於契約書。 

三、 為維護公務機密及行政業務個人資料保護，增訂於本校約聘助教契約書。 

四、 檢附本校約聘助教聘任要點第 10點、契約書第 5點至第 14點及本校約聘研究人員聘

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2條、契約書第 4點至第 17點、聘書第 4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5，P2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為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第 38次會議決議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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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8條規定：「本會之決議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執行」辦理，辦法詳如附件 6，P47。 

二、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第 38次會議業於 108年 1月 17日召開，本次決議如下，擬提請

同意。 

(一) 因應校控空間資源匱乏，擬依空間規劃共用原則，請各單位除法令規定之特殊需求

外，評估權管之「一般教室、研討室及會議室」等空間共用性，並檢討空間使用效能；

其中一般教室優先釋回教務處統籌管理，並於教室借用系統開放借用，並研議將未達

標準之教室空間釋出，以配合校務整體發展之規劃使用。 

(二) 「生醫工程研究所」借用工程六館空間案，請生科院將 466空間借予校控暫借生醫所

使用，以利校園群聚規劃原則。另生科院同意將 5樓 3間空間釋回校控一節，請續辦

理空間移交事宜。 

(三) 「智慧醫療推動辦公室、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人倫治理中心及委員會」借用

工程五館 136室，作為需求擴充使用。 

(四) 人社院相關單位因空間需求及調整，簽請借用「人社二館」校控空間如下: 

1.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借用人社二館 103室作為辦公室使用。 

2. USR計畫辦公室借用 B04空間作為辦公室使用。 

3. 人社院借用 B19空間作為社文所研究生室、B15空間作為傳播所研究生室。 

4. 社文所借用 306、308、310空間作為彭明偉老師、藍弘岳老師及蔡華臻老師研究

室；原使用 B04、B19空間釋回校控。 

5. 傳播所借用 304、312、314、316空間作為張讚國老師、陳延昇老師、羅仕宇老師

研究室及吳泰毅老師研究室；原使用 B15空間釋回校控。 

6. 外文系釋回 319-1空間交換 315、317空間使用；申請 301、303及 305室作為電

影中心使用。 

7. 教育所暫借 307空間作李漢華老師研究室，俟人一館 3樓整修後搬遷歸還。 

(五) 有關人二館 203-1、206-2、205-2之校控空間規劃為客座教師研究室，申請借用時應

具相關受聘文件，於報請校長核定後，依受聘期限內使用，並提送建築空間管理委

員會報告。目前社文所申請借用如下: 

1. 203-1空間於 107.10.22至 110.10.21作為客座玉山學者布洛薩教授研究室。 

2. 206-2空間於 108.9.1至 109.2.29作為客座羅永生副教授研究室。 

(六) 人社院相關單位因空間需求及調整，簽請借用「人社一館」校控空間如下: 

1. 人社院借用 303、318、321空間作為跨領域設計與創新科技跨域學程新聘教師林

欣怡老師、王識源老師、凌天老師研究室 

2. 建研所借用 317、319、320、322空間作為曾成德老師、何震寰老師、張基義老師

及曾令理老師研究室；原使用 109空間釋回校控。 

3. 教育研究所借用 323、324空間分別作為魏群樹、李漢華老師研究室，原使用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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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307空間，搬遷後釋回校控。 

4. 應藝所借用 306、308空分別作為許峻誠、賴雯淑老師研究室，原空間恢復原使用。 

5. 原 315空間釋出後，併部分 316空間重新規劃為階梯教室，交由教務處統籌管理，

以人社院優修安排課程並維護代管。 

6. 人社院借用 B01空間作為教育所研究生空間。 

7. 原一樓空間釋出後，重新規劃為 109、108、107教室交由教務處統籌管理，以人

社院優先安排課程並維護代管。 

(七)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借用綜一館 628校控空間，作為陳光興退休教師使用至 108

年 7月 31日。 

(八) 上述空間如經同意借用後，應依計畫期限或校方有整體規劃需求時，依校方規劃時

程歸還，並配合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三、前揭會議紀錄全文請參閱附件 7，P48。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案  由：針對本校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教育合作案，擬成立「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為處理

執行推動此教育合作計畫之院級單位，請討論。(系統工程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籌備

處提) 
說  明： 

一、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書」經教育部 108 年 1 月 11 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70227397 號函同意辦理。 
二、 因應教學之需要，執行推動此教育合作計畫，比照本校組織規程學院之功能，為任

務型組織，處理「國立交通大學系統工程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之院級相關事務。 
三、 「國立交通大學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設置要點草案」逐條說明、草案全文，如附件

8，P59。 
決  議： 

一、 於第二點末新增文字「本院院務及課程相關事宜，由本校理、工、電機、資訊四學

院協助處理」。 

二、 餘照案通過。 

 
陸、 散會：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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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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25 

 

擬舉辦第一屆交大竹銘節活動相

關事宜，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由教務處主辦統籌規劃，總

務處、學務處協辦，並邀集各學

院系所、校友會、學聯會參與。

因係廣邀全國高中生參加之活

動，故活動名稱宜思考聯結學校

以外之類全民性參與性質，趨年

輕大眾化(接地氣)，以增加吸引

力。該活動亦類似大學博覽會性

質可聯合學生社團等相關活動

一併舉辦。 

 

教

務

處 

將於近期邀集各學系討論，彙整

學系需求與研擬活動規劃。 

 

續辦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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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下學期 諮商中心全校活動 

(可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課程)  

*以下，共計 4 場全校講座、1 場輔導知能講座、1 場教職員工作坊。 

形式 主題 講師 對象 

人數 

時間 地點 時

數 

全校 

講座 

誰說動漫只有美少女的？

－從動漫文化學習多元性

別 

王佩

迪 

學生、教職員、

社區人士，名額

100位 

108/3/28(四) 

13:20-15:10 

人社二館 

F110教室 

2 

幾種男人就有幾種 man－

看見男性的多元樣貌 

張志

宏 

學生、教職員、

社區人士，名額

80位 

108/4/29(一) 

13:20-15:10 

人社二館 

F110教室 

2 

做自己沒有捷徑，改變需

要勇氣－跨性別的生存之

道 

織田

紀香 

學生、教職員與

社區人士，名額

80位。 

108/5/14(二) 

13:20-15:10 

圖書館 B1國 

際會議廳 A

廳 

2 

邁向幸福－不可不知的科

學脫單法 

歐馬

克 

交大學生與教職

員 

，名額 100位。 

108/5/29(三) 

15:30-17:20 

綜合一館

AB102教室 

2 

輔導 

知能 

相愛為何又互相傷害－談

親密關係中的衝突與溝通 

吳姵

瑩 

交大教職員與學

生 

，名額 80位 

108/4/23(二) 

13:20-15:10 

圖書館 B1國 

際會議廳 A

廳 

2 

教職

員 

工作

坊 

扮家家遊－親子手作小書

工作坊 

洪菊

吟 

教職員親子，名

額 26位 

108/4/20(六) 

13:30~16:30 

 

圖書館 

殷之浩空間 

3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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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校區歷年用電量比較表 

年度 光復(北區)
較前一年

百分比
光復(南區)

較前一年

百分比
博愛校區

較前一年

百分比
台北校區

較前一年

百分比
竹北校區

較前一年

百分比
台南校區

較前一年

百分比
合計

合計較前一

年百分比

96 19,784,000 -3.15% 35,815,200 -2.28% 6,012,180 -5.31% 739,920 2.61% 62,351,300 -2.78%

97 19,865,600 -0.41% 35,247,200 1.59% 5,744,940 4.44% 714,800 3.39% 61,572,540 1.25%

98 21,672,712 -9.10% 34,424,742 2.33% 5,557,500 3.26% 648,070 9.34% 61,200 62,364,224 -1.29%

99 24,389,600 -12.54% 32,870,400 4.52% 5,528,400 0.52% 633,040 2.32% 415,080 368,000 -501.31% 64,204,520 -2.95%

100 24,716,800 -1.34% 30,816,000 6.25% 5,415,060 2.05% 652,080 -3.01% 591,120 -42.41% 470,400 -27.83% 62,661,460 2.40%

101 24,972,800 -1.04% 28,689,600 6.90% 5,299,260 2.14% 680,160 -4.31% 593,160 -0.35% 656,855 -39.64% 60,891,835 2.82%

102 26,755,200  -7.14% 26,804,000   6.57% 5,648,100     -6.58% 645,680     5.07% 571,800     3.60% 816,000 -24.23% 61,240,780 -0.57%

103 25,607,200  4.29% 26,844,800   -0.15% 5,537,340     1.96% 601,930     6.78% 522,840     8.56% 908,000 -11.27% 60,022,110 1.99%

104 22,752,800 11.15% 27,756,800 -3.40% 6,024,900 -8.80% 578,800 3.84% 505,920 3.24% 800,000 11.89% 58,419,220 2.67%

105 23,005,600  -1.11% 27,700,800   0.20% 5,912,820     1.86% 625,360     -8.04% 497,760     1.61% 893,200 -11.65% 58,635,540 -0.37%

106 22,932,800  0.32% 26,565,600   4.10% 5,515,860     6.71% 548,640     12.27% 472,080     5.16% 1,321,200 -47.92% 57,356,180 2.18%

107 22,776,131  0.68% 26,963,200   -1.50% 5,566,400     -0.92% 544,800     0.70% 517,370     -9.59% 2,879,400 -117.94% 59,247,301 -3.30%  

 

本校各館舍與前一年同期用量比較排序 

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行政單位 107年與106年比較百分比(%) 排序

服務大樓(外工房) -33.16 1

中正堂 -19.69 2

博愛游泳池 -13.36 3

機車D棚 -10.67 4

西校區用電 -7.88 5

圖資中心 -4.39 6

資訊館 -4.33 7

游泳池 -2.37 8

球類場地用電 -1.60 9

奈米中心 0.65 10

體育館 0.95 11

活動中心 1.86 12

南區機車棚 2.08 13

西區停車場 5.39 14

思源 8.62 15

電資大樓 9.77 16

綜合球館 32.23 17

行政大樓 49.09 18

污水場 137.82 19

行政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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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教學單位 107年與106年比較百分比(%) 排名

材料實驗室 -43.72 1

交映樓 -26.46 2

生科一館 -16.88 3

人社一館 -13.75 4

教學大樓 -9.60 5

竹銘館 -8.64 6

人社二館 -8.59 7

生科二館 -6.38 8

管理二館 -5.10 9

工程四館 -4.53 10

田家炳大樓 -4.33 11

環保大樓 -3.90 12

實驗一館 -3.52 13

工程五館 -2.49 14

基礎大樓 -2.47 15

綜合一館 -1.34 16

管理一館 -1.25 17

科學一館 -0.88 18

工程二館 -0.15 19

實驗二館 0.63 20

博愛奈米中心 0.65 21

工程六館 1.29 22

土木結構 4.47 23

工程三館 6.08 24

防災中心 9.40 25

工程一館 16.75 26

科學二館 27.91 27

教學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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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紅色代表用電減少

宿舍單位 107年與106年比較百分比(%) 排名

竹軒 -26.69 1

八舍 -17.13 2

六舍 -13.22 3

十舍 -4.01 4

九舍 -3.34 5

十一舍 -3.06 6

研二舍 -2.41 7

七舍 -2.16 8

十二舍 -2.15 9

五舍 -2.10 10

十三舍 -2.09 11

四舍 -1.71 12

女二舍 -0.05 13

研一舍 4.34 14

三舍 4.64 15

二舍 12.96 16

宿舍單位節能率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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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7) (194,645) (61,353)

2,258,954 2,258,954 2,231,429

1.包含教育部補助款15億6,577萬8千元，學雜費收入(不

含台南分部及在職專班部分)6億2,220萬2千元，場地、

招生、利息、違約罰款等業務外收入7,450萬元。

2.本年度可用資金較上年度增加約3,105萬1千元，主要

係因學雜費收入增加735萬5千元、教育部補助款(含績效

補助)增加2,369萬6千元(補助教授學術研究加給調薪10%

增加2,278萬7千元、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增加49萬7

千元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增3%增加41萬2千元)所致。

3.依教育部會計處108年1月18日108基金012號通報：立

法院提案通案刪減中央政府總預算，致本校108年度國

庫增撥基金通案刪減352萬6千元，爰可運用資金修正為

22億5,895萬4千元。

2,299,351 2,453,599 2,292,782

1.考量本校近年來學雜費均未調漲，而教職員工調薪晉

級晉薪、各項保險福利措施，以及新增館舍等因素，皆

增加學校基本運作經費，造成經費分配之衝擊。為期學

校財務之穩健，108年度預算分配原則說明如下：

(1)學院經常性需求：依上年度分配標準按107學年度上

學期學生人數核算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2)行政單位、其他教學單位及各中心等經常性需求：

除教務處、圖書館及環安中心外，原則以上年度分配數

或本年度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3)專項經費：延續性項目原則以上年度分配數或本年

度需求數取低者核列；新增項目視急迫性個案核列，如

有屬重大修繕工程，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專案申請。

2.需求數不含無需支付現金之財產折舊及攤銷。

1,704,535 1,712,335 1,685,262

1 員工薪津等費用(人事室) 1,430,541 1,430,541 1,428,355

1.依人事室與總務處提供之預估實際教職員工人數、調

薪、考績與教師升等薪資晉級、各項保險福利費及二代

健保本校負擔額等估列，預計較上年度增加218萬6千

元。

2.本項係屬法律義務支出，優先核列。

2 電費(總務處事務組) 145,521 153,321 127,390

1.依總務處推估電費153,321千元。

(1)預估全年電費134,004千元(全校電費158,443元-學生

宿舍18,561千元-賣場5,673千元-空大205千元)

(2)研究生第三宿舍預估107年2月進駐，108年約使用12

個月電量：

27,714.54㎡(樓地板面積)*80(EUI)*12/12(月)＝

2,217,164度，2,217,164度*2.71元/度(107年光復南區

平均數)=6,008千元。

(3)博愛跨領域生醫大樓預計107年4月進駐，108年約使

用12個月電量：

27,895.85㎡(樓地板面積)* 250(EUI)*12/12(月)＝

6,973,963度，6,973,963度*2.59元/度(107年博愛校區

平均數)=18,062千元。

(4)扣除108年電費優惠補助3%：107年實際用電158,443

千元*3%=4,753千元。

2.上開研究生第三宿舍屬收支併列性質，電費由宿舍費

收入支應，爰應刪減，併同參酌上年度實支數及新增館

舍需求，酌減780萬元。

預計分配賸餘﹝短絀﹞數  (A=B-C)

預估年度可運用資金 (B)

總分配數  (C)
(一 ~ 三合計)

一、全校性經費需求

 108年度

預算分配會議通過

分配數
項 目

 107年度

分配數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預算分配彙總表

 108年度 單位：千元    108.01.31

說 明
 108年度

需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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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

預算分配會議通過

分配數
項        目

 107年度

分配數 說       明
 108年度

需求數

3 水費(總務處事務組) 3,787 3,787 5,476

1.依總務處推估水費3,787千元。

全校水費10,765千元-學生宿舍6,559千元-賣場745千元-

空大18千元*1.1%因應新建設成立用水量)

2.如數核列。

4 瓦斯費(總務處事務組) 1,059 1,059 996

1.依總務處推估瓦斯費1,059千元

全校瓦斯費9,922千元-學生宿舍7,267千元-賣場2,302千

元；(107年起瓦斯費每度售價每月調漲，並因應新建館

舍用量*3倍)。

 

2.如數核列。

5 論文口試費 15,000 15,000 15,000 參酌上年度實支數預估年度需求，如數核列。

6 臨時人員.體育教練工作費(人事室等) 49,500 49,500 48,932

1.預估E類臨時人員2,683萬2千元、G類臨時人員502萬4

千元、圖書館管理員及工讀生508萬8千元、身心障礙工

讀生508萬8千元、其他單位工讀生367萬7千元、體育教

練費272萬3千元、衛保組護理員56萬4千元及校安人員執

勤費50萬4千元。

2.考量係屬人員待遇支出，優先核列。

7 員工自強活動費用、慶生禮品費用(人事室 2,044 2,044 2,052
本項經費係屬管制性項目，依編制內人員1,022人,每人

編列2,000元，核列2,044千元。

8 國外旅費(因公派員出國計畫_國際處) 881 881 881
一般出國25萬5千元，赴大陸62萬6千元，依預算編列數

核列。

9 國內旅費(編制內職工不含各院旅運費) 1,157 1,157 1,135 依預算編列數核列。

10 推動科技發展經費(校長室) 3,879 3,879 3,879
內含國外旅費126萬5千元及業務費261萬4千元，依預算

編列數核列。

11 公共關係費(校長室) 1,166 1,166 1,166 依預算編列數核列。

12 校長統籌款 50,000 50,000 50,000 屬統籌支應款項，如數核列。

289,227 374,555 310,516  

111,901 117,792 115,573

1.經常性需求，不含人事費、論文口試費等全校性經

費。

2.108年度各學院系所需求數係依上年度分配標準按107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人數核算。

3.通案刪減需求數5%核列。

1 電機學院 30,429 32,029 30,876 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增加。

2 資訊學院 12,655 13,322 13,033

1.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減少。

2.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學生人數達分配設備費標準(上

年度未分配)。

3 工學院 18,862 19,856 20,122

1.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增加。

2.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及機器人碩士學位

學程學生人數未達分配設備費標準。

4 理學院 14,981 15,769 15,661
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減少，惟碩博士生人數增

加致分配數酌增。

5 生物科技學院 5,761 6,066 5,825

1.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增加。

2.生物科技學系:大學部增加1班【107學年度】。

3.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107學年度第1學期新招

生】。

6 管理學院 14,716 15,491 15,528 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減少。

7 科技法律學院 1,513 1,592 1,550 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增加。

(一)各學院(含系所)經常性需求

二、各單位經常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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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

預算分配會議通過

分配數
項        目

 107年度

分配數 說       明
 108年度

需求數

8 人社學院 8,438 8,881 8,808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依107年12月28日交大秘字第

1071017813號書函暫隸屬人社院協助【院級】行政事

務。

9 客家文化學院 3,140 3,306 3,179
1.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增加。

2.客家文化學院博士班【107學年度第1學期新招生】

10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1,406 1,480 991
10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增加。

107,938 176,605 122,097
除教務處及圖書館外，原則以上年度分配數或本年度需

求數刪減5%後核列。

1 教務處 8,741 10,741 10,825
參酌上年度實支數，考量部分精進教務移由高教深耕計

畫執行，依需求數酌減200萬元核列。

2 學務處 11,097 11,681 11,681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3 總務處 15,584 17,091 16,404 依上年度分配數刪減5%後核列。

4 研發處 6,890 7,443 7,253 依上年度分配數刪減5%後核列。

5 國際事務處 5,911 6,222 6,222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6 副校長室（1） 240 253 253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7 副校長室（2） 240 253 253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8 副校長室（3） 240 253 253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9 秘書室 6,054 6,373 6,373

1.107年度因應60周年校慶擴大辦理相關活動預算增加

529千元；108年預計亦將辦理兩岸五校交大校友領袖峰

會，爰維持相同預算。

2.衡酌業務需求，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10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139 146 146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11 人事室 1,869 1,967 1,702

1.增加兼任教師勞健保業務及提高差勤系統維護費預

算。

2.衡酌業務需求，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12 主計室 933 982 732
1.增加會計管理及網路請購系統升級維護費預算。

2.衡酌業務需求，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13 圖書館 50,000 113,200 60,000

1.自95年度（圖書館校經費分配數為9,600萬）獲得教育

部專案型計畫經費補助後，圖書館年度所需經費係由該

計畫與校經費共同支應。

2.圖書館說明：107年度通過圖書館總經費為1億元(校經

費加上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加上專項經費(深耕

計畫)1千6百萬空間改造經費共1億1千6百萬元。108年度

預估資料庫的漲幅約為10％，加上費率之預估，在其他

項目經費不變下，108年需求約為1億1千3百萬。

3.圖書館108年度核列總經費1億元（校經費加上教育部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並暫核列校經費分配數5,000萬

元，俟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經費確認後，相應調整

校經費分配數至總經費1億元。

22,296 25,590 23,469 原則以上年度分配數或本年度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1 體育室 6,496 6,838 6,838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2 軍訓室 599 835 630

1.新增思源親善大使製裝費160千元、思源親善大使培訓

講師費24千元及家長座談會/校長有約場地布置費用21千

元需求，爰預算增加205千元 。

2.上開新增需求移列軍訓室專項經費核列，依上年度分

配數刪減5%後核列。

(二)行政單位經常性需求

(三)其他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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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

預算分配會議通過

分配數
項        目

 107年度

分配數 說       明
 108年度

需求數

3 共同教育委員會 7,767 8,176 8,176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4 基礎科學教學小組 5,697 7,191 5,997 依上年度分配數刪減5%後核列。

5 機械實習工廠 1,737 2,550 1,828 依上年度分配數刪減5%後核列。

47,092 54,568 49,377
除環安中心外，原則以上年度分配數或本年度需求數刪

減5%後核列。

1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9,498 10,022 9,998
依上年度分配數刪減5%後核列，不足部分由中心自籌款

支應。
 

2 環安中心 3,665 5,865 3,665

1.環安中心增加經費說明：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輔導與認證費用增列198萬元

，因應職安法修訂本校依法需建置ISO 45001:2018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2) 勞工一般健康檢查費用增加22萬，因應108年符合資

格可受檢人員增加。

2.上開新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輔導與認證費用」

移列環安中心專項經費核列，原擬議依上年度分配數刪

減5%後核列，決議修正為依上年度分配數核列；另環保

相關費用如屬使用者付費性質，考量由使用單位分攤支

應。

3 電資中心 3,240 3,410 3,410 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4 奈米中心 25,206 29,500 26,533

1.冰水主機更新，因連續使用27年，機組老化，運轉出

現異音無法修復，耗電量增加，必需進行更換。

2.依上年度分配數刪減5%後核列，不足經費請由自籌經

費或電機學院、工學院及理學院協助支應。

5 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 2,708 2,850 2,850

1.動物中心需求如下：

(1)業務費105萬元：主要為設備維護費及飼養健康監測

費用等雜支。

(2)設備費180萬元：主要為購置大鼠IVC70萬元、兔房籠

架38萬元、氣麻機20萬元等。

2.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係105年度新成立單位，

依中心設立規劃書說明，該中心係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

，以永續經營為目標，預計於5年內達成自給自足，爰以

後年度之經費分配視學校財務狀況及中心自籌能力逐年

檢討，5年後本自給自足原則不再核列經費。

3.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6 大數據研究中心 903 950 950
1.105年度成立，核列100萬元開辦費。

2.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7 新校區推動小組(原竹北分部推動經費) 1,520 1,600 1,600

1.為辦理竹北分部土地取得及分部設立與發展籌劃，自

103年度增列竹北分部推動經費支應相關運作經費（不含

用人費用）。

2.依總務處105年3月10日第10510012350號簽及105年6月

3日召開之104學年度第24次行政會議決議廢止「竹北分

部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裁撤「竹北分部推動委員

會」、「竹北分部推動辦公室」，業務調整移轉至「新

校區推動小組」。

3.105年7月開始兼辦台南校區籌設新學院及興建宿舍等

等業務，為規劃第三棟建築及取得第二期校地，需進行

先期規劃，以利後續招商及申請撥用第二期校地相關事

宜。

4.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四)其他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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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

預算分配會議通過

分配數
項        目

 107年度

分配數 說       明
 108年度

需求數

8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352 371 371

1.本項經費經107.11.21文號10710155140簽准納入108年

度預算分配會議討論。

2.經費規劃行政費用301,000元，設備費70,000元。

3.依需求數刪減5%後核列。

三、各單位專項經費需求 305,589 366,709 297,004

(一) 人社學院-語言中心經費 1,307 1,307 1,307 如數核列。

(二) 客家學院-國際客家研究中心經費 500 500 500 如數核列。

(三) 客家學院-六家校區保全經費 1,608 1,608 1,530

1.108年度需求(44,642元)*3人*12月，總經費約1,608千

元。

2.如數核列。

(四) 管理學院-台北校區保全經費 558 558 532

1.108年度需求(44,642元/240H)*500H*12月*50%與管院

專班108T875各分攤50%，分攤經費約558千元。

2.如數核列。

751 751 720 如數核列。

1,000 1,000

1.106年度新增項目

2.考量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之館舍設施老舊，續核予館

舍專項整修經費100萬元。

500

1.108年度新增項目

2.考量百川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暫隸屬人社院協助【院

級】行政事務，核予專項經費50萬元。

(八)教務處 0 1,120 1,120
「各館舍教室設備修繕維護」專項移列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執行。

(九)學務處 160,156 164,359 160,513

(十)總務處 111,005 161,987 103,573
部分重大升級、修繕工程，請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專

案申請。

(十一)研發處 10,445 10,445 10,635

(十二)國際事務處 8,804 8,804 8,804

(十三)體育室 541 541 541

(十四)軍訓室 484 279 279
經常性經費新增思源親善大使服裝、培訓費及家長座談

會/校長有約場地布置費用等需求，移至專項經費核列。

0 2,000 0

1.新增需求：光纖雷射金屬切割機用於工場實教學必要

之刀具/量具/材料/油料、機器定期保養校正維修、安全

裝備、五金耗材等。

2.由院自籌經費支應或爭取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十六)環安中心 7,730 12,250 5,750

1.新增「光復及博愛校區污水處理廠設備更新工程」專

項需求600萬元，因屬重大修繕工程，請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專案申請或爭取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2.經常性經費新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輔導與認證

費用」需求198萬元，移至專項經費核列。

200 200 200

1.95年建置出勤感應卡鐘系統及卡鐘網路工作站建置已

逾5年使用年限，故須編列汰舊換新及維修經費。

2.如數核列。

(七)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專項經費

(十五)實習工場-光纖雷射金屬切割機

(十七)人事室-出勤感應卡鐘(工作站)

(五)管理學院-台北校區郵政大廈分攤費用

(六)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館舍專項維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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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 

第二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3) 參加大學推薦甄試、申請或甄選入

學，經錄取本校任何學系，且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a. 參與該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系上入學

採計科目成績為 15 級分，且獲學系

推薦者。 

b. 參與該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系上入學

採計科目成績為 14 級分以上，並具

特殊才華，獲學系推薦者。 

c. 為激勵各系使均有機會爭取績優同

學入學，若各系有未符合上述二項資

格，惟經學系錄取其成績名列前茅，

經學系極力推薦者。 

d. 參與該年度本校運動績優招生甄試

術科成績第一名，經運動績優招生委

員會極力推薦者。 

 e. 參與該年度本校大學繁星推薦且學

科能力測驗擇優 4 科達 56 級分以

上，獲學系推薦者。 

 (3) 參加大學推薦甄試、申請或甄選

入學，經錄取本校任何學系，且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a. 參與該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系上入

學採計科目成績為 15級分，且獲學

系推薦者。 

b. 參與該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系上入

學採計科目成績為 14級分以上，並

具特殊才華，獲學系推薦者。 

c. 為激勵各系使均有機會爭取績優同

學入學，若各系有未符合上述二項

資格，惟經學系錄取其成績名列前

茅，經學系極力推薦者。 

d. 參與該年度本校運動績優招生甄試

術科成績第一名，經運動績優招生

委員會極力推薦者。 

e. 參與該年度本校大學繁星推薦且學

科能力測驗達 70 級分以上，獲學系

推薦者。 

第二條第一

項第 1 款第 3

目 e.因應 108

學年度起，現

行學測必考 5

科 改 為 選

考，其中「繁

星推薦」學系

參採科目以 4

科 組 合 最

多， 3 科其

次；故擬修改

相關條文內

容。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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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八十九學年度第十八次行政會議(90.3.30)通過 

八十九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90.4.20)修訂通過 

九十學年度第十一次行政會議(91.3.22)修訂通過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十三次行政會議(92.4.18)修訂通過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三次擴大行政會議(93.5.7)修訂通過 

九十四學年度第十二次行政會議(95.1.13)修訂通過 

九十五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95,11,3)修訂通過 

九十七學年度第十六次行政會議(98.4.17)修訂通過 

九十九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100.2.25）修訂通過 

九十九學年度第十三次行政會議（100.04.01）修訂通過 

一百零二學年度第三十次行政會議(103.07.11)修訂通過 

一百零六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106.10.27)修訂通過 

一百零六學年度第十一次行政會議(107.1.19)修訂通過 

                                                                       
一、 為鼓勵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項獎學金實施辦法。 

二、 獎學金種類： 

(二) 綜合性入學績優獎學金 

1. 得獎人基本資格： 

(1) 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達 75級分者。 

(2) 錄取本校管理科學系、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外國語文學系、人文社會學系、

傳播與科技學系等任一學系且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 74級分以上者。 

(3) 參加大學推薦甄試、申請或甄選入學，經錄取本校任何學系，且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a. 參與該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系上入學採計科目成績為 15級分，且獲學系

推薦者。 

b. 參與該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系上入學採計科目成績為 14級分以上，並具

特殊才華，獲學系推薦者。 

c. 為激勵各系使均有機會爭取績優同學入學，若各系有未符合上述二項資

格，惟經學系錄取其成績名列前茅，經學系極力推薦者。 

d. 參與該年度本校運動績優招生甄試術科成績第一名，經運動績優招生委

員會極力推薦者。 

e. 參與該年度本校大學繁星推薦且學科能力測驗擇優 4科達 56 級分以上，

獲學系推薦者。 

(4) 資賦優異錄取本校各學系且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a. 得國際數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奧林匹亞選訓決賽代表完

成結訓者。 

b.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資訊、英文等學科成績優良經教育部推薦保

送本校者。 

c. 具體育、其他特殊才華、參與國際性、全國性競賽成績優異者或獲選為

國家代表隊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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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名額： 

(1) 符合上述(1)(2)資格者，名額不限。 

(2) 符合上述(3)(4)資格者，由系上推薦申請。各系推薦名額之上限以該系當年

度推薦甄試、申請、資賦優異保送、或個人申請招生人數之比例計算；運動

績優招生委員會推薦名額則以當年度運動績優招生人數之比例計算，均以每

十名推薦一名為原則，不足十名而滿六名者另增加一名；大學繁星推薦由學

系申請，各系至多一名。 

3. 獎學金獎項及名額： 

(1) 金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拾貳萬伍仟元。 

(2) 銀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柒萬伍仟元。 

(3) 銅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貳萬伍仟元。 

(4) 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達 75級分者核給銅竹獎。 

(5) 錄取本校管理科學系、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外國語文學系、人文社會學系、

傳播與科技學系等任一學系且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達 74級分者核給銅竹獎。 

(6) 榮獲(4)或(5)獎項者，得經審查依入學名次調整獎項。 

(7) 獎學金名額由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審查小組依各年度經費審定。 

4. 前述獎學金獲獎同學大一下學期及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

各該班學生前百分之二十以內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該學期可續 得獎學

金貳萬伍仟元。其它獎勵措施，另由各學系在其募款範圍內彈性運用。                

5. 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審查小組由學務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或代表組成，

學務長任召集人，生活輔導組組長和綜合組組長列席。 

6. 審查程序： 

(1) 各學系第二階段甄選結束後，應於二日內將推薦表及有關資料送達生活輔導

組，俾利爭取績優學生；或選擇於學生報到後再行送件從嚴審核。 

(2) 召開審查會議，由審查小組審定得獎名額，會後立即將審查結果通知各相關

學系。 

(3) 有關資賦優異保送學生，學生推薦名單另於五月十五日前送達生活輔導組，

再行審定。 

(4) 經特殊選才管道入學之學生，學生推薦名單另於一月二十日前送達生活輔導

組，再行審定。 

(三) 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1. 得獎人基本資格：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且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任何學系者。 

2. 獎學金金額： 

(1)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總分(未加重計分) 在該科類組之前百分之一以內者，發

給金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拾貳萬伍仟元。 

(2)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總分(未加重計分) 在該科類組之前百分之二以內者，發

給銀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柒萬伍仟元。 

(3)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總分(未加重計分) 在該科類組之前百分之三以內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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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銅竹獎，大一入學獎學金貳萬伍仟元。 

3. 前述獎學金獲獎同學大一下學期及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

各該班學生前百分之二十以內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該學期可續得獎學金

貳萬伍仟元。 

三、 當學年(期)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取消得獎資格；若前一學年(期)獲出國交換，境外

修課學分皆獲通過者，可續得獎學金。 

四、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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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助教聘任要點第十點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約聘助教之退休制度

參照「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提繳勞工

退休金，如外籍人士

為非勞工退休金提

繳對象時，提存離職

儲金。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保費、所得稅

等，均依相關規定辦

理，並由本校按月自

其報酬中代扣。 

十、約聘助教之退休制度

比照「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離職儲金給

與辦法」或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七條第二

項之規定辦理。勞工

保 險 及 全 民 健 保

費、所得稅等，均依

相關規定辦理，並由

本校按月自其報酬

中代扣。 

本校非勞工退休金強制

提繳對象（人事代號為

A、N、PX、U、X、XC、

XT 等約聘教師、助教及

研究人員），原得選擇提

存離職儲金或提繳勞工

退休金，惟依教育部 107

年 9月 18日臺教人(四)

字第 1070151362號書函

以，「各機關學校聘僱人

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已修正為「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

法」並修正部分條文，

修法後離職儲金已無可

比照之法源。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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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助教聘任要點 
          94.06.03.93學年度第 23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1.05.11.100學年度第 2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02.19.104學年度第 1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9.14.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XX.XX.107學年度第 X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各教學單位、中心為應協助教學、研究需要，必要時得聘

任約聘助教，約聘助教之聘任及管理事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助教，係指非編制內助教，經費以校務基金

人事費支應，員額佔各教學單位分配員額。 

三、 約聘助教應具有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

資格，並不得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之消極任用資

格。 

四、 約聘助教之聘任應有公開甄選程序，並於每學期開始前辦理，

由各單位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聘任之。 

五、 約聘助教自實際到職日起薪，其敘薪比照公立大學助教規定辦

理。 

六、 約聘助教一年一聘，續聘及晉薪與否，由聘任單位主管依其實

際工作績效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 

七、 約聘助教於聘任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 

      (一)違反任職期間不得兼課、兼職規定，經查證屬實者。 

(二)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三)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四)行為違反相關法令(含本校章則)，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者。 

(五)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約聘助教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應經其聘任之教學單位、中心

會議通過，檢附具體事實資料及會議紀錄，循行政程序簽請校

長核定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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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約聘助教申請國內進修事項比照本校「員工訓練及國內進修處

理原則」辦理。 
九、 約聘助教之差假及每日上班時間，比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並由聘任單位主管負責督

導、考核。 

十、 約聘助教之退休制度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提繳勞工

退休金，如外籍人士為非勞工退休金提繳對象時，提存離職

儲金。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費、所得稅等，均依相關規定辦

理，並由本校按月自其報酬中代扣。 
十一、約聘助教非因執行職務而致死亡時，按其死亡時之服務年資

給與一年一個月平均薪資之撫卹金及三個月平均薪資之喪葬

費，但合計最高以四十萬元為限。其遺屬受領之順位依民法

規定辦理。 

十二、本校各單位現有編制內助教，自本要點通過後出缺不補，如

各教學單位確有教學研究需要，依本要點規定聘任約聘助教

遞補之。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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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助教契約書第五點至第十四

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五、乙方應尊重性別平

等，恪守專業倫

理，確實遵守性別

平等教育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等規

定，以維護學生受

教權與人身安全。 
乙方於受聘前及聘

用期間如有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7-1 條

規定所訂之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並經甲方

查證屬實，甲方應

以書面終止契約。 

 1.依 107年 12月 28日總

統 府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700140861 號令增訂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1

條文配合新增。 

2.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配合

新增。 

六、差假及每日上下班

時間，比照本校約

用人員規定辦理，

並由約聘單位主管

負責督導、考核。

但約聘單位為應教

學研究特殊需要，

得經主管簽准其特

殊上下班時間或免

刷卡簽到退。 

五、差假及每日上下班

時間，比照本校約

用人員規定辦理，

並由約聘單位主管

負責督導、考核。

但約聘單位為應教

學研究特殊需要，

得經主管簽准其特

殊上下班時間或免

刷卡簽到退。 

配合移列條次。 

七、乙方於約聘期間，

不得兼課、兼職，

如違反上述規定，

甲方得逕予解聘。 

六、乙方於約聘期間，

不得兼課、兼職，

如違反上述規定，

甲方得逕予解聘。 

配合移列條次。 

八、乙方申請國內進修

事項比照甲方「員

工訓練及國內進修

處理原則」辦理。 

七、乙方申請國內進修

事項比照甲方「員

工訓練及國內進修

處理原則」辦理。 

配合移列條次。 

九、乙方於約聘期間，

準用甲方約用人員

規定辦理勞工保

險、全民健保、所

八、乙方於約聘期間，

準用甲方約用人員

規定辦理離職儲

金、勞工保險、全

1. 本校非勞工退休金強

制提繳對象（人事代

號為 A、N、PX、U、X、

XC、XT等約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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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等事宜，並參

照「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提繳勞

工退休金，如外籍

人士為非勞工退休

金提繳對象時，提

存離職儲金，但不

適用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 

民健保、所得稅等

事宜，但不適用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 

助教及研究人員），原

得選擇提存離職儲金

或提繳勞工退休金，

惟依教育部 107 年 9

月 18 日臺教人(四)

字第 1070151362 號

書函以，「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

與辦法」已修正為「各

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給與辦法」並修正

部分條文，修法後離

職儲金已無可比照之

法源。 

2. 配合移列條次。 

十、乙方於約聘期間，

願接受甲方工作上

之指派，並遵守甲

方之一切規定，如

擬於約聘期限屆滿

前離職，乙方應於

生效日前 1 個月內

以書面告知甲方，

並附列理由。 

九、乙方於約聘期間，

願接受甲方工作上

之指派，並遵守甲

方之一切規定，如

擬於約聘期限屆滿

前離職，乙方應於

生效日前一個月內

以書面告知甲方，

並附列理由。 

1. 修正為阿拉伯數字。 

2. 配合移列條次。 

 十、乙方應尊重性別平

等，恪守專業倫

理，確實遵守性別

平等教育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等規

定，以維護學生受

教權與人身安全。 

移至第5點第1項合併說

明。 

十一、乙方所獲悉甲方

關於業務上、技術

上之秘密及個人資

料，不得洩漏，退

休或離職後亦同。 

 為維護公務機密及行政

業務個人資料保護，新增

條次。 

十二、乙方於所屬單位

之其他權利與義

務，依該所屬單位

之約定辦理。 

十一、乙方於所屬單位之

其他權利與義務，依

該所屬單位之約定辦

理。 

配合移列條次。 

十三、本契約書如有未

盡事宜，均依照「國

立交通大學約聘助

十二、本契約書如有未盡

事宜，均依照「國立

交通大學約聘助教聘

配合移列條次。 

31



教聘任要點」及相

關規定辦理。 
任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

份，甲乙雙方及約

聘單位各執一份。 

十三、本契約書一式三

份，甲乙雙方及人事

室各執一份。 

1.依現行狀況配合修正。 
2.配合移列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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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助教契約書修正草案 

108 年 X 月 X 日修訂 
    國立交通大學（下稱甲方）為應協助教學、研究需要，特依據「國

立交通大學約聘助教聘任要點」聘任        君（下稱乙方）為約聘助

教，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薪俸：月支新台幣  (比照公立大學助教待遇標準支薪)   元。 
二、約聘單位：  
三、工作內容：（請填寫） 
 
              
四、約聘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一年一聘，

約聘期滿，如應甲方需要時，得再由原提聘單位按照程序提請續聘。 
五、乙方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專業倫理，確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規定，以維護學生受教權與

人身安全。 
乙方於受聘前及聘用期間如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1條規定所訂之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並經甲方查證屬實，甲方應以書面

終止契約。 
六、差假及每日上下班時間，比照本校約用人員規定辦理，並由約聘單

位主管負責督導、考核。但約聘單位為應教學研究特殊需要，得經

主管簽准其特殊上下班時間或免刷卡簽到退。 
七、乙方於約聘期間，不得兼課、兼職，如違反上述規定，甲方得逕予

解聘。 
八、乙方申請國內進修事項比照甲方「員工訓練及國內進修處理原則」

辦理。 
九、乙方於約聘期間，準用甲方約用人員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保、

所得稅等事宜，並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

如外籍人士為非勞工退休金提繳對象時，提存離職儲金，但不適用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十、乙方於約聘期間，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並遵守甲方之一切規

定，如擬於約聘期限屆滿前離職，乙方應於生效日前 1 個月內以書

面告知甲方，並附列理由。 
十一、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上、技術上之秘密及個人資料，不得洩

漏，退休或離職後亦同。 
十二、乙方於所屬單位之其他權利與義務，依該所屬單位之約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均依照「國立交通大學約聘助教聘任要

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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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及約聘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方：國立交通大學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代表人：                     簽章 

 
約聘單位主管：               簽章 

  
乙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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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

法第 12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2 條 約聘研究人員

之聘期、差

假、福利、勞

工退休金、勞

工保險及全民

健保及其他權

利義務，得比

照本校專案教

學人員之規

定。約聘研究

人員之聘任採

隨到隨審，並

依據經費來源

執行期限聘

任，其報酬標

準依經費來源

機構規定，若

無特定經費來

源機構或經費

來源機構無規

定者，得比照

本校專案教學

人員薪資標準

或經專案簽

准。約聘研究

人員之任用應

訂立契約，契

約書格式如附

表三。 

第 12 條 約聘研究人員

之聘期、差

假、福利、離

職儲金（勞工

退休金）、勞工

保險及全民健

保及其他權利

義務，得比照

本校專案教學

人員之規定。

約聘研究人員

之聘任採隨到

隨審，並依據

經費來源執行

期限聘任，其

報酬標準依經

費來源機構規

定，若無特定

經費來源機構

或經費來源機

構無規定者，

得比照本校專

案教學人員薪

資標準或經專

案簽准。約聘

研究人員之任

用應訂立契

約，契約書格

式如附表三。 

本校非勞工退休金強制提

繳對象（人事代號為 A、

N、PX、U、X、XC、XT 等

約聘教師、助教及研究人

員），原得選擇提存離職

儲金或提繳勞工退休金，

惟依教育部 107 年 9 月 18

日 臺 教 人 ( 四 ) 字 第

1070151362 號書函以，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給與辦法」已修正

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離職給與辦法」並修正部

分條文，修法後離職儲金

已無可比照之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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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 
96年7月20日95學年度第24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09月27日96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99年5月21日98學年度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0月8日99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1月3日99學年度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11月19日99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5日99學年度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2月29日100學年度第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2條 

101年03月09日100學年度第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 

102年4月12日101學年度第2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第13條及第14條 

102年4月24日101學年度第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條、第13條及第14條 

108年XX月XX日10X學年度第X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 

108年XX月XX日10X學年度第X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2條 
 

第    1   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研究水準，加強延攬人才，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第五條，並參照「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八條及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校務基金進用之約聘研究人員。 

 

第   3    條 約聘研究人員職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約聘研

究人員轉任專任教師或編制內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教師及研究

人員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第   4    條 約聘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

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

相關之研究工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5    條 約聘副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

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

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6    條 約聘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

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

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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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新聘、續聘及升等，須經各級系教評會、院教評

會、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屬研究單位，經校設研究中心所屬研究

中心或院設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心研評

會)、校設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級研評會)

或院教評會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審查。惟曾獲諾貝爾獎、國內外

知名國家院士或教育部國家講座者，可免送各級教評會審查，由

聘用單位以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聘任事宜，並送校教評會核

備。 

 

第   8    條 院級研評會由校設研究中心所屬研究中心各推選出一位委員組

成，若不足五位研究員或教授，應聘足五位，並由校設研究中心

主任擔任召集人；中心研評會由研究員或教授至少五位組成，由

該研究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校設研究中心應依照本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訂定

研究人員評審辦法，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院設研究中心或校設研究中心所屬研究中心應依照本校「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訂定研究人員評審辦法，送院教師評審

會(院級研評會)核備後實施。 

相關評審辦法應明訂約聘研究人員外審作業規定。 

 

第   9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升等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針對其參與之研

究計畫，依格式(附表一、二)提出具體工作計畫，並備研究計畫

書，現職證明及最近五年著作抽印本或影本，提送所屬單位。該

單位應於九月三十日前，將申請人資料及研究成果相關著作送外

審，並召開中心研評會(或系教評會)完成評審作業。通過之升等

案，提送院級研評會(或院教評會)。 

 

第   10   條 擬升等之約聘研究人員資料在提送所屬校設研究中心或院級單位

後，由校設研究中心主任或院長綜理擬升等約聘研究人員之外審

及召開院級研評會(或院教評會)進行審查。院級升等審查作業應

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完成，並將通過審查之優先次序名單，以及相

關個人資料與各級教評會議評審意見，一併提送校教評會。 

 

第   11   條 未獲院級單位推薦者，得於接獲通知後五日內，以書面向院級研

評會(或院教評會)申請復議。 

 

第   12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聘期、差假、福利、勞工退休金、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保及其他權利義務，得比照本校專案教學人員之規定。約聘

研究人員之聘任採隨到隨審，並依據經費來源執行期限聘任，其

報酬標準依經費來源機構規定，若無特定經費來源機構或經費來

源機構無規定者，得比照本校專案教學人員薪資標準或經專案簽

准。約聘研究人員之任用應訂立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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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政府機關(構)補助經費約聘研究人員，依其職務等級，約聘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之聘任資格，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之規定。 

 

第   14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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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契約書第四點至第

十七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乙方應尊重性別平

等，恪守專業倫理，

確實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等規定，以維

護學生受教權與人

身安全。 
乙方於受聘前及聘

用期間如有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7-1 條

規定所訂之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並經甲方查證

屬實，甲方應以書面

終止契約。 

 1.依 107年 12月 28日總

統 府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700140861號令增訂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 27-1 條

文配合新增。 

2.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配合

新增。 

五、工作時數：約聘研究

人員每週至少應留

校五全日。 

四、工作時數：約聘研究

人員每週至少應留

校五全日。 

配合移列條次。 

六、約聘研究人員之差

假、審查及升等，比

照甲方專案教學人

員之規定辦理。受聘

者均應參加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保，並參

照「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提繳勞工

退休金，如外籍人士

為非勞工退休金提

繳對象時，提存離職

儲金。 

五、約聘研究人員之差

假、審查及升等，比

照甲方專案教學人

員之規定辦理。受聘

者均應參加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保，並比

照「各機關學校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給與

辦法」之規定辦理離

職儲金。 

1.本校非勞工退休金強

制提繳對象（人事代號為

A、N、PX、U、X、XC、XT

等約聘教師、助教及研究

人員），原得選擇提存離

職儲金或提繳勞工退休

金，惟依教育部 107年 9

月 1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151362 號書函以，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已修

正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

員離職給與辦法」並修正

部分條文，修法後離職儲

金已無可比照之法源。 

2.配合移列條次。 

七、約聘研究人員不得

專任校外職務及課

務，如有兼職兼課

六、約聘研究人員不得

專任校外職務及課

務，如有兼職兼課

配合移列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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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應依照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情形應依照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八、約聘研究人員，其在

所屬單位之權利與

義務，依該所屬單位

之約定辦理。 

七、約聘研究人員，其

在所屬單位之權利

與義務，依該所屬

單位之約定辦理。 

配合移列條次。 

九、約聘期間，乙方願接

受甲方工作上之指

派，並遵守甲方之一

切規定；任期未屆滿

前離職，乙方應於生

效日前 1 個月內以

書面告知甲方，並附

列理由。 

八、約聘期間，乙方願

接受甲方工作上之

指派，並遵守甲方

之一切規定；任期

未屆滿前離職，乙

方應於生效日前一

個月內以書面告知

甲方，並附列理由。 

1.修正為阿拉伯數字。 
2.配合移列條次。 

十、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

宜，依照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國立交

通大學約聘研究人

員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九、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

宜，依照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國立交

通大學約聘研究人

員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配合移列條次。 

十一、所謂「研發成果」

係指乙方於甲方任

職期間內，乙方因

執行研究或產學合

作案而產出之專利

權、著作權、積體

電路佈局、營業秘

密、電腦軟體、專

門技術

（know-how）及其

他技術資料等智慧

財產權。 
前項研發成果智慧

財產權之歸屬，依

據專利法、著作權

法、營業秘密法及

其他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令，乙方除與

甲方另有事前個案

書面簽呈、契約另

十、所謂「研發成果」

係指乙方於甲方任

職期間內，乙方因

執行研究或產學合

作案而產出之專利

權、著作權、積體

電路佈局、營業秘

密、電腦軟體、專

門技術

（know-how）及其

他技術資料等智慧

財產權。 
    前項研發成果

智慧財產權之歸

屬，依據專利法、

著作權法、營業秘

密法及其他智慧財

產權相關法令，乙

方除與甲方另有事

前個案書面簽呈、

配合移列條次及第 2 項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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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定並經甲方決

行單位同意、或政

府機關出資補助計

畫另有規定外，其

財產權歸屬於甲

方，其人格權仍歸

屬於創作人。甲方

依法擁有之財產權

得為相關之處分行

為。 

契約另有約定並經

甲方決行單位同

意、或政府機關出

資補助計畫另有規

定外，其財產權歸

屬於甲方，其人格

權仍歸屬於創作

人。甲方依法擁有

之財產權得為相關

之處分行為。 
十二、乙方保證於任職期

間及離職後均嚴守

保密之義務。非經甲

方書面同意，絕不以

任何方式使其他第

三人知悉或持有而

使用或實施任何甲

方或創作人之研發

成果或技術秘密，更

不得自行利用或以

任何方式使第三人

利用甲方或創作人

之研發成果或技術

秘密。 

十一、乙方保證於任職期

間及離職後均嚴守

保密之義務。非經甲

方書面同意，絕不以

任何方式使其他第

三人知悉或持有而

使用或實施任何甲

方或創作人之研發

成果或技術秘密，更

不得自行利用或以

任何方式使第三人

利用甲方或創作人

之研發成果或技術

秘密。 

配合移列條次。 

十三、乙方同意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保管

義務，於任職期間採

取必要保護措施，維

護所知悉或持有甲

方或創作人之研發

成果或技術秘密，以

保持其機密性。 

十二、乙方同意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保

管義務，於任職期

間採取必要保護措

施，維護所知悉或

持有甲方或創作人

之研發成果或技術

秘密，以保持其機

密性。 

配合移列條次。 

十四、乙方於離職時，

除私人用品外，應

將保管屬於甲方或

第三人授權甲方之

任何物件及資訊

（不論記錄於何儲

存媒介），不論原件

或影印本，一律返

還甲方，不得私自

留存，且應立即交

予甲方或其所指定

十三、乙方於離職時，

除私人用品外，應

將保管屬於甲方或

第三人授權甲方之

任何物件及資訊

（不論記錄於何儲

存媒介），不論原件

或影印本，一律返

還甲方，不得私自

留存，且應立即交

予甲方或其所指定

配合移列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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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並辦妥相關手

續。其受甲方請求

返還時亦同。 

之人並辦妥相關手

續。其受甲方請求

返還時亦同。 
十五、乙方非經前僱主之

書面授權，其於甲方

任職期間之職務行

為，絕不引用或使用

任何專屬前僱主所

擁有之技術秘密。並

保證不將他人未合

法授權之研發成果

或技術秘密揭露予

甲方，致使甲方使用

或自行使用於職務

上。 

十四、乙方非經前僱主之

書面授權，其於甲方

任職期間之職務行

為，絕不引用或使用

任何專屬前僱主所

擁有之技術秘密。並

保證不將他人未合

法授權之研發成果

或技術秘密揭露予

甲方，致使甲方使用

或自行使用於職務

上。 

配合移列條次。 

十六、乙方若違反本契約

之規定，甲方除得終

止雙方聘任或雇傭

關係外，甲方尚得請

求乙方賠償甲方因

此所受之損害或併

追究乙方洩密之責。 

十五、乙方若違反本契約

之規定，甲方除得終

止雙方聘任或雇傭

關係外，甲方尚得請

求乙方賠償甲方因

此所受之損害或併

追究乙方洩密之責。 

配合移列條次。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

份，甲乙雙方及約

聘單位各執一份。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四

份，雙方各執一份，

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1.依現行狀況配合修正。 
2.配合移列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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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契約書修正草案 

108 年 X 月 X 日修訂 

    國立交通大學（下稱甲方）為提昇學術水準，加強延攬人才，

特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聘任 
君（下稱乙方）為          ，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以約聘          致聘，薪俸月支底薪（比照本校專案教學人

員待遇標準支薪）             元。 
二、約聘單位： 
三、約聘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約聘

期滿，得由原提聘單位依程序提請續聘，如未於聘期屆滿前提

出續聘申請，即視為不續聘，本聘約並於聘期屆滿自然中止。 
四、乙方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專業倫理，確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

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規定，以維護學生

受教權與人身安全。 
乙方於受聘前及聘用期間如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1 條規定

所訂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並經甲方查證屬實，甲

方應以書面終止契約。 
五、工作時數：約聘研究人員每週至少應留校五全日。 
六、約聘研究人員之差假、審查及升等，比照甲方專案教學人員之

規定辦理。受聘者均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參照「勞

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如外籍人士為非勞工

退休金提繳對象時，提存離職儲金。 
七、約聘研究人員不得專任校外職務及課務，如有兼職兼課情形應

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約聘研究人員，其在所屬單位之權利與義務，依該所屬單位之

約定辦理。 
九、約聘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並遵守甲方之一切

規定；任期未屆滿前離職，乙方應於生效日前 1 個月內以書面

告知甲方，並附列理由。 
十、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國立交通大學

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所謂「研發成果」係指乙方於甲方任職期間內，乙方因執行

研究或產學合作案而產出之專利權、著作權、積體電路佈局、

營業秘密、電腦軟體、專門技術（know-how）及其他技術資料

等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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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依據專利法、著作權法、營

業秘密法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乙方除與甲方另有事前

個案書面簽呈、契約另有約定並經甲方決行單位同意、或政府

機關出資補助計畫另有規定外，其財產權歸屬於甲方，其人格

權仍歸屬於創作人。甲方依法擁有之財產權得為相關之處分行

為。 
十二、乙方保證於任職期間及離職後均嚴守保密之義務。非經甲方

書面同意，絕不以任何方式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而使用或

實施任何甲方或創作人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更不得自行利

用或以任何方式使第三人利用甲方或創作人之研發成果或技術

秘密。 
十三、乙方同意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於任職期間採取

必要保護措施，維護所知悉或持有甲方或創作人之研發成果或

技術秘密，以保持其機密性。 
十四、乙方於離職時，除私人用品外，應將保管屬於甲方或第三人

授權甲方之任何物件及資訊（不論記錄於何儲存媒介），不論原

件或影印本，一律返還甲方，不得私自留存，且應立即交予甲

方或其所指定之人並辦妥相關手續。其受甲方請求返還時亦同。 
十五、乙方非經前僱主之書面授權，其於甲方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

絕不引用或使用任何專屬前僱主所擁有之技術秘密。並保證不

將他人未合法授權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揭露予甲方，致使甲

方使用或自行使用於職務上。 
十六、乙方若違反本契約之規定，甲方除得終止雙方聘任或雇傭關

係外，甲方尚得請求乙方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或併追究乙

方洩密之責。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及約聘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方：國立交通大學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代表人：                   （簽名蓋章） 
                 乙方：                      （簽名蓋章） 
                 住址： 
                 身分證（護照）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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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87.8.7 第三四八次行政主管會報訂定 

96.3.30 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後訂定 
100年4月22日99學年度第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0月21日100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5月26日105學年度第1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為有效運用本校之建築空間，設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 

 

第二條 本會依據校規會之決議，制定建築空間分配細則，協調建築空間之使用

單 

        位，執行建築空間分配等事宜。 

 

第三條 本會委員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各院

院 

        長及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重大建設計畫會報執行秘書擔任，並置

執行秘書一人，由總務長任之，總務處為執行單位，各委員之任期一

年。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五條  委員會任務： 

     一、議定本校空間分配準則。 

     二、審查各單位申請興建館舍之容積、座落、分配及優先順序。 

     三、處理其他與空間分配管理相關之事項。 

  

第六條  本會視需要不定期開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兼任主席。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執行。 

 

第九條  本規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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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第 38 次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     間： 10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15 時 30 分 

地     點： 浩然圖書館八樓（第 1 會議室） 

主任委員： 張主任委員懋中 

出席委員： 陳信宏委員、陳俊勳委員、裘性天委員、張基義委員、唐震寰委員、 
莊仁輝委員(曾文貴副院長代理)、陳永富委員(翁志文副院長代理)、 
韋光華委員(黃炯憲副院長代理)、胡均立委員(黃龍斌技士代理)、 
陳顯禎委員、曾成德委員(何震寰助理教授代理)、 
王雲銘委員(廖光文教授代理)、張玉佩委員(羅烈師副院長代理)、 
倪貴榮委員(江浣翠助理教授代理) 

請假委員： 張  翼委員、盧鴻興委員、黃美鈴委員、 

列席單位： 研究發展處、生醫工程研究所、教務處、 

業務單位： 總務處 楊黎熙副總務長、梁秀芸秘書 
校園規劃組 沈煥翔組長、王怡人 

記     錄： 校園規劃組 顏麗珊 
 

壹、 報告事項 
一、 依本校「退休教師空間使用處理要點」規定，本次計有 9 名退休教師向各

院系所申請借用空間，經所屬院系所會議通過並核定在案，提送本會報告

案，如下表：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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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配合校務發展之新增空間需要，經評估檢討現有空間群聚分布與實際

使用情形後，簽請客家文化學院於 108 年 2 月 15 日配合整體規劃需求辦

理如下: 

說  明：  

 (一) 依校園規劃組 1071017615 簽案辦理（108 年 1 月 15 日簽准）。 

(二) 依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第 31 次會議主席裁示，所有空間都是學

校的，使用單位應以「借用」為基本概念，並配合校方整體規劃考

量進行調整，鑒於校控空間緊迫，依本會第 37 次會議紀錄之各單位

空間以群聚、共用為原則，俾利提升整體使用效能。 

 (三) 爰此，工五館屬性較偏向理工單位使用，目前機械人學位學程、國

際半導體學院、大數據中心及和國防理工學院之系統辦公室等單位

空間需求急迫，擬請配合本校整體規劃需求，返還以下空間: 
1. 客家文化學院:人社二館 101-2 計 1 間、院長辦公室，計 33.8m2 
2. 傳播與科技學系:工程五館 235A、250 計 2 間、為系學會學生活

動室、教室，計 99.9 m2。 
3. 人文社會學系:工程五館 235B、236A、236B 計 3 間，系所研討

室、教師休息室及學會學生活動室，總計 114.34 m2。 

 (四) 傳科系及人社系學會建議歸建回客院；學生活動室及教師休息室亦可

另行安排借用，如在性質相近之人社院，教室建請和工五館相關系所

及教務處協調使用而非專用。 

 

主席裁示: 有關說明三空間釋回校控後，原人社二館 101-2 空間暫借予客院使用，校

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依校方規劃時程歸還；另安排適宜空間提供學生

活動需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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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博愛校區生醫大樓已落成，擬請預計進駐單位(生物科技學院)提送

搬遷計畫與時程。 

說  明：  

 (一) 依本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紀錄，為確保本校建築空間能整體規劃配置

並有效利用，空間搬遷異動後之建築空間應釋回校控空間管理。 

(二) 有關博愛校區生醫大樓已落成，業支應工程餘款先予裝修之 4、5 樓

預計於 6 月底前完成，擬請生物科技學院儘速募資該部分設備費

用，及其他進駐樓層之裝修設備等相關費用。 

(三) 目前生科院使用空間館舍為工程六館計 46 間、約 1,828 平方公尺(約
553 坪)，擬請儘速專案提送搬遷計畫與時程。 

空間名稱 間數 平方公尺 空間名稱 間數 平方公尺

0932-系所辦公室 1 87 0500-共同實驗室 1 45.5

1001-行政會議室 1 47.1 0601-專題研究實驗室 4 159.9

1002-教學研討室 2 74.8 0602-教師研究實驗室 6 468.3

0101-一般教室 2 146.8 0701-教師研究室 14 351.9

1102-圖書閱覽室 1 72.5 0801-共同研究室 3 172.8

1105-學生活動室 1 47.6 0403-網絡機房 2 47.6

0906-管理員室 1 18 1107-機具設備儲放室 2 49.1

0907-茶水間 1 13.4 1302-電機室 4 25.6

工程六館(生科院)

 
主席裁示: 請生科院以現有家具、設備於 6 月前完成搬遷；另實驗室應以開放空間

規劃，校方經費不再支援實驗室隔間。 

貳、 討論議案: 

案 由 一 ： 因應校控空間資源匱乏，有關本校「教室空間」統籌管理事宜，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因應校務發展新增空間需求，致可供規劃與運用的校控空間供需失

衡，擬依空間規劃共用原則，擬請各單位除法令規定之特殊需求外，

評估權管之「一般教室、研討室及會議室」等空間共用性，並檢討

空間使用效能。 

(二) 建議會同總務處、教務處，盤整現有教室空間，其中一般教室建議

優先釋回教務處統籌管理，並於教室借用系統開放借用，以提升教

室使用效能。 

(三) 建請教務處評估現有教室排課率，研議將未達標準之教室空間釋

出，以配合校務整體發展之規劃使用。 

決  議： 同意 

案 由 二 ： 生醫工程研究所申請借用工程六館空間作為林子恩新聘教師研究室，擬

協調生科院先予釋出離職教師空間，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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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依生醫工程研究所 1081000444 簽案辦理（108 年 1 月 16 日簽准）。 

(二) 經查生醫所現借使用空間多位於工程六館，其中教師研究室位處工六

館 4 樓，經確認林子恩老師將於 108 年 2 月 1 日到職，經評估群聚性，

以工六館空間為優先考量。 

 (三) 經查空間管理系統，生科院黃憲達老師業於 107 年 10 月 1 日離職，

現仍有工程六館 EF-555、466 空間登錄在案；經現場勘查，除 555
室確仍有學生進駐、466 室已搬遷(尚有堆置物品)，擬請生科院配合

整體規劃需求，先予釋出 466 空間(計 23.8m2)，俾利因應生醫所新進

教師空間需求之急迫。 

 (四) 上述空間如經同意借用後，校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依校方規劃

時程歸還，並配合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決  議： 生科院搬遷在即，仍請生科院將 466 空間借予校控暫借生醫所使用，以

利校園群聚規劃原則。 

另生科院同意將 5 樓 3 間空間釋回校控一節，請續辦理空間移交事宜。 

案 由 三 ： 智慧醫療推動辦公室、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人倫治理中心及委

員會擬申請工程五館 136 室，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研究發展處 1071012067 簽案辦理（107 年 9 月 19 日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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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校內人體研究計畫案增加，存放檔案空間需擴增，且不同領域案件

審查需求需增聘相關領域專間，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委員人

數預計增聘至 18 人，現階段配置空間已不敷需求。 

 (三) 擬借用工程五館 136 室(面積約 34.6m²)作為旨揭單位群聚運用，經同

意借用後，校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依校方規劃時程歸還，並配

合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決  議： 同意 

 

 
案 由 四 ： 有關人文社會學院相關單位因空間需求及調整，簽請借用「人社二館」

校控空間如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71009401 簽案辦理（107 年 7 月 30 日簽准）

因新聘計畫專任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員，借用人社二館 103 室作為辦公

室使用，執行期程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於計畫結束後歸還。 

52



 

 

(二) 依 USR 計畫辦公室 1071009943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13 日簽准）借

用 B04 空間作為辦公室使用，執行期程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於計畫

結束後歸還。 

(三) 依人文社會學院 1071010832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22 日簽准）借用

B19 空間作為社文所研究生室、B15 空間作為傳播所研究生室。 

 

 

(四) 依社文所 1071009715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9 日簽准）借用如下: 
1. 306 空間作為彭明偉老師研究室，原 B19 空間釋回校控。 
2. 308 空間作為藍弘岳老師研究室，原 B04 空間釋回校控。 
3. 310 空間作為新聘蔡華臻老師研究室。 

(五) 依傳播研究所 1071007316、1071009686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8 日、

107 年 8 月 23 日簽准）借用如下: 
1. 304 空間作為新約聘張讚國老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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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2空間作為陳延昇老師研究室，原使用之人社二館 B15空間釋

回校控。 
3. 314 空間作為羅仕宇老師研究室，原使用通識中心於綜一館之教

師研究室，歸還通識中心。 
4. 316 室作為新聘吳泰毅老師研究室。 

(六) 依外文系 1071008133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8 日簽准）釋出及借用

如下: 
1. 釋出 319-1 空間交換 315、317 空間使用。 
2. 申請 301、303 及 305 室作為電影中心使用為常態使用，尚無

計畫期限。 

(七) 依教育研究所 1071006657 簽案辦理（107 年 6 月 28 日簽准）暫借 307
空間作新聘李漢華教師研究室，俟人一館 3 樓整修後搬遷歸還。 

(八) 上述空間如經同意借用後，校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依校方規

劃時程歸還，並配合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決  議： 同意 

案 由 五 ： 人社院搬遷計畫釋出之校控空間中，有關人社二館 2樓203-1、206-2、205-2
空間擬規劃為客座教師研究室並開放借用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客座教師研究室借用，申請借用時，應具相關受聘文件；其申

請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於受聘期限內使用，並提送建築空間管

理委員會報告，惟應配合校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歸還，並配合

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二) 依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081000397 簽案辦理（108 年 1 月 16 日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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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申請借用如下(依聘書期限): 
1. 203-1空間於 107年 10月 22日至 110年 10月 21日作為客座玉山

學者布洛薩教授研究室。 
2. 206-2 空間於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2 月 29 日作為客座羅永生

副教授研究室。 

 
 

決  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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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六 ： 有關人文社會學院相關單位因空間需求及調整，簽請借用「人社一館」校

控空間如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人文社會學院 1071009356 簽案辦理（108 年 8 月 8 日簽准）借用 303、
318、321 空間作為跨領域設計與創新科技跨域學程新聘教師林欣怡老

師、王識源老師、凌天老師之教師研究室。 

(二) 依建研所 1071016444 簽案辦理（107 年 12 月 13 日簽准）借用如下: 
1. 317 空間作為曾成德教師研究室，原使用 109 空間釋回校控。 
2. 319 空間作為何震寰教師研究室，原使用 104 教室空間回復原用。 
3. 320 空間作為張基義教師研究室，原使用 104 教室空間回復原用。 
4. 322 空間作為新聘曾令理教師研究室。 

(三) 依教育研究所 1071017670 簽案辦理（108 年 1 月 16 日簽准）借用如下: 
1. 323 空間作為新聘魏群樹教師研究室。 
2. 324空間作為李漢華教師研究室，原使用人二館307空間，搬遷後釋

回校控。 

(四) 依應藝所 1071009889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9 日簽准）借用如下: 
1. 306 空間作為許峻誠教師研究室，原 312 教室回復原使用。 
2. 308 空間作為賴雯淑教師研究室，原 309A 空間配合所行政辦公室與

貴重設備空間整合作業回復原使用。 

(五) 原音樂所教室 315 空間(計 19m2)釋出後，併部分 316 空間應藝所教室重

新規劃為階梯教室(計 82.1m2)，交還校控空間由教務處統籌管理，以人

社院優先安排課程並維護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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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依人文社會學院 1071010832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22 日簽准）借用 B01
空間作為教育所研究生空間。 

 

 
(七) 原一樓 111、112、109、108、107 空間釋出後，重新規劃為三間教室交

還校控空間由教務處統籌管理，以人社院優先安排課程並維護代管。 

 
 (八) 上述空間如經同意借用後，校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依校方規劃時

程歸還，並配合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決  議： 同意 

案 由 七 ： 有關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因空間需求，簽請借用「綜合一館」校控空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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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16 時 45 分) 
  

 

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071010122 簽案辦理（107 年 8 月 8 日簽准）

退休教師陳光興教授借用綜一館 628 室至 108 年 7 月 31 日，原使用

社文所會議室兼教師休息室 209 空間，回復原使用。 

(二) 上述空間如經同意借用後，校方若有整體規劃需求時，應依校方規

劃時程歸還，並配合不定期考察是否依申請內容使用。 

 
決  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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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設置要點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提出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

立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書」經教

育部 108年 1月 11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70227397號函同意辦理。因應

教學之需要，執行推動此教育合作

計畫，比照本校組織規程學院之功

能，成立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任務型單位，處理「國

立交通大學系統工程與科技學士學

位學程」之院級相關事務。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與依據。 

二、本院置院長一名、副院長一名，

為任務型(功能性)主管，由校長遴

聘選具教授資格之教師兼任。另設

有共同院長及共同副院長各一名，

由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指派與本校合

聘之教師兼任。本院院長、副院長

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副院長任

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則。 

本院人員。 

三、本院設院務委員會與課程委員

會。各委員會任務以及組成如下： 

(一) 院務委員會：討論及議決本

院之發展計畫、教學、研

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

相關事項。委員組成由院

長、副院長以及本校理、

工、電機、資訊四學院代

表，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指派

之共同院長、共同副院長，

共八名，以院長為主席。得

邀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行

政人員列席。 

(二) 課程委員會：負責本院課程

規劃原則，並審議第一點所

本院委員會任務及組成。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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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學位學程之課程安排等

相關事務。委員組成由院長

擔任召集人，並同副院長、

理、工、電機、資訊四學院

代表，校外專家學者二位，

業界人士一位，學生代表一

位，共十位。得邀請國防大

學理工學院行政人員列

席。設置辦法由本院院務委

員會訂定，並提報校課程委

員會、教務會議審議。 

四、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院長或由院務代表四分

之一以上之提議，得召開臨時院務

會議，會議須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方能召開。 

本院院務會議出席及決議人數。 

五、本院關於教師權益或評定相關

事項之處理，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關於教師權益另依規辦理。 

六、本設置要點於第一點所述之「國

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

教育合作計畫書」終止時，亦同時

廢止。 

本要點廢止要件。 

七、未盡事宜得簽請校長同意後辦

理。 
未盡事宜處理方式。 

八、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 
本要點通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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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設置要點草案 

108年 O月 OO日行政會議第 N次會議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提出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合作

計畫書」經教育部 108年 1月 11日臺教高(四)字第 1070227397號函同意辦理。因應

教學之需要，執行推動此教育合作計畫，比照本校組織規程學院之功能，成立前瞻系

統工程教育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任務型單位，處理「國立交通大學系統工程與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之院級相關事務。 

二、 本院置院長一名、副院長一名，為任務型(功能性)主管，由校長遴聘選具教授資格之

教師兼任。另設有共同院長及共同副院長各一名，由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指派與本校合

聘之教師兼任。本院院長、副院長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副院長任期以配合院長之

任期為原則。 

三、 本院設院務委員會與課程委員會。各委員會任務以及組成如下： 

(三) 院務委員會：討論及議決本院之發展計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

他相關事項。委員組成由院長、副院長以及本校理、工、電機、資訊四學院代

表，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指派之共同院長、共同副院長，共八名，以院長為主席。

得邀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行政人員列席。 

(四) 課程委員會：負責本院課程規劃原則，並審議第一點所述學位學程之課程 

安排等相關事務。委員組成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同副院長、理、工、電機、資 

訊四學院代表，校外專家學者二位，業界人士一位，學生代表一位，共十位。得 
邀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行政人員列席。設置辦法由本院院務委員會訂定，並提報 

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審議。 

四、 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院長或由院務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召

開臨時院務會議，會議須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能召開。 

五、 本院關於教師權益或評定相關事項之處理，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設置要點於第一點所述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書」

終止時，亦同時廢止。 

七、 未盡事宜得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 

八、 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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