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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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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室    
主  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出  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共同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生科學院代理院長)、王念夏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陳永昇副

教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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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冠能國際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代理主任(兼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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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

化學院黃紹恆院長、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蔡錫鈞主任(高義智組長代理)、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 

請  假：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學生代表呂家興同學、學生代表古育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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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中心陳俊勳主任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簡仁宗執行長 
紀  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 
一、 有關「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業經 108 年 8 月 15 日兩校合校工

作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嗣後將於網頁公告，並提 108 年 9 月 18 日校務會議審議。請各

院積極推動與陽明大學合作之相關方案，以彰顯合校效益。 
二、 關於校友捐建本校於博愛校區建置醫院案，業經衛生福利部審議原則通過，未來博愛校

區將配合進行第二期整體校區規劃。 
三、 本校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合辦之系統工程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第一屆招生十分成功，將

逐步擴充設置碩士班及博士班。 
四、 有關本校 AI 領域之發展，除台南校區設置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外，另有科技部在本校成

立 AI 創新研究中心，未來將逐步導入 AI 教學、AI 跨領域應用等。 
五、 本校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六樓將以現代化概念規劃，預計於今年度發包設計，如有任何想

法歡迎提供。 
六、 爾後行政會議，請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院長亦列席。 
貳、 報告事項 
一、 致送單位主管聘書 
二、 前次會議紀錄（108 年 8 月 2 日召開之 108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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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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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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進教師研習營：預定於 108 年 9 月 4、5 日於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飯店辦理 108 學年度

新師營活動，相關行政業務刻正進行中。目前活動規劃主題包含：交大特色與翻轉教育、

各處室重點業務的分享、教學創新議題等。 
(二)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本學期仍持續鼓勵學生能跨系所專業組成團隊進行不同議題或主題學

習，協助學生課外正式學習活動的持續性成長。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 5 組學生提出申

請，審查結果預計於 8 月 20 日公告。 
(三)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08 年度計畫執行經費及申覆申請公文，業依教育部規定期限內函報

教育部。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活動重要時程如下： 
期程 內容 

108年9月20日 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結案繳交成果 

108年10月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分享會。 
2. 109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會。 

108年11、12月 
辦理109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將依教育部公

告時間為主） 

(四) 108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暨校內轉系結果： 
1.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結果業經108年8月12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委員會

確認通過，並於8月13日公告於四校網頁，本次四校合計有18人提出申請，經各校系所

審查並依優先志願排序後核准人數11人，其中本校轉出3人，轉入2人。 
校別 轉入本校人數 本校轉出人數 

中央大學 1(轉入運管系)  
陽明大學 

 
1(轉至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清華大學      1(轉入應數系) 2(轉至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碩士班) 
合計 2 3 

2. 申請校內轉系(組)合計有133人，經各相關學系審查，並依學生志願排序後，通過校內

轉系(組) 計有93人，名單業於8月13日公告於註冊組網頁。 
(五)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院碩士班與學士班學生通過逕修讀博士學位人數彙整如下： 

學    院 碩 士 逕 博 學 士 逕 博 小  計 

電機學院 16 9 25 

資訊學院 1 - 1 

理學院 14 2 16 

工學院 2 6 8 

光電學院 1 - 1 

生物科技學院 1 1 2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2 - 2 

智慧綠能暨綠能學院 1 - 1 

管理學院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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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學院 - - - 

人文社會學院 - - - 

客家文化學院 - - - 

合計 39 18 57 
(六) New e3 數位教學平台 

1. 本期電子報已於7月26日寄送，主題訂為「課程綱要 Introduction」，New e3的課程綱要

編輯介面與選課系統相同，教師可以輸入每週的目標、作業或考試等資訊。 
2. 已發布107學年度下學期的New e3意見回饋問卷，內容包含設計排版的滿意度及建議、

操作流程的滿意度及建議、建議New e3教學平台新增的功能、障礙回報等。網址：

https://bit.ly/2JYY8pX。 
(七) 出版社 

1. 出版品《傾聽獅潭：鄉村日常、生計與地方創生》入選2019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

「臺灣：故事之島」主題書單。本書於107年9月出版，本校人社系連瑞枝教授、程惠

芳擔任主編，由連瑞枝教授帶領學生團隊，走進苗栗獅潭，拜訪獅潭老街周遭店舖，

剝絲每段不同的生命故事。 
2. 今年為921地震二十週年，規劃於9月7日於邊譜書店（台中）舉辦「走出來的力量－－

客家媽媽的921震災二十週年紀事」講座，已連繫講者劉宏釗老師（《歸零與重生：石

崗婦女921災後生命歷程》溝通講座細節。目前正規劃線上活動宣傳，並積極接洽台中

客委會協助推廣講座活動。 
3. 預定於9月20日至22日參加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除參加大學出版社聯展外，另設交通

大學出版社獨立展位，持續提供海圖會相關文宣資料。（文案已完成撰寫，並請新生命

資訊服務公司製作設計）。 
四、 學務處 
(一) 108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開學典禮，訂於 9月 3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於中正堂舉行，下午 1

時 40分於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由校長主持，屆時將請副校長、

主秘、教務長、學務長、副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及相關主管

參加。 

(二) 108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性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主題為「壓力暖化危機－企鵝的尋冰之旅」，

預計規劃 11場活動，幫助校內師生認識內在情緒與壓力，學習適時紓壓與自我照顧。詳

細活動場次如附件 1，P10。 

(三) 108學年度資源教室共有 18名新生，其中大學部 13人、研究所 5人，目前已召開 4場個

別化支持服務計畫訂定會議，協助 2位學生特殊宿舍申請，以及 3位學生輔具申請(行動

輔具、FM調頻系統)。目前與高中端資教老師電話聯繫後，已接收10名學生資料，預計8

月底完成安置。 

(四) 國際志工成果 

https://bit.ly/2JYY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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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國際志工團於 7月 22日順利完成服務歸國，今年持續與華碩基金會合作，提供當

地 15台再生電腦供教學使用，並進行為期 20天的服務如英文、數位、科學實驗等教學

活動，引進海霸程式桌遊與英文文法講義等學習資源，造福學校 300 多名學童。回國後

進行成果影音資料彙整，以利未來國際志工成果發表及召募新團員，並將於 9月 6日參

與華碩國際志工成果發表會。 

2. 柬埔寨國際志工團已於 7月 23日順利完成在柬埔寨之義築服務，本次服務與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台灣義築協會合作，帶領本校學生與台北市立大安高工師生共同協力

完成泰柬邊境非營利 DPC School校舍整修工程，共計服務 20日，造福該校約 500名學

童。 

(五) 宿舍分配:配合大學指考放榜，於 108年 8月 8日~14日辦理 108學年度新生宿舍申請事

宜。宿舍房型介紹、申請手續與相關規定置放於住宿服務組網頁及新生入學指引提供查

閱。   

(六) 宿舍修繕: 

1. 為解決 13舍冬季熱水供應不穩定問題，於暑假進行熱水系統管線評估，並完成頂樓鍋

爐室老舊鍍鋅管汰換整理與熱水爐汰換工程。 

2. 配合 12舍交誼中心裝修工程，於 1樓公共空間浴廁進行性別友善暨無障礙廁所設立，

以兼顧不同性別及行動不便者對於空間使用的特殊需求與感受，營造友善環境。 

3. 配合節能政策之推動，於研三舍 6部電梯增設節能系統設置，目前已完成硬體設備安

裝，持續進行網路佈線與資訊系統資料建構，以利數據資料之收集分析。 

(七) 課外組將於 108年 8月 21日及 22日兩天，帶領學生社團重要幹部參加由陽明大學假新北

市大板根森林度假村主辦之 2019台灣聯大四校社團交流—「服務聯合國—2019FUN樂服

高峰會」活動，活動內容包含：特色團隊分享、設計思考工作坊、學習反思、名人演講等

等，引導學生們團隊合作，學習分析問題、跳脫框架解決問題，領受跨校同行致遠的力

量，創造出更多可能。 

(八) 本(108)年度 8月至 12月研究生獎助學金(系所經費)業於 8月 1日完成分配，累計本年度

相關經費均已分配完畢，請各單位於額度內撙節使用逐月核支。 

(九) 軍訓室近期協處學生生活輔導及校園安全事件，略以：協助照護同學酒醉情事、協助同

學因行經未有警示標示的施工處而發生跌倒受傷就醫、協助外籍生購物糾紛調解、協助

同學墜樓後續事宜及其家屬安排相關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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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處報告 
(一)重要工作進度報告 

1.圖書資訊大樓空間整修統包工程：專案管理勞務廠商於 108年 7 月 22日提送工作執行計

畫書，目前已將本校之需求統整後交予廠商修正。 
2.活動中心一樓美感教學空間及四樓多功能教室整修工程：勞務案於 108 年 5 月 27 日決

標。廠商初步設計已完成，7 月 4 日提送細部設計，7 月 8 日已召開審查會議。工程招

標案將於 8 月 15 日開標。 
3.工程五館大廳及教室改善工程：本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業經核定細部設計在案，辦理工

程公開招標中，預計 108 年 8 月 13 日截止投標，續辦相關事宜。 
4.十二舍交誼空間裝修工程：目前招標及評選委員簽辦中。俟完工後可提供本校南區學生

宿舍多功能使用之交誼空間。 
 (二) 近期工程通知 

光復校區環校道路西側 AC鋪面及瓦斯管線改善工程：已於 108年 7月 1日開工，目前

已完成瓦斯改善工程。於 8月 16日 02:00~24:00進行路面刨鋪（遇雨順延）；8月 17

至 18日劃設標線（含停車格），標線未劃設前請勿於施工範圍停放車輛。路面刨鋪施

工期間將進行交通管制（部分路段封閉無法通行），請師生配合交管人員指揮通行 
 (三) 107學年度第 3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報告 

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7條辦理，爰將各項決議提行政會議報

告。本次會議決議事項計 2案，會議紀錄詳附件 2，P11。 

  (四) 餐廳工作報告 
部份餐廳及便利商店合約到期，並於暑期施工，請教職員生注意施工時間。 

1.第二餐廳 1 樓美食街暨 2 樓素食部：得標廠商為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現已完

成撤櫃點交，暫停營業進行改裝施工中，預計 108 年 9 月開學時營業。 
2.十三舍 1 樓複合式便利商店：新得標廠商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已改裝完成，並於

8 月 6 日開始營業。 
3.第二餐廳便利商店:由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將於 108 年 8 月 2 至 31 日進行裝

修工程，須暫停營業，並預訂於 9 月 1 日開始營業。 
  (五)修正報告事項-紙張核銷無須至物品管理系統登錄 

原 108年 8月 2日 108學年第 1次行政會議總務處報告 (四)紙張核銷無須至物品管理

系統登錄，修正刪除其中第 1點文字「且本校於主計室請購系統請購及核銷時皆有紀

錄」，因主計室請購及管理系統不具備有總務處財物管理系統控管功能。 

 
六、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 計畫補助相關訊息： 

1. 科技部 108 年度第 2 期「補助國內舉辦學術研討會」受理申請：本案旨在增進我國與國

際學術界之交流，提高我國科技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9 月 25 日

止，作業要點及相關文件可至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網頁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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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部補助「臺德(MOST-DAAD)博士生赴德研究進修(三明治計畫)2020 年春季班」受

理申請：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簽訂之赴德博士班研究生研究訪問協定，

旨在補助我國博士候選人赴德國學術機構研修，以促進臺德學術交流，申請資格為各

領域科系已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在學學生，並能於 2020 年 3 月赴德國進行 6 至 18 個

月之研究進修者。校內截止日期至 108 年 9 月 24 日止，申請說明及各項申請文件等詳

細資訊請至科技部網頁「動態資訊」項下「計畫徵求專區」及科技部科教國合司(國際

合作業務)網頁查詢下載。 
(二) 產運中心公告： 

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Rebuild After PhD’s Industrial Skill and 
Expertise」(簡稱 RAISE 高薪計畫)：第三期計畫將提前於 8 月 19 日前由各培訓單位提出

申請，科技部擬於 9 月 20 日公告審核結果，科技部強制要求第三期計畫之廠商必須另提

撥新台幣九萬元作為培訓博士的獎金。歡迎老師如有指導的博士畢業生有興趣參與此計

畫，可將該員履歷提供給產學運籌中心；如有產學合作廠商想參與本校第三期計畫，也

誠摯歡迎廠商將公司基本聯絡資料提供給本中心。 
本案聯絡人：產運中心 徐燕玲小姐 yenlinghsu@nctu.edu.tw 分機 53252。 

主席裁示： 

請總務處、學務處加強宣導豪泰客運台北車站至本校南大門之行車路線及站牌標識、搭乘時間

等，並請提供將入學之新生運用。另建議豪泰客運規劃開發訂位系統之 APP，以利校內師生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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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 法國 

細胞綜合生物

學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Biology of the 
Cell) 

[新簽] 院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另附件 1，
p.1-p.3) 

1. 該研究所隸屬於法國巴黎-
薩克雷大學系統聯盟，為一

所由巴黎第十一大學、法國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法國原

子能署等機構所組成之聯合

研究單位。 
2. Prof. Michael DuBow 目前擔

任此研究所及巴黎第十一大

學之國際化事務主任，並獲

聘為本校環工所客座教授，

於每年暑假至環工所開設暑

期課程，因此提出此合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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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以增進雙方學術研究交

流。 

NCTU 
土耳

其 

柯克大學 
 (KOC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

交流合約書；院級交換

學生合約書(電機院、

資訊院) 
  
[加簽] 校級交換學生

合約書(另附件 2，
p.4-p.9) 

1. 該校位於伊斯坦堡，為土耳

其排名第一之學校，採全英

文授課。本校自2011年與該

校簽署校級 MOU 及院級交

換學生合約，著重於電機、

資訊領域；該校去(2018)年
積極邀請本校共同申請

Erasmus+ Programme 計畫，

獲得教師交換補助名額。 
2. 為推動雙方學生交流，2019
年美洲教育展(NAFSA)該校

主動提出加簽校級交換學生

計畫，並承諾將積極宣傳本

校短期研究機會與暑期課

程。 

5 年 

NCTU 捷克 
馬薩里克大學 
(Masaryk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人社院) 
  
[加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3，p.10-p.16) 

1. 該校位於捷克 Brno，係該國

規模第二大之大學，為一綜

合型大學。 
2. 本校人社院自2010年起與該

校簽訂院級 MOU 與交換學

生合約，雙方互有交換學生

往來。2019 年本處同仁參加

教育展，該校出席代表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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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合作領域至校級，以納

入更多背景領域之學生，經

評估，此合約值得拓展，以

促進兩校學術領域交流及學

生出國交換機會。 

(二) 重要外賓 8/5-8/16) 
日

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8/12 

千葉大學與金

澤大學 
Chiba University 
and Kanazawa 
University 

教授  

1. Rumi 
Tokunaga 

2. Hiroshi 
Yamamot
o  

兩校共 17 位學生於 8/10-8/31
至本校修習暑期短期課程，兩

位教授藉此機會拜訪國際處討

論 2020 年客製化短期課程。 

(三) 本處於 108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31 日辦理「2019 NCTU Japan Summer Program」，此專案

係特別為日本千葉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及金澤大學等 3校設計之客製化課程，課程內容囊

括「Python 程式入門」、「英語會話」、「入門華語」及「台日文化交流」等模組，依各

校所需選取套餐式課程。另本校語言中心日語老師協助招募本校日語社社員協助學員接

機及接待事宜，為雙方學生創造交流機會。本年度各校報名人數：千葉大學 7位、關西學

院大學 10 位及金澤大學 10 位，合計共 27 位學員。 
(四) 陳冠能國際長於 108 年 8 月訪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分別拜會該校校長、國際長、

工學院院長，以及主管國際事務相關人員，雙方達成共識，目標朝向成立 MIT-NCTU 
Program/Seed Fund 等校級合作計畫，並對外公開發表，以協助兩校間(1)教授、研究人員

與學生互訪；(2)MIT 學生參與本校 Summer Program 與後續至國內業界實習。後續將開始

細部討論。 
 

八、人事室報告 

本室訂於 108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00 於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B1 國際會議廳 A 辦理本校教職

員退撫制度及實務溝通座談會，歡迎本校編制內教職員踴躍參加 

 

參、其他事項主席裁示： 

一、 有關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規定之延長服務應符合之相關條件，以須符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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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研究計畫或曾獲得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為原則，且當事人不得自行要求延長

服務。將續落實執行此規定。前業與各學院院長溝通，將再擇期與系所主管溝通。 

二、 本校大數據研究中心與統計所及教育所合作，已彙整本校各項基本數據，各單位如有分

析研究需求，可與該中心聯繫。另 ICT 工坊與傳播所合作，已協助本校多項新設領域學

程之招生推廣業務，各單位如有需求亦可與之接洽。 

三、 請國際處主動聯繫各院加強推動與國外大學合作之 3+2 或 4+1 之雙聯學程，以促進本校

之國際化程度。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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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性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活動 

形式 

主題  講師 時間／地點 

全校 

講座 

我們與情緒的距離－談人際關係中

的情緒界線 

 林士傑(諮商心理師、Let's Con-來諮商 

創辦人與主編) 

108/10/02(三)15:30-17:20 

綜合一館 B102教室 

助你好眠－睡眠實驗室  蘇予昕(諮商心理師、NLP專業執行師) 108/10/16(三)13:20-15:10 

工程三館 115教室 

愛情之舞的進退兩難－談情感關係

與個人依附風格 

 李吳澤(嶺東科技大學專任諮商心理師、心

曦心理諮商所兼任心理師) 

108/11/25(一)13:20-15:10 

人社二館 110教室 

輔導知

能研習 

守護者的養成—從「漢娜的遺言」

談自殺防治 

 黃柏威(陽明及台北醫學大學兼任諮商心

理師) 

108/11/06(三)13:20-15:10 

工程三館 115教室 

學生 

工作坊 

「做研究」讓你心累了嗎？來場「解

&減壓」工作坊吧！ 

 黃河(平衡身心科診所臨床心理師) 108/11/02(六) 9:30-16:30 

活動中心 2F 團體諮商室 

「鬱」見你－《小柔的最後一天》

桌遊工作坊 

 白詩淵(諮商心理師、心靈角落工作室創辦

人兼負責人與桌遊設計師) 

108/12/07(六) 9:30-16:30 

活動中心 2F 團體諮商室 

與酒相癒－微醺過聖誕的調酒讀夢

工作坊 

 賴逸仙(諮商心理師、丙級調酒技術士) 108/12/14(六)13:30-16:30 

活動中心 2F 團體諮商室 

教職員 

工作坊 

療癒手作好蒔光－乾燥花自我照顧

工作坊 

 鍾雅惠(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園藝治

療師) 

108/11/15(五)13:30-16:30 

圖書館 B1殷之浩紀念空間 

校園 

大活動 

[尋寶活動] 冰磚圖鑑大搜查－搜

集七彩冰磚 

 諮商中心 

全校心衛推廣團隊 

108/10/16(三)~11/30(六) 

光復校區校園各處 

[擺攤活動] 企鵝校園生存指南－

壓力指數給幾分？ 

 108/11/18(一)、11/20(三) 

11:30-13:00 

學生第二餐廳 

[擺攤活動] 雪球大作戰－挑戰情

緒智能王 

 108/11/26(二)、11/28(四) 

11:30-13:00 

女二餐廳廣場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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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7學年度第 3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8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總務長 
出席：黃美鈴委員(黃衍貴代理)、楊黎熙委員、郭自強委員、王可欣委員、 

蔡美文委員、黃衍貴委員、簡紋濱委員、陳皇銘委員、鍾崇斌委員、 
蔡佳宏委員、林苕吟委員、張宏宇委員、莊弘鈺委員、管延城委員、 
黃琬珈委員(梁家語代理)、何家慈委員、呂紹榕委員、簡上棋委員、 
陳溫亮委員 

請假：郭家豪委員、金立群委員、詹明哲委員、張勝豐委員 
列席：黃福田、李彥頫、梁秀芸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曾群明副處長、許子建科長、江崇聖技士 
鼎漢國際工程公司：陳柏君、李思葦、何亮樺 

紀錄：溫淑芬 
 
壹、報告事項（略） 
貳、案由討論 
案由一：新竹市政府擬改國光客運 182 路線巴士取代小紅巴入校提高公車使用率乙案，請審議。(事

務組提) 

說  明：本案前於 108 年 6 月 19 日、6 月 26 日由市府召開「新竹生活圈幹支線公共運輸發展規劃」

第 16、17 次工作會議」，邀請本校事務組及駐警隊與會(本校與會說明詳如附件三，P.6-22)，

為整合新竹市整體公共運輸發展，擬取消本校現有小紅巴路線，改由國光客運 182 路線巴

士取代之方案，經討論後市府團隊擬向本會簡報本方案之優點，以利計畫之推動。 

擬  辦：擬請討論是否同意市府方案，請討論。 

決  議： 

一、同意國光客運 182 路線巴士取代小紅巴入校行駛。後續公車入校交通行駛動線、停靠點設

置、人員上下車之安全性及校內師生搭乘優惠方案等，總務處將持續與新竹市政府研議協調。 

二、出席委員 19 位，經委員表決：17 票同意、0 票不同意，通過本案。  

 

案由二：為提升北大門行人安全，是否應於北大門校內設置計程車招呼站，請討論。(呂紹榕委員提) 

說  明： 

一、 近期光復校區北大門外路面重新鋪設與規劃路面標線，將梅竹山莊前行人穿越道往光復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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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方向移動，增加汽車視距提升行人安全。(詳如附件四，P.23) 

二、 惟本校仍有計程車之需求，該處仍多有計程車停放於行人穿越道附近以及大門轉彎處，

影響行人之安全。 

三、 已詢問運管系吳宗修老師，其建議如下(完整信件內容，如附件四，P.23)： 

(一) 於大學路規劃計程車位，指定停放，如有違規再向交通隊檢舉取締。 

(二) 是否將計程車候車車位規劃於校內，端視學校對此議題之立場與態度(南北校門穿越問題) 

四、 故提請委員會討論，是否應發函要求市府於大學路劃設計程車位，並請警察局協助取

締、或於校內規劃計程車候車車位並針對南北校門穿越做限制。 

決  議： 

一、考量校園停車位不足及校園停車管理之全面性，經主席提議委員附議「本案請業務單位函文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研議於大學路規劃計程車候車格之可行性」。 

二、出席委員 19 位，經委員表決：17 票同意、0 票不同意，通過本案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20  
 

 

 

 

 


	(一) 計畫補助相關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