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表
討論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本校「108 年度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案。

大數據研究中心

本案業提 109 年 4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並於 109 年 4 月 29 日以交大
數據字第 10910042470 號函報
教育部備查。

P1

附件2-1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附表一

收支餘絀明細表
109年1月1日至4月30日
截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總業務收入
業務收入
學雜費收入
學雜費減免(-)

-

至

累計實際數

本

月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止

比較增減金額

6,048,499

2,113,936

-3,934,563

34.95%

5,631,499

1,968,407

-3,663,092

34.95%

774,191

308,102

-466,089

39.80%

159

20,841

0.00%

21,000

-

說

執行
率%

明

建教合作收入

2,370,000

874,380

-1,495,620

36.89% 收支併列

推廣教育收入

45,000

8,462

-36,538

18.80% 收支併列

權利金收入

15,000

5,577

-9,423

1,505,829

545,666

-960,163

36.24% 教育部按季撥付補助款

其他補助收入

917,479

218,186

-699,293

23.78%

雜項業務收入

25,000

8,193

-16,807

業務外收入

417,000

145,529

-271,471

34.90%

利息收入

35,000

14,475

-20,525

41.36%

投資賸餘

2,000

15,080

13,080

0.00%

190,000

42,531

-147,469

158,000
2,000
30,000

65,404
492
7,547

-92,596
-1,508
-22,453

24.60%

6,411,637

2,146,026

-4,265,611

33.47%

6,154,687

2,043,493

-4,111,194

33.20%

3,079,804

983,921

-2,095,883

31.95%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160,891千元

建教合作成本

2,357,500

874,268

-1,483,232

37.08%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101,309千元

推廣教育成本

39,500

8,369

-31,131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324,295

63,404

-260,891

19.55%

管理及總務費用

333,788

107,824

-225,964

32.30%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20,195千元

雜項業務費用
業務外費用

19,800
256,950

5,707
102,533 -

雜項費用

256,950

102,533

-154,417

32,090

331,048

學校教學補助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
收入
受贈收入
違約罰款收入
雜項收入

總業務成本與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
本

賸餘(短絀-)

-

363,138

-

-14,093
154,417

0.00%

收支併列，研究成果提供權利所獲
得之收入

收支併列，係各政府機關專案補助
經常門之款項

32.77% 收支併列，招生收入

各場地收入本年度預計提撥35,000
22.38% 千元供全校統籌分配使用外，其餘
均係屬專款專用
41.39% 收支併列

25.16% 收支併列
未涉及現金支出之財產折舊及攤銷
共計315,825千元

21.19%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178千元
內含受贈款及教育部等政府補助之
獎助學金39,443千元

28.82% 招生相關支出
39.90%
39.90% 含財產折舊攤銷及短絀33,252千元
8.84%

說明：本表實際數欄內之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受贈收入及部分專款專用之場地雜項收入等科目均以實際支
用數認列收入，有差異部分係用於資產購置(截至4月底止建教、推廣、受贈、場地及雜項收入等購置設備及
軟體等75,89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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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附表二

資本支出執行情形明細表
109年4月止

預算科目及計畫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單位：新台幣千元

截至4月底止
可用預算數(含 截至4月底累 實際執行數
執行率
達成率
尚未執行數
調整流用數) 計預算分配數 (含應付未付
﹝C﹞/﹝B﹞ ﹝C﹞/﹝A﹞ (D)=(A)-(C)
數) ﹝C﹞
﹝A﹞
﹝B﹞

2,000

200

1,566

783.17%

78.32%

434

光復校區西區校地基礎
建設工程

1,000

140

173

123.26%

17.26%

827

校區開發基礎建設工程

1,000

60

1,394

2322.95%

139.38%

-394

227.41%

56.85%

5,178

房屋建築

12,000

3,000

研三舍周邊景觀工程

3,000

1,000

2,201

220.06%

73.35%

799

圖資大樓8樓第3會議室
等整修工程

4,000

2,000

3,205

160.26%

80.13%

795

工六館旁候車亭工程

2,000

970

#DIV/0!

48.50%

1,030

人社三館大門更新工程

2,000

347

#DIV/0!

17.33%

1,653

其他零星工程

1,000

-

100

#DIV/0!

10.00%

900

其他各項圖儀設備
(含保留)

569,102

126,270

140,944

115.13%

33.75%

428,158

教育部補助基本需求

56,994

8,000

12,086

151.08%

21.21%

44,908

深耕及補助計畫

226,948

56,570

28,756

50.83%

12.67%

198,192

自籌收入收支併列計畫

285,160

61,700

100,102

162.24%

35.10%

185,058

合

583,102

129,470

115.34%

25.61%

433,769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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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8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節錄版)
時間：109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圖書資訊大樓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俊勳副校長代理
出席：陳俊勳執行長、王念夏委員、盧鴻興委員(陳永昇副教務長代理)、黃美
鈴委員(陳俊太副學務長代理)、張基義委員、李大嵩委員、魏駿吉委員、
張靄珠委員、林建中委員、管延城委員、賴明治委員、曾建超委員、謝
文良委員(請假)、邱水珠委員
列席：策略發展辦公室梁嘉雯小姐、大數據研究中心劉奕蘭副主任、陳瑋真小
姐、總務處楊黎熙副總務長、梁秀芸小姐(請假)、事務組戴淑欣組長、
梁雅婷小姐、校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體育室黃杉楹主任、生物科技學
院楊進木院長、蘭宜錚副院長、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執行長、吳秉芳
小姐、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研發處鄭惠馨小姐、主計室董秋梅組長、
楊明幸組長、呂明蓉組長、徐美卿小姐、黃蘭珍小姐、學聯會代表(請假)
記錄：何俞萱
壹、主席報告：(略)
貳、執行長報告： (略)
参、報告事項：(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擔任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普誠公司)第十二屆董
事，並續由陳衛國教授擔任董事代表，聘期自本年 6 月 18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17 日止，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94 年 9 月 14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 號函規定：
「學校擔
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須負公司經營管理或監督之法律責任，另依公司
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對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之代表權
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為求審慎，請將已擔任或同意擔任
董事或監察人之事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嗣後若擬同意
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宜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為之。」
二、次依本校 94 年 10 月 3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公司邀請本校指定
法人代表擔任其董事或監察人時，須對方承諾代為投保，方得同意擔任。
相關董監事酬勞程序上應先入校務基金，再依簽呈分配指定用途；個人
車馬費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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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依本校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及 103 年 12 月 9 日本校「研議建立本校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審查機制
會議」決議，本案由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葉銀華教授、科技法律研
究所林建中副教授、主計室魏駿吉主任及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等 4
人，共同組成「本校教師擔任公司法人代表諮詢小組」，於本年 2 月 12
日召開本校擔任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屆董事諮詢小組會議。檢
附會議紀錄及相關附件各 1 份(附件 5-1，P25-117)。
四、陳師兼任該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業經光電學院三所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核通過在案(附件 5-2，P118-119)。
五、查陳教授前經本校指派兼任該公司董事代表，聘期自 106 年 6 月 14 日至
本年 6 月 13 日，本案為續聘案。次查本校與該公司簽訂之產學合作人員
兼職計畫合約書草案(附件 5-3，P120-121)，已明訂各方之權利與義務，
董事代表應盡善良管理人之義務，就受委任事項執行業務。董事報酬作
為學術回饋金納入校務基金運用，該公司為本校董事代表投保責任險。
決

議：參酌本年 2 月 12 日本校擔任普誠公司第十二屆董事諮詢小組會議紀
錄，本校僅持有該公司 1,225 股，卻擔任法人董事，考量董事責任之
衡平性及必要性，經主席裁示採無記名投票，以出席委員 12 位中 5 票
同意、7 票不同意，未通過本校指派陳衛國教授續擔任普誠公司董事
代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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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
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校對專任
教師兼或任職營利事
業機構團體期間，利
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
究成果，應依本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
辦理。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
師兼或任職營利事業
機構團體期間，利用本
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
果，應依本校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

因應本校「研究發展成果
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
廢止，本校教師兼職或任
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期
間，利用本校資源而完成
之研發成果，該成果之歸
屬及其智慧財產權之運
用事宜，得適用本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其
授權訂定之相關規定或
施行細則辦理。故修正本
條辦理依據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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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利事業機構回饋辦法修正草案
92 學年度第廿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92 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2 學年度第卅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年度第十二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十六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年度第十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交通大學因應國家知識經濟發展，落實產學合作，促進國家產業科技
發展，配合教育部公教分途與放寬教師兼、任職之政策，並兼顧本校專任
教師教學研究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得依「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規定申請至
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職，惟需滿足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基本
時數規定。
第三條 依本準則申請至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職之教師，須經所屬學系(所) 教師
評審委員會會議及院長通過後，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職。在
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應重行申請。
第四條 專任教師至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之職務以研究專長領域相關者為限，須
由學校與營利事業機構團體訂立合作契約並約定收取學術回饋金。惟兼
職時，日間工作每週不得超過八小時。
第 五 條 本校對專任教師兼職之營利事業機構團體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兼職回
饋金至少為兼職費之百分之廿，且其額度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
在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兼職回饋金得逐案訂定。依本條規定所收取之學
術回饋金，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得以簽約時前三個月之市面平均價值股票替
代之。前述學術回饋金之額度依個案與兼職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協商後簽經
研究發展處及校長核定後，由研究發展處與營利事業機構團體辦理簽約事
宜。
第六條 營利事業機構團體依第五條規定所應繳納之學術回饋金，由學校統一收
取後，其中百分之七十分配予學校，院、系所各收取百分之十五。
回饋金支應項目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利事業機構團體期間，利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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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應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第八條 各系所教學單位應于每學期教師申報教師授課研究鐘點之時，要求所屬教
師申報校外兼職情形；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不實之教師，自申報通知日起
兩年內，不得申請研究發展處各類經費補助。
教師至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職，未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者，送請教師評
審委員會處理，併列入續聘、升等及教師評鑑參考。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同意，並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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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10 日 88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22 日 8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與運用準則」及「教育部大學校院教師人力之彈性運用措
施」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2. 以本校校務基金或政府所有之經費或基金，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
得之成果（包含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研發成果），其人格權歸屬創作人，
財產權歸屬本校。創作人包含所有參與研究的教授、學生及助理。接受
外界委託案時可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例與研發之貢獻，全部或部分歸屬
委託機關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相關之權利義務應於契約訂定中之。
3. 多人參與之研發成果發表為論文時，所有創作人皆應列名。
4. 本校所屬之研發成果進行技術移轉時，他方應以權利金、技術作價股權
或雙方同意之其他方式回饋本校。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以非專屬為原
則，然在考量技術利用與產業發展之綜合效益時，得以專屬授權為之。
5. 技術移轉之所得應依比例分配與創作人，其分配比例由研究發展會議另
訂之。
6. 本校教師得將其研發成果轉換為生產行為（含自行創業），惟應將所獲
之利潤適度回饋本校，其回饋方式由研究發展會議另訂之；必要時得辦
理借調，但以留職停薪為原則。
7. 本校教師（未含兼任行政主管者）以不影響本職工作為原則，經簽准後
得兼任公民營機關之董監事，然兼職酬勞仍受行政院規定限制，且不得
擔任負有經理權限之職務，如總經理、經理、主任等。涉及民營機關行
政業務之簽署或批核行為，視為執行經理權限之行為，應依規定先行辦
理借調或離職。
8. 本校教師如有違反上述各項規定之情事，各級教評會、倫理委員會得按
情節輕重議處。
9.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訂定，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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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 101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五條及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本校為達成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
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與政
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
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提供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材料、
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
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
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有關產學合作事項，除前條第二款外，由本校研究發展處
(以下簡稱: 研發處)統籌及業務相關單位辦理。
研發處所屬產學運籌中心得依產學合作事項進行任務編組，並得依業
務性質訂定相關規定。
第四條
以本校校務基金或政府所有之經費或基金，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或
產學合作所獲得之成果（包含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研發成果），其人格權歸
屬創作人，財產權歸屬本校。
前項所稱創作人係指實際參與研究的本校教師、職員、研究人員、計
畫人員、約用人員及學生，依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取得創作人格權之人。
本校接受外界委託產學合作案，以有償或其他回饋本校方式為原則，
除法令另有規定、涉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應遵守其規定外，因其產出之成
果，可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例及研發之貢獻，得授權使用、共有、部分所
有或經技術移轉後，全部歸屬委託之合作機構所有，相關之權利義務應於
契約約定之。
第五條
創作人不得違反本辦法將本校研發成果自行提供予業者或參與籌設
營利事業，惟論文、期刊、專書及作品等學術成果發表，則不在此限。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本校行政作業程序而逕與合作機構簽訂
合約。教師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本校專任教師，其以學會、協會或基金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應經學
校行政作業程序許可。
第六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依實際合作需求定
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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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
侵權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
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六、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及賸餘經費
等財產管理運用。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第七條
敏感科技計畫申請人或參與人員若欲主動或被動對外進行敏感科技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時，應事前提出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公開活動相關資
料，經本校同意後，依敏感等級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審查或備查。
前項涉及計畫成果、繳交書面報告、申請公開活動之相關業務及計畫
簽約，均以密件方式處理。
發現違常事件或洩密應立即聯絡相關單位，依校內行政程序採取緊急
補救措施以降低損害，並將處理結果回報政府資助機關。
本條有關敏感科技其相關名詞定義、敏感科技項目、主管機關、處理
程序、申請文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未盡詳列事項，依現行「政府資
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產學合作事項涉及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
由本校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訂定相關規定，並由該委員會辦理
相關事務。
第九條
除政府主管機關或法令已有明定依其規定外，本辦法未盡規定事宜，
由研發處依其職責範圍訂定相關規定或施行細則，召開研發常務委員會，
對下列事項進行審議:
一、產學合作管理運用。
二、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運用所得利益之歸屬及分配。
三、利益衝突迴避與資訊揭露機制。
四、本校教職員工生衍生創新事業之管理。
五、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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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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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王念夏主任秘書、盧鴻興
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曾成德總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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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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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張翼代理院長、生物科技學院楊進木院
長、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智慧科學
暨綠能學院曾煜棋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
吉主任、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
請 假：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光電學
院陳顯禎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學生代表呂家興同學、學生代表
李柏毅同學
列 席：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簡仁宗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
環保安全中心張家靖主任、智慧醫療推動中心柯立偉副主任、智慧醫
療推動中心楊易蓁小姐、智慧醫療推動中心林育嫺小姐、研究發展處
陳冠儒先生、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黃姿霓博士後研究員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奇宏副校長、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前瞻系統工
程教育院周世傑院長
紀 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因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疫情已趨緩，本校體育設施及運動場館除原
已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退休人員及申辦會員證之校友使用外，自本
週起開放予已申辦會員證之眷屬及校外人士使用，期能藉由維持運動
習慣，紓緩身心壓力並維護身心健康。
二、本校學生宿舍 12 舍 B1 交誼中心整修工程已峻工，其工程款除教育部
補助部分經費外，餘不足經費則由本校歷年宿舍經費之結餘款支應，
特別感謝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多年來撙節運用及管控經費。本次將
空間定位升級為「南區交誼中心」，不再侷限於只有 12 舍住宿學生使
用，交誼廳也開放入住本校 12 舍、13 舍、研 2 舍近 2 千名學生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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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本校與台大醫院新竹分院為促進學術交流暨臨床應用發展，加強
學術合作，雙方擬延續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請討論。（智慧
醫療推動中心及研究發展處提）
說 明：
一、本校與台大醫院新竹分院為促進學術交流暨臨床應用發展，加強
學術合作，雙方擬延續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二、檢附本校與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學術合作協議「學術合作協議書」
(附件 3，P.18~P.2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人員職稱類中英雙語詞彙」修正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決

明：
一、107 年 4 月 25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7 次校教評會訂定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後，原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聘用之專案教學人員，於聘期屆滿後均已依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辦理，爰刪除該類職稱。
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依專案教師之教學研究
工作性質，區分為「專業教學教師」、「實作教學教師」、「教
學研究教師」及「產學教師」等四類(附件 4，P.21~P.22)。
三、檢附本校「人員職稱類中英雙語詞彙」修正對照表(附件 5，
P.23~P.26）。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廢止案，請討論。(研究發
展處提)
說 明：
一、有關本辦法第一條依據的法規名稱「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與運用準則」及「教育部大學校院教師人力之
彈性運用措施」
，已經因年代久遠而異動或廢止，此外本校已依「科
學技術基本法」、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
，業於 102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施行。
二、原先本辦法預計於「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時一
併提案廢止，惟當時校內委員尚有疑慮，故迄今尚未廢止。然「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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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施行六年多以來運作順暢，產學
合作之其他細部規定也依此辦法為訂定依據，故本辦法實際上已
無適用之必要。
三、有關本辦法第二條至第六條、第八條至第九條內容，已於本校「國
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或相關授權之細則有所制定；第
六條及第七條涉及兼職或借調部分，人事室也有相關法規規範可
遵循。既相關新法已涵蓋本辦法之內容，爰廢止本辦法，以合時
宜。
四、檢附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附件 6，P.27)及本
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附件 7，P.28~P.29)。
五、經行政會議通過廢止後，將續提送校務會議。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九點、第十五點修正案，請討論。(人
事室提)
說 明：
一、配合研究發展處擬廢止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及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新增第三條第二項，爰修正本校「教
師借調處理準則」。
二、檢附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九點、第十五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8，P.30~P.3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第七條修正案，請
討論。(研究發展處提)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研究發展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廢止，涉及
本校教師兼職或任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期間，利用本校資源而完
成之研發成果，得適用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以下，
及第九條授權訂定之相關規定或施行細則，辦理研發成果之歸屬
及其智慧財產權之運用事宜。爰建請修正本辦法第七條。
二、檢附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回饋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9，P.33~P.35)，另檢附本校「研
究發展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附件 10，P.36)及本校「產學
合作實施辦法」(附件 11，P.37~P.38)供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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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後，將續提送校務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校「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
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109 年 4 月 27 日通知，本校應於自我品保相
關辦法中並明確指出評鑑所需經費來源以及專責單位，爰修正第
五條第二項部分條文有關專責單位的條文，及新增第九條明列評
鑑所需經費來源。
二、依據 109 年 3 月 6 日本校校級系所品質保證指導委員會的建議，
每受評系所應新增至三至五位委員，爰修正第六條「院級合併評
鑑委員會」條文內容。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5 月 6 日 109 年度校級系所辦理品質保證工作小
組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12，P.39)。
四、檢附本校「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3，P.40~P.4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本校「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實施細則」第三條修正案，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建議本校明確規範外部評鑑委員研習機制於自
辦品保相關辦法中，以及評鑑結果公布之處，爰修正本細則第三
條。
二、本案業經109年5月6日109年度校級系所辦理品質保證工作小組會
議審議通過(附件12，P.39)。
三、本校「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實施細則」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14，P.45~P.49)。
決 議：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修正事項如下：
(一)將後段文字誤植之「已」修正為「以」，條文文字修正為：「評
鑑委員應具備評鑑相關知能，需參閱「院級合併評鑑委員會」手
冊或參加研習，以充分瞭解本校自辦品質保證的任務與目的」。
(二)刪除第一目最後段「評鑑委員進行實地訪評前，必須詳閱本校自
辦品質保證計畫書重點簡介、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工作手冊（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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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交通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
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七條
本校對專任教師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
兼 或 任 職 營 利 事 業 機構
或任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
團體期間，利用本校資源
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成
完成之研究成果，應依本
之研究成果，應依本校研
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
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
定辦理。
理辦法規定辦理。

說明
因應本校「研究發展成果與
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廢
止，本校教師兼職或任職營
利事業機構團體期間，利用
本校資源而完成之研發成
果，該成果之歸屬及其智慧
財產權之運用事宜，得適用
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及其授權訂定之相關規定或
施行細則辦理。故修正本條
辦理依據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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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利事業機構回饋辦法修正草案
92 學年度第廿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92 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2 學年度第卅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年度第十二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十六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交通大學因應國家知識經濟發展，落實產學合作，促進國家產業科技發展，配合教
育部公教分途與放寬教師兼、任職之政策，並兼顧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工作，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得依「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規定申請至營利事業機構團
體兼職，惟需滿足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基本時數規定。
第三條 依本準則申請至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職之教師，須經所屬學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
議及院長通過後，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職。在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
應重行申請。
第四條 專任教師至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之職務以研究專長領域相關者為限，須由學校與營利事
業機構團體訂立合作契約並約定收取學術回饋金。惟兼職時，日間工作每週不得超過八小
時。
第 五 條 本校對專任教師兼職之營利事業機構團體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兼職回饋金至少為兼
職費之百分之廿，且其額度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兼職回
饋金得逐案訂定。依本條規定所收取之學術回饋金，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得以簽約時前三個
月之市面平均價值股票替代之。前述學術回饋金之額度依個案與兼職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協商後
簽經研究發展處及校長核定後，由研究發展處與營利事業機構團體辦理簽約事宜。
第六條 營利事業機構團體依第五條規定所應繳納之學術回饋金，由學校統一收取後，其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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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七十分配予學校，院、系所各收取百分之十五。
回饋金支應項目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利事業機構團體期間，利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應依
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第八條 各系所教學單位應于每學期教師申報教師授課研究鐘點之時，要求所屬教師申報校外兼
職情形；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不實之教師，自申報通知日起兩年內，不得申請研究發展處各
類經費補助。
教師至營利事業機構團體兼職，未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者，送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處理，
併列入續聘、升等及教師評鑑參考。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同意，並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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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交通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八十八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1.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
成果歸屬與運用準則」及「教育部大學校院教師人力之彈性運用措施」訂定
本辦法。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2. 以本校校務基金或政府所有之經費或基金，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 得之
成果（包含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研發成果），其人格權歸屬創作人， 財產權歸
屬本校。創作人包含所有參與研究的教授、學生及助理。接受 外界委託案時
可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例與研發之貢獻，全部或部分歸屬 委託機關或企業所
有或授權使用，相關之權利義務應於契約訂定中之。
3. 多人參與之研發成果發表為論文時，所有創作人皆應列名。
4. 本校所屬之研發成果進行技術移轉時，他方應以權利金、技術作價股權 或雙
方同意之其他方式回饋本校。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以非專屬為原則，然在考
量技術利用與產業發展之綜合效益時，得以專屬授權為之。
5. 技術移轉之所得應依比例分配與創作人，其分配比例由研究發展會議另訂之。
6. 本校教師得將其研發成果轉換為生產行為（含自行創業），惟應將所獲之利潤
適度回饋本校，其回饋方式由研究發展會議另訂之；必要時得辦理借調，但
以留職停薪為原則。
7. 本校教師（未含兼任行政主管者）以不影響本職工作為原則，經簽准後 得兼
任公民營機關之董監事，然兼職酬勞仍受行政院規定限制，且不得 擔任負有
經理權限之職務，如總經理、經理、主任等。涉及民營機關行 政業務之簽署
或批核行為，視為執行經理權限之行為，應依規定先行辦 理借調或離職。
8. 本校教師如有違反上述各項規定之情事，各級教評會、倫理委員會得按 情節
輕重議處。
9.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訂定，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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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 101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五條及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本校為達成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
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
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提供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材料、檢測檢驗、
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
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有關產學合作事項，除前條第二款外，由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 研
發處)統籌及業務相關單位辦理。
研發處所屬產學運籌中心得依產學合作事項進行任務編組，並得依業務性質訂定相
關規定。
第四條
以本校校務基金或政府所有之經費或基金，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或產學合作所獲
得之成果（包含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研發成果）
，其人格權歸屬創作人，財產權歸屬本校。
前項所稱創作人係指實際參與研究的本校教師、職員、研究人員、計畫人員、約用
人員及學生，依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取得創作人格權之人。
本校接受外界委託產學合作案，以有償或其他回饋本校方式為原則，除法令另有規
定、涉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應遵守其規定外，因其產出之成果，可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
例及研發之貢獻，得授權使用、共有、部分所有或經技術移轉後，全部歸屬委託之合作
機構所有，相關之權利義務應於契約約定之。
第五條
創作人不得違反本辦法將本校研發成果自行提供予業者或參與籌設營利事業，惟論
文、期刊、專書及作品等學術成果發表，則不在此限。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本校行政作業程序而逕與合作機構簽訂合約。教師接受
委託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本校專任教師，其以學會、協會或基金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應經學校行政作業程
序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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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依實際合作需求定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及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定
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權方式、使用
方法及範圍。
六、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管理運
用。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第七條
敏感科技計畫申請人或參與人員若欲主動或被動對外進行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
活動時，應事前提出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公開活動相關資料，經本校同意後，依敏感等
級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審查或備查。
前項涉及計畫成果、繳交書面報告、申請公開活動之相關業務及計畫簽約，均以密
件方式處理。
發現違常事件或洩密應立即聯絡相關單位，依校內行政程序採取緊急補救措施以降
低損害，並將處理結果回報政府資助機關。
本條有關敏感科技其相關名詞定義、敏感科技項目、主管機關、處理程序、申請文
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未盡詳列事項，依現行「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
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產學合作事項涉及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由本校人體與
行為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訂定相關規定，並由該委員會辦理相關事務。
第九條
除政府主管機關或法令已有明定依其規定外，本辦法未盡規定事宜，由研發處依其
職責範圍訂定相關規定或施行細則，召開研發常務委員會，對下列事項進行審議:
一、產學合作管理運用。
二、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運用所得利益之歸屬及分配。
三、利益衝突迴避與資訊揭露機制。
四、本校教職員工生衍生創新事業之管理。
五、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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