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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一、教務處報告 

（一）招生業務 

1、教育部日前函示因配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之修正，爰先行規劃109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申請案，包含原於每年11

月底提報之特殊項目(博士班)申請案，及隔年5月底提報之一般系所增

設調整申請案，預計調整至108年1月底提報，來文已轉知各院系所班。 

2、本校108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報名人數：百川學士學位學程555

人 (去年421人)(招生名額33名)、資訊工程學系102人(招生名額7

名)，預定於12月與1月分兩梯次放榜。 

3、108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於12月中報名，2月13日(三)-2月14日

(四)筆試(2月2日-2月10日春節假期)，2月14日(四)-2月19日(二)閱

卷，感謝各院系所教師持續配合協助命題與閱卷等相關試務。另因報

名審件、筆試監試、閱卷襄卷等試務工作都需要大量人力協助，才有

辦法在最短時間內正確完成相關試務處理，敬請各院系所能諒解並同

意抽調部份同仁協助，使各系所的招生可以順利完成。 

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108年1月25日(五)、26日(六)兩

天舉行，新竹考區輪由本校主辦試務，規劃建功高中、新竹高中、新

竹女中、竹北高中4分區，將動員大約220位本校同仁協助試務(另有清

華大學與中華大學協助竹中與竹女分區監試)。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相關考試是協助各大學招生，各大學理當協助相關

試務，以往均協調各系所老師協助，近年已調整全面改由本校助理幫

忙，感謝各院系所同意抽調部份同仁協助。 

（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預計於12月4日將所收到的評審委員意見回傳給教授們，並提醒上傳修改

過的計畫書。將在12月20日前將計畫書送至教育部。 

（三）跨域學程 

1、目前完成6場次「跨域學程小型說明會」。107年12月還有4場宣傳會將

加強宣傳，以提高學生參加不同跨域專長說明會的次數。 

2、跨域學程第二專長總整課程：延長開放跨域總整申請，收件日為10月

30日至11月30日，預定於12月底前完成校內審查並公布結果，進行課

程補助。 

（四）ICT工坊(創創工坊) 

1、107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專業創作課程共計21門，截至11月30日已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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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門微學分課程及5門學習坊，課程持續開課中，並隨時公告於官方網

頁上。 

2、以工程一館為中心之「ICT校級共同實驗室」，日前已完成驗收。並陸

續開設學習坊課程、舉辦活動。目前正研擬空間使用辦法，待修訂通

過後即公告上網。 

3、ICT工坊聯合教學發展中心，擬於明年三月舉辦成果展及系列活動，屆

時除展示領域小組課程成果、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及競賽成果外，亦舉

辦科系系列活動講座。 

（五）「領袖學程的16堂課」12月份預定邀請講者及講座主題如列 

1、12月4日：青年國際觀的培力（勵馨基金會謝幸吟主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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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月18日：病人自主與臨終醫療（蔡宏斌醫師）。 

（六）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預審 

為協助學士班應屆畢業生能順利於修業期限內完成學業順利畢業，已完成學

士班應屆畢業生之通識、外語、體育等全校性共同課程學分預審，接續將由各

學系做服務學習課程、導師課程、專業必修、選修課程及最低畢業學分之預審。

預審結果預計於12月底前送交學生，供學生做為下學期選課參考。 

（七）期中預警輔導作業 

11月26日起為各學系依預警狀況進行學生學業學習輔導階段，各學系可依預警

狀況發mail通知被預警登錄的學生，加強學生學業學習的輔導、將預警狀況匯

出轉知學生之導師；亦可針對學習狀況不理想之學生，考量是否列印通知書通

知家長；導師另可透過全方位導師服務系統查詢導生預警狀況。 

（八）107學年度第1學期之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 

學生將於107年12月20日-108年1月6日上網填答期末教學反應問卷，本組

已通知各教學單位，並啟動相關前置作業。 

（九）107學年度第1學期之停修課程 

本學期學生辦理停修課程期限至12月28日止，學生申請停修課程後，當

學期修習學分仍應達最低應修學分數之規定。 

（十）107學年度第2學期之學生初選 

下學期學生初選將為1月2-4日、1月8-10日進行。 

（十一）學生活動 

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開放申請時間為107年11月1日至

12月20日，預計明年1月聘請校內專家擔任審查委員進行審查作業，並

於教發中心網頁統一公告通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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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數位教學平台 

12月19日New E3數位教學平台講座12月04日已開放報名，本次講座主

題「數位教材著作權及使用倫理」，目前正積極宣傳講座活動，敬邀各

位師生一同參與此次專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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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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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集》張維安總主編，共計12輯，各輯特邀各

領域專家主編選文，目前正進行校稿、封面文字整理及潤改；已協

助完成招標工作，陸續發印，預計2019年1月出版。 

(2) 《傳奇人生：張俊彥傳》：作者為科法所王敏銓教授。本書原訂1月

26日舉辦新書發表會，唯張前校長夫人為求書籍品質，已表示希望

暫緩出版，出版社會再持續追縱書籍進度。 

(3) 《院藏盛宣懷與南洋公學史料彙編》：此為本校與故宮合作之出版

案，11月21日召開第一次編輯會議，待故宮提供文字及圖片檔後，

再安排進入編輯流程，預計2019年4月出版。 

3、【行銷推廣】：2019年臺北國際書展活動規劃，目前書展基金會公布書

展沙龍活動場地申請名單。交大出版社申請通過兩場青春沙龍，講者

及活動細節仍在討論階段，預計12月10日確定活動細節。 

（十四）開放教育推動中心 

開放式課程本學期進行12門開放式課程錄製與1門遠距課程播送作

業，並錄製2場場校內可開放講座之錄製。開放式課程每年以16門課

程，20-30萬流覽量持續成長，建置迄今共265門(240門為全影音課程；

http://ocw.nctu.edu.tw)。本年度(107年)截至107年11月，開放式課

程(OCW)網站與開放式課程YouTube Edu網站，共有學習者共計142.9

萬人次造訪，共有843.2萬網頁總瀏覽量。本年度工工系唐麗英老師更

獲得全球開放教育聯盟(Open Education Consortium)優秀教育者獎。

本校開放式課程提供了國內外學生、教師、在職/退休人士優質的大學

自我學習資源。 

二、 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107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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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學年度運動大會謹訂於107年12月5日(星期三)上午9時假本校田徑

場舉行，本學年度男生甲組共436人次、男生乙組共1001人次、女生組

共492人次報名參賽，參賽選手眾多，教職員工們亦熱情參與，展現高

昂鬥志與活力，教職員團體競賽總成績第一名 電機院、第二名學務

處、第三名總務處、圖書館，各項成績及花絮請至體育室網頁 

(http://sport.sa.nctu.edu.tw/?page_id=1870 )查詢。 

2、本學年度體育週共舉辦18項活動（各項活動時間如附件1，P.19），包

含球類競賽、拔河比賽及體育講座；課外組與學聯會同步舉辦預賽市

集、校運園遊會、選手之夜慰勞宴，炒熱氣氛；衛保組於校運會當日

提供肺功能檢測，守護師生健康。 

（二）校園安全 

1、107年8-10月軍訓室服務學生事件處理情形表列如下: 

2、寒假、春節陸續到來，為強化本校學生對於交通安全的認知與教育，

軍訓室將於12月26日(三)下午1530時至1720時，假工程四館合勤講堂

舉辦交通安全宣導講座，邀請運管系吳宗修教授擔任講座，國泰產險

災防科接續辦理「VR危險感知虛擬實境」活動，學生身歷實境體驗危

險感知及防禦性駕駛情境。 

3、 校外賃居訪視：關懷生活環境設施條件外，加強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逃生設施與冬令期間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等政令宣導，提高警覺，防止

意外事件發生。 

4、 學生寒假營隊共計16個社團及系學會申請，11月26日召開審查說明

會，宣導營隊活動設計符合安全、營隊期間的音量自主檢測管制、租

用車輛的安全、校外使用明火安全等。 

（三）健康、活力校園活動 

1、107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性心衛推廣活動主題為「馬戲團逃脫大作戰：厭

http://sport.sa.nctu.edu.tw/?page_id=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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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動物的自由之旅」(活動請參閱附件2，P.20~P.21)，規劃13場活動，

幫助師生覺察內外在環境的挫折經驗，促進自我覺察與接納，提升心

理韌性。 

2、 107年10月-11月下旬個別諮商共691人次，系所諮商師個別諮詢共計

286人次，特殊關懷個案共計12名學生。協助學生紓緩情緒、討論緊急

處理方式，提供系所老師、行政職員與家長諮詢，進行後續關懷與諮

商、協助安排轉介。 

3、 為增進研究生心理健康，諮商中心於各研究所書報討論已辦理20場次

心理衛生演講，主題如壓力管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性別平等、情感

議題等等。 

4、 107年9-12月已分別完成材料系、電信所、電控所、生醫所、應化系、

機械系、電物系、奈米中心等系所之職業專科醫師臨校健康服務。 

5、 10月15-19日辦理健康週，主題為心血管防治，系列活動共計1,272人

次參與。 

6、 9-11月份醫療門診579人次，外科護理288人次，保健用品借用41人次，

急救箱更換26人次。 

7、 107年12月27日至29日和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第2次體育交流，比賽項目

包含學生男子排球賽、女子籃球賽、桌球賽及兩校教職員慢速壘球賽。 

8、 12月9日(日)在本校中正堂舉辦第32屆抓馬盃新生戲劇比賽，今年共10

個系所組隊參賽，第一屆百川學程同學也首度參加，拭目以待新生們

的精彩演出。 

（四）提升宿舍機能 

1、精進研三舍生活機能，進行各棟標示牌製作，完成各樓層小型交誼廳

設置，規劃大型公共空間交誼廳設施，並針對複驗不合格如漏水、油

漆脫落、水管阻塞、及消安問題進行追蹤並轉相關單位協助督導營造

廠改善。 

2、 女二舍無障礙電梯使用近20年，部分零件出現老化且時有當機現象，

維修難度及成本過高。偕同營繕組辦理汰換工程招標作業，於107年11

月14日完成議價，預計明年暑假完工。 

3、 因應冬季來臨，為滿足學生宿舍24小時熱水供應之需求，辦理108年宿

舍熱水爐及熱泵保養作業，107年11月14日完成議價，得標廠商將依相

關合約進行維護保養，以利機具運載功能正常。另為確保瓦斯使用安

全，將於12月份完成10舍瓦斯截斷器安裝事宜。 

（五）就業輔導 

1、「2019企業校園徵才活動」：共計244家企業/機構報名，預計辦理4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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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說明會、1場就業博覽會(108年3月10日舉辦、269攤位)、7場企業

參訪、24小時以上企業職場導師諮詢。 

2、 Open House第四屆簡報大賽：以工作坊、比賽方式進行，增進同學軟

實力及職場競爭力。 

3、 自5月28日迄7月6日執行「107年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業經

統計畢業滿5年問卷回收率36.4%；畢業滿3年問卷回收率48.8%；畢業

滿1年問卷回收率60%。問卷資料送大數據研究中心完成分析報告，傳

知各學院參閱。 

（六）重要法規修正：本校「績優導師獎勵辦法」修正案，經107學年度第1次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呈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重點為：為增進績優導

師審查效率，修正現行辦法第三點及第四點，由各系所初選向學院推薦

績優導師候選人，學院從中複選績效特優候選人，再由審查小組決選。 

三、總務處 

（一）重大工程進度報告（施工現地照片如附件3，P.22） 

1、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賢齊館新建統包工程：2、3樓裝修

工程已於107年10月23日完工，生物科技學院辦公室與教室於12月1日

進駐；4至5樓及10樓裝修工程已於11月6日決標，預計12月下旬開工。

目前總工程初驗完成，辦理第2次變更設計檢討中。 

2、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主體工程已完成初驗複驗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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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賢齊館」啟用典禮(活動照片如附件4，P.23) 

為推動以生物科技為基礎，發展解決生物與生醫工程為取向之前瞻及開

創性領域，培養下一世代跨領域人才，本校推動設立「前瞻跨領域生醫

工程大樓」，並於 107年 12月 8日舉辦啟用典禮。活動包括啟用儀式、

方賢齊先生紀念獎學金捐贈、BioICT 青年講座教授頒贈、博愛校區 

BioICT 大樓介紹、巨幹新枝活動表演、致謝牆揭幕及研發成果導覽等。

感謝校友、師生及各界先進的參與，活動圓滿順利。 

（三）2018交大歲末光雕-觀月計畫#define Moon 

1、本處積極推廣校園美學，繼2017交大歲末光雕展出配合I LOVE NCTU 大

型裝置藝術獲得廣大好評後，在2018歲末月滿新春之際，以月之圓缺

變化象徵年末終始新的出發，將藝術作為載體，落實科技的想像，以

旋轉動力燈具，結合校園社團活動，營造歲末及新年氛圍，作為本校

在台復校60週年活動美好的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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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雕展出期間為107年12月20日至108年2月19日，每日17時30分至22

時在本校圖書館前草坪廣場前展出。12月20日(星期四)開幕當天將邀

請新竹市市長參與，並邀請學生社團表演，屆時請各主管與全校教職

員生共襄盛舉（預定活動流程：社團表演17:30、校長及市長致詞

18:00、點燈18:20、社團表演18:25）。 

（四）107學年度交大西區藝術節暨清交草地音樂祭(成果照片如附件5，P.24) 

業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在光復校區西區壘球場區熱鬧舉行。為紀念在臺

建校 60 周年，校友會與本校種植了 60 棵落羽松，並協力改造西區生態

景觀新風貌。本活動融入校園公共藝術的「野 FUN 大搜查」；環境關懷、

手感創作有關的「創意野餐佈置」、「藝術文創攤位」、「胖卡餐車市集」；

交、清兩校會聯合舉辦之交清學子人聲團、輕音樂、搖滾及邀請當紅藝

人及熱門團體等多元表演。如今正是落羽松轉色的秋冬季節，校園西區

不僅是多了落羽松私房打卡及休閒景點，更藉由本活動引領大家一同認

識校園生態、藝術美學之美。 

（五）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6、7樓空間整修工程 

本案業於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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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已初步達成本期工程整修重點方向之共識，並

擬將前期已著手進行之圖書館 2 樓大廳及 8 樓會議室整修工程併入本案

共同發包執行，以提高圖書館全館整合完成度並降低招商困難度。預計

於專案經費評估後，辦理統包工程前期公開徵求專案管理廠商之需求書

製作及招標簽辦作業。 

（六）職務宿舍居住品質改善 

1、群賢樓精緻房：第1期改造4間已於107年11月全數分配予3位現住戶及1

位新申請教師，並已辦理公證手續，於12月10日入住。第2期有3間2

樓騰空戶，將依照第1期設計，預計於明(108)年初進行發包施工。 

2、建功宿舍交誼廳整修：建功宿舍於第3棟B1設有交誼空間提供村內會議

及交誼休憩使用，後因牆面滲水潮濕、抽風設備故障及門窗鏽蝕…等

因素逐漸使交誼空間荒廢，今年度重新整修並在設計上採黑白灰搭配

的簡約工業風格，恢復原有使用功能，已於107年10月8日驗收完成後

啟用。 

（七）本校永久檔案移轉清冊陳報檔案管理局進度 

本校已保存 25 年以上(47~81 年)永久檔案共有 324 個分類項目(內含

2,019案)，業於 107年 8月 1日將檔案鑑定報告及鑑定結果清單陳送教

育部函轉檔案管理局核定。本案於 11 月 28 日接獲教育部函轉檔案管理

局回覆核定結果為無列入移轉之檔案，全數留存本校妥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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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電子公文系統更新及變更 

1、本系統於107年8月份新增「忘記密碼」及「銷號申請」兩項功能，以

提升同仁使用本系統時效及單位主管有效掌控行政處理情形。 

2、為因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將於108年1月起停止維運現行之

eClient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教育部將提供共用收發平台供部屬機關及

各大學校院使用，目前為測試階段，本校在廠商及資服中心的協助下，

收發文作業測試情形良好。 

（九）107年度第2次出納會計事務之零用金查核作業 

出納組已於 107年 9月 28日至 10月 11日協同主計室及人事室同仁至全

校各借支零用金單位（計 7 個單位）進行實地查核，各單位大抵均依相

關規定辦理，小缺失已當場要求改善。 

（十）校內行政單位悠遊卡扣款機已全面升級為二代機 

本校前已於 99年 9月開放悠遊卡繳納行政規費，然為配合悠遊卡公司提

升交易安全及擴充票卡容量，玉山銀行已於 107 年 8 月底協助本校完成

行政單位之悠遊卡扣款機全面升級為二代機，新機器除外觀具現代化設

計感，操作亦更為簡便，未來師生若須繳交小額規費可逕自於各業務申

請單位刷卡繳費，毋須來回奔波出納組繳費，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十一）電子化採購流程簡化採購作業 

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開辦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廠商得利用

電子投標方式投標，簡化廠商投標書面文件，本校已連續 4 年均達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目標達成率 15%(本年度達成率 32.86%)，得以簡化採

購作業流程，提升採購效率。 

四、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獲獎訊息： 

1、恭賀張懋中校長榮獲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所屬的

ETA KAPPA NU (HKN)榮譽學會2018 Vladimir Karapetoff科技

終身成就獎，並於107年11月17日於加拿大溫哥華年會中接受表

揚。Vladimir Karapetoff科技終身成就獎章於1992年成立，旨在

表彰工程及科學領域的傑出終身成就。獲得2000年諾貝爾物理

獎的 Jack Kilby，以及發明LED並獲得美國總統科學及工程雙獎

章的Nick Holonyak都是該獎章歷任得主。 

2、恭賀本校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朱英豪副教授繼2014、2016後，第

三 度 榮 獲 Clarivate Analytics 2018 材 料 領 域 高 度 引 用 學 者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殊榮。Clarivate Analytics 每兩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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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引用數據，評選擁有高度引用論文數之學者，被選為

高度引用學者即是各研究領域中對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科學

家。朱英豪副教授為本年度台灣材料科學領域唯一獲獎者，更

顯難能可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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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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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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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恭賀電控工程研究所吳炳飛教授榮獲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107年度傑出工業職業教育人員金鐸獎。該會為獎勵學術研

究，表揚傑出工業職業教育人員，發揮教育愛心或教學成效優

良者。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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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獎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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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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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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2018-2019年總統科學獎」自即日起至108年3月6日止受理提

名，詳細辦法與申請書，請至科技部網站查詢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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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108年2月23日前送至研發企劃組。 

5、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17屆「有庠科技獎」自107年11月12

日起至108年1月4日止受理申請，本獎項採自行申請制，詳細辦法請至

該會網站查詢與下載。 

6、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永守財團第5屆永守賞徵文要點，獎助對象限馬達及

發電機等相關研究領域人員，獎項分：永守大賞乙名，獎金500萬日圓、

永守賞獎6名，每名獎金200萬日圓，自本年11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止

受理申請。本獎項採自行申請制，相關要點請至研究發展處網站查詢。 

（三）研究計畫徵求 (詳細資訊請至研發處網頁查詢參閱)： 

1、科技部108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107

年12月28日中午12時止。 

2、科技部108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受理申請：申請書校內收件日至

108年2月19日止。 

3、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計畫」補助案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

至108年1月2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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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收件日至108年1月3日止。 

5、科技部108年度第1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含先導型、開發型及應用型)

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至108年1月3日止。 

6、科技部生科司「創新轉譯研究主軸推動計畫」構想書線上傳送截止日

為108年1月4日、「臺灣特定疾病臨床試驗合作聯盟專案計畫」校內收

件日至107年12月2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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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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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應於此項申請案NSF提送計畫

之日起2週內提出申請，校內截止日為科技部規定期限前3天。 

8、科技部2019年度「科技部與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雙邊訪問及合作計畫」

受理申請：雙邊訪問計畫(BVP)校內收件日為108年5月28日或108年11

月26日止、雙邊合作計畫(JPS)校內收件日為108年3月26日止。 

9、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8年度「科學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

計畫」受理申請：申請機構需於108年1月9日中午12時前完成線上申

請。請有意申請教師結合園區廠商，透過產學合作模式，由其依規定

提出申請。 

五、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學術交流合作：107年10月-12月 

1、持續推動與國外頂尖大學建立姊妹校，簽訂學術交流、交換生或雙聯

協議： 

新簽 
大陸地區長安大學、大陸地區華中師範大學、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捷克

俄斯特拉發大學、保加利亞西南大學 

續簽 
大陸地區北京交通大學、韓國中央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瑞典皇家理工學

院 

2、來訪外賓共計有30團85人次。重要來訪單位表列如下： 

亞洲 

日本廣島大學、日本金澤大學、日本大阪大學、日本東北大學、韓國成鈞館

大學、以色列理工大學、大陸地區青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大陸地區西南

交通大學、大陸地區華南理工大學、菲律賓昆頌聖保羅大學 

歐洲 

比利時根特大學、法國 n+1 理工學院、法國生物技術高等學院(2 次)、法國國

立圖魯茲應用科學學院、法國高等信息工程師學院、法國大西洋國立高等礦

業電信學校、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德國柏林工業

大學、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波蘭華沙大學、荷蘭馬斯垂克大學、英國在台

協會 

美洲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2 次)、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普渡大學 

 

（二）本校成功取得東亞地區跨國研究組織AEARU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入會資格: 

AEARU會員校原有18所大學，均為東亞地區具領袖地位之學術研究機構 

(如: 日本東北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科

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大陸地區北京大學、大陸地區清華大學等)，本處

歷經一年籌畫，不斷爭取各會員校之支持，終於11月董事會中，順利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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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董事校與會員校一致認可，成為該組織第19個會員校，大幅提升本校

國際能見度及增進與東亞地區研究型大學之合作機會。後續本處將積極

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鞏固並增加與東亞地區頂尖大學長期合作的機

會。 

 

（三）雙聯學位：至107年12月簽約校數45校(北美13、歐洲11、亞洲19、澳洲1、

歐亞洲1)，有135名學生修畢雙聯學位(本國學生101名、外國學生34名)，

47名尚在修習中(本國學生25名、外國學生22名)。 

 

（四）國際招生： 

1、國際學位生招生策略：(1)質優先於量；(2)鞏固印度、東南亞招生，

開拓俄羅斯及東歐新據點；(3)推動境外生來校修讀雙聯學位。 

2、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境外學位生人數1,184人，相較106學年度成長

5.3%。105-107學年度境外學位生人數統計如下表。(括號內為學/碩/

博人數) 
學年度 國際生 陸生 僑生 合計 

107 590(92/204/294) 197(18/138/41) 397(313/73/11) 1184(423/415/346) 

106 549(99/179/271) 170(18/122/30) 405(331/67/7) 1124(448/368/308) 

105 517(94/185/238) 157(15/118/24) 387(324/56/7) 1061(433/359/269) 

3、107學年度第2學期(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共177人申請，錄取95人(碩

41、博54)，相較106年205人申請，錄取124人(碩53、博71)，申請人

數減少14%，博士生錄取人數微幅減少。 

學年度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107 春季班 177 41 54 95 53.67% 

106 春季班 205 53 71 124 60.5% 

105 春季班 190 50 51 101 53.1% 

104 春季班 86 32 23 55 63.9% 

（五）學生交換及短期研究 

1、108學年度學生申請出國交換計畫(第一梯次)申請日期107年12月3日至

108 年 1 月 4 日 ， 相 關 事 項 已 公 告 於 本 處 網 頁

(https://oia.nctu.edu.tw/announcement/student-area/3918/)，並於107年11

月30日辦理出國交換展，請鼓勵學生踴躍申請出國交換。 

2、本校「研究實習菁英補助計畫 (2019 NCTU Taiwan Elite Internship 

Program)」，提供國外大學碩、博士生 (不含陸生）至本校進行2個月

以上之短期研究，錄取生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及第1個月NTD 5,000元

https://oia.nctu.edu.tw/announcement/student-area/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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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稅 ） 獎 學 金 ， 訊 息 已 公 告

(https://oia.nctu.edu.tw/en/short-term/incoming-research-students/) ，

歡迎老師轉知國外合作對象提出申請。各梯次申請日期如下： 

 收件截止日期 建議來校日期 

第一梯次 107 年 12 月 5 日  108 年 2 月 18 日以後 

第二梯次 108 年 3 月 6 日  108 年 5 月 8 日以後 

第三梯次 108 年 6 月 5 日  108 年 8 月 7 日以後 

（六）境外生活動(107年10月-12月)： 

10/19 僑生聯誼會火鍋大會 

10/22 Buddy Program出遊趣 

10/27 陸生中秋聯歡烤肉會 

11/17 僑生聯誼會 KTV大賽 

11/21瑞典 Game Night 活動 

11/22境外生感恩節活動 

11/24-25瑞典學生墾丁之旅 

11/29 學伴活動之兩岸蛋糕製作 

12/01 僑生聯誼會 Running man 活動 

12/04 兩岸火鍋 Party 

12/14 瑞典 Lucia 活動 

12/21 International Day 

12/21 僑生聯誼會耶誕舞會活動 

六、主計室報告 
(一)有關本校 107年度截至 11月底止實際營運結果及財務狀況，擇要說明如

下： 

1、業務收支：本年度業務總收入預算編列 54 億 6,328 萬 9 千元，截至

11 月底止實際業務總收入 55 億 4,387 萬 4 千元，占年度預算總收入

之 101.48%；業務總成本預算編列 58 億 8,581 萬 9 千元，截至 11 月

底止實際業務總成本 58億 3,531萬 7千元，占年度預算總成本之 99.14 

%；收支相抵短絀 2億 9,144萬 3千元，惟上開費用包含未涉及實質現

金支付之折舊、攤銷等計 7億 9,423萬 4千元。(詳附件 6，P.25）。 

2、資本支出：本年度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 6億 6,342萬 7千元，截至 11

月底執行數 6億 1,512萬 8千元，達成率 92.72%，有關重大工程仍請

總務單位依契約規定加速驗收結報程序，另深耕計畫及校控經費之各

項圖儀設備，亦請相關單位積極辦理。(詳附件 7，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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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金結存狀況：截至 107年 11月 30日止帳面現金餘額 41億 4,141萬

1 千元，內含定期存款 36 億 2,988 萬 1 千元、活儲（存）與支存共 5

億 1,135萬 7千元，以及零用金 17萬 3千元；主要為學校經費及指定

用途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建教與推廣教育等收支併列經費。 

4、校務基金節餘情形：截至 106 年底止尚可運用之校務基金結餘款為 6

億 5,502萬 4千元，惟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以結餘款辦理之 107

年度超預算分配數 6,135 萬 3 千元、重大計畫 5,663 萬 6 千元及控留

2個月教職員薪資額度 1億 6,780萬元，可用結餘款為 3億 6,923萬 5

千元。 

(二)囿於 107 會計年度即將結束，為辦理 107 年度決算相關事宜，請各單位

及早結報並配合辦理各項作業，相關內容請參閱本校第三類公文(交大主

字第 1071016297號書函)或主計室網頁公告。 

七、圖書館報告 

(一)台灣聯合大學(UST)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效率及數量統計 

台灣聯合大學（UST）四校 107年 1-11月圖書代借代還數量統計如下表

所示，以整體申請件完成的效率而言，平均約 1天即可讓讀者取得圖書。

本校讀者對外申請的 11,337冊圖書也因代借代還服務而得到資訊滿足，

有效提升四校間圖書資源的共享。 

107 年 1-11 月 UST 代借代還冊統計列表(借還書) 

 
交大讀者 中大讀者 清大讀者 陽明讀者 總計 

交大提供 - 1,357 2,794 422 4,573 

中大提供 2,734 - 3,271 1,015 7,020 

清大提供 6,619 3,743 
 

1,132 11,494 

陽明提供 1,984 1,631 2,126 - 5,741 

總計 11,337 6,731 8,191 2,569 28,828 

統計期間 107/1/1～107/11/30 

（二）擬訂於12月26日上午10點30分於圖書館二樓大廳舉辦《無懼．無華－－

郭南宏口述歷史》新書發表會，歡迎蒞臨參加。 

（三）捐贈張俊彥前校長文物史料數位檔案予國史館 

張前校長於2018年10月12日辭世，10月27日獲蔡英文總統頒發褒揚令，

國史館來函索贈張前校長文物史料供永久典藏。經發展館整理挑選後，

提供4大類20件具代表性文物數位檔予國史館典藏。 

1、張俊彥先生與半導體：提供張前校長於1964-1965年與張瑞夫、郭雙發

先 生籌設建立國內首座半導體研究中心(交大博愛校區)、成功研製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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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性電晶體、及張俊彥校長和第一代爐管設備等相關照片數位檔，回

首其對台灣半導體產業之貢獻。 

2、手稿與訓諭：提供張前校長手稿<探討宇宙真理 發掘人生真諦…

>(2002)、治校訓諭手稿(2005)、為交大發館題字(2003)等，見證其治

校理念與人文精神。 

3、榮譽照片與證書：張俊彥校長上任交接典禮(1998)、交大與澳洲臥龍

崗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1999)等照片，及博士學位證書、IEEE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典藏證明等。 

4、緬懷故人：提供交大新聞稿<悼~永遠的交大人張俊彥校長>、於圖書館

B1佈置之張俊彥校長追思紀念堂及蔡英文總統親臨交大頒發褒揚令等

之照片，並提供「學界半導體之父–張俊彥校長紀念專刊」(交大友聲

電子月刊 第517期)，緬懷張前校長對交大與國家之貢獻。 

（四）截至107年11月30日，圖書館之中西文圖書館藏為 871,355冊，中西文

電子書館藏為934,290冊，圖書總館藏量為1,805,645冊。其詳細統計量

如下表所示。 

 

(至  2018  / 11 / 30 止之統計量) 
  

資 料 別 中 文 西 文 合 計 

圖書冊數  512,330 359,025 871,355 

電子書冊數 131,026 803,264 934,290 

期刊合訂本數 49,318 122,612 171,930 

視聽資料件數 53,241 10,115 63,356 

微縮資料片(捲)數 500,000 500,000 1,000,000 

總館藏量(本/件/片

/捲) 
1,245,915 1,795,016 3,040,931 

現訂期刊種數 753 893 1,646 

期刊總種數(含停刊

或停訂者) 
3,669 6,281 9,950 

 

（五）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中國圖書館學會為促進讀者對於圖書館各項服務的認識，訂定「圖書館

週」為全國性的圖書館活動。於11/16-12/5期間，圖書館以「全球化職場

競爭力」為主題，規劃「講座」(新制多益高分秘訣/「多益滿分王」嚴

振瑋) 、「書展」、「資料庫展」、「書刊贈閱」、「年度借閱王頒獎」、「梅竹

足球賽」線上遊戲與「您來瘋投籃趣」現場遊戲等活動。期待同學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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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化浪潮下，能及早培養英語力、國際觀與資訊素養等職場競爭

力。今年參加活動人數創新高，共150人參加講座，約800位同學參與「資

料庫展」，「梅竹足球賽」線上遊戲共有1,306人，「您來瘋投籃趣」現場

遊戲為694人，皆超越去年參與人數。「資料庫展」活動所參展的廠商紛

紛表示，交大學生熱情參與，而且認真主動詢問各種資訊專業問題，是

台灣其他學校少見的情況。相對地，同學也藉此機會了解圖書館提供了

許多優質電子資源，並且提昇找尋資料技能等相關資訊素養，收穫良多。 

（六）電子教科書推廣： 

電子教科書平台可協助老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具效率，且更貼近師生的

教學與學習活動，是為目前數位時代之所趨。圖書館因應此趨勢，將於

12月統整各系圖書諮詢委員勾選之電子教科書清單，並再比對全校教師

課程綱要，主動推薦給教師使用。目前書館預計引進Wiley、Cengage、 

Elsevier等三家出版商，共50本電子教科書供師生下學期使用。 

（七）學研活動與圖書館服務： 

1、9-11月與系所教師合作協同教學，共舉辦14場圖書館資源及資料庫檢

索、Endnote書目管理等課程，513人次參加。 

2、讀者服務台諮詢人次：提供多元服務管道，如到館、電話、Email、

Facebook、Line等，9-11月共服務554人次。 

3、圖書館及發展館導覽：9-11月共提供340人次導覽。 

4、館際文獻複印及借書：9-11月共提供986件次服務。 

（八）新進教師推廣： 

9-11月圖書館學院館員持續主動聯絡新學期的新進教師，共拜訪5位教

師。主要介紹該系所常用學術資源與圖書館服務，還有新的研究工具，

並聆聽教師的問題與建議，以提升圖書館對教師們的服務。10/4並舉辦

「KNOVEL互動式理工電子書工具資料庫」講習，提供理工學院教師更

多元的教學工具。 

（九）圖書館讀者資訊需求調查問卷： 

10/15進行「圖書館讀者資訊需求調查問卷」，希望了解教師、研究員及

學生的資訊需求行為，以及蒐集讀者對圖書館服務的意見。共回收1313

份填答，將作為提升圖書館各項服務之參考。 

八、秘書室報告 

(一)張俊彥前校長追思禮堂及頒發總統褒揚令活動舉辦 

張俊彥前校長追思禮堂於 10月 15日至 11月 14日假殷之浩紀念空間舉

辦，產官學界代表蒞臨致意，並於 10月 27日由蔡英文總統親臨本校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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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褒揚令予家屬代表。 

(二)定期校友 E-News發布 

為傳達學校重要訊息及活動，每月 20日(遇假日順延)以電子郵件發布。 

(三)校友資料更新及校內申請查詢服務 

定期更新校友資料並匯入校友資料庫、維護校友資料及校內公務用途申

請使用。 

(四)紀念品宣傳與銷售、公務領用、庫存管理 

1、紀念品宣傳與銷售，10-11月累積銷售額 179,349元。 

2、10月至 11月校內公務用途領用紀念品總金額共 444,362元，領用數

量共 826件。 

3、完成第 3季紀念品庫存盤點。 

(五) 2019交大桌曆設計製作 

2019年交大桌曆設計完成製作中，主題為交大藝文展經典回顧，將精選

近年來在交大展覽過的藝文活動，展現交大人文素養風貌。 

(六)商標管理與維護 

完成第三季商標管理維護費帳務核對及收款。 

(七)交大新聞(107年 10月 13日至 107 年 12月 10日) 

1、新聞稿發布 17篇，本校首頁 15則；e-News編輯發行 4份。 

2、記者會及活動 5場。 

九、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一)請注意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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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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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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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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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第二十一次中英文網頁評鑑報告，請各單位至校園網頁評鑑專

區 (https://webcontest.nctu.edu.tw) 查閱，此次評鑑改善建議請參見

附件9(P.28-P.29)，也請各單位參考評鑑報告說明，改善單位網站，並請

網站維護人員定期更新網站資料，以保持網站內容的正確性與時效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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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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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30)。 

十、人事室報告：無。 

十一、環保安全中心：無。 

十二、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無。 

十三、大數據研究中心：無。 

十四、台南分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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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體育週活動 

比賽日期 時間 體育週項目 地點 

11/26(一) 18:00-21:00 男女混合三對三籃球賽 體育館籃球場 

11/27(二) 18:00-22:00 羽球比賽 綜合球館羽球場 

11/27(二) 19:00 足球九宮格射門賽 光復足球場 

11/27(二)、12/4(二) 18:00 壘球全壘打大賽 棒球場 

11/28(三) 17:00 躲避球擒王賽 體育館全館 

11/29(四) 17:30-19:00 
教職員桌球 

單、雙打聯誼賽 
綜合球館桌球場 

11/29(四) 18:00 籃球技術挑戰賽 體育館籃球場 

11/29(四) 18:00 排球發球比賽 體育館排球場 

11/30(五)、12/3(一) 18:00-23:00 男女混排賽 

體育館排球場 

室外排球場二~

四 

11/30(五) 18:30~20:00 
體育週講座: 

肌筋膜放鬆與訓練 
體育館 

12/3(一) 15:30~17:00 

體育週講座: 

遠離傷害自己來，跟著

物理治療師學運動防護 

浩然圖書館 B1 

會議廳 B廳 

12/3(一) 19:00 不站而勝-桌球賽 綜合球館桌球室 

12/4(二) 17:30~20:00 教職員羽球雙打聯誼賽 
綜合球館 

B1 羽球場 

12/4(二) 17:30-19:00 
教職員工vs新生盃冠軍隊

籃球友誼賽 
體育館籃球場 

12/4(二) 19:30 迷你網球 PK賽 綜合球館網球場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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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性心衛推廣活動 

活動 

形式 

主題 講師 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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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室 

用各自的法寶，導向自由

人生－《日常對話》座談

會 

黃惠偵(《日常對話》導

演)＆葉致芬(諮商心理

師) 

11/28(三) 19:00-21:00 

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室 

電影 

播映

會 

《日常對話》電影放映 無講師，僅播映電影 11/19(一) 19:00-21:00 

人社一館 216 教室 

教職

員 

講座 

玻璃心 out，挫折容忍力

in！－談教養中的逆境成

長學 

醜爸(親子天下嚴選部落

客，具豐富親職教養經

驗) 

11/06(二) 13:20-15:10 

電資大樓 201 教室 

輔導

知能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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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二館 210 教室 

學生 

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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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 

享受字遊，書理心靈－自

由書寫工作坊 

杜筱慧(交大兼任諮商心

理師) 

12/02(日) 9:30-16:30 

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 

走一趟英雄自我之旅－

薩提爾暖心對話練習工

作坊 

吳貴君(交大兼任諮商心

理師) 

12/15(六) 9:30-16:30 

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 

教職

員 

工作

坊 

靜心漫步，遇見芬芳－正

念芳療工作坊 

張智棻(諮商心理師、芳

療師) 

11/23(五) 13:20-16:20 

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 

諮商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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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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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 

校園 

大活

動 

[擺攤活動] 

厭世症頭檢測－你也是

厭世代動物嗎？ 

全校心衛團隊 10/17(三) 二餐廣場 

10/18(四) 一餐廣場 

10/22(一) 浩然前廣場 

10/23(二) 女二廣場 

[FB 調查局] 

What would U do－你想

做怎樣的動物？ 

11/16(五)～11/25(日) 

諮商中心粉絲專頁 

[活動式展覽] 

大象去哪兒－你決定面

對挫折了嗎？ 

12/03(一)～12/28(五) 

浩然圖書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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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施工狀況照片」 

附件 3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完工情況-1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完工情況-2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內部情況-1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內部情況-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完工情況-1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完工情況-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內部情況-1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內部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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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賢齊館」啟用典禮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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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西區藝術節暨清交草地音樂祭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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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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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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次網頁評鑑改善建議 

一、執行情形： 

1. 本次評鑑共檢測 15個行政單位、10個學院及 41個系所。 

2. 因在職專班之招生對象為本國生，故僅評鑑中文網頁。 

二、對各單位網站的維護建議： 

1. 行動網頁瀏覽： 

 行政單位：15個單位中，有 14個單位已完成行動網頁支援。 

 學  院：10個學院已全部完成行動網頁支援。 

 教學單位：41個單位中，有 21個單位已完成行動網頁支援。 

與前次評鑑結果比較 

與第二十次校園網頁評鑑結果比較，各單位在行動裝置瀏覽支援，

均有明顯成長。各單位應加速規劃建置支援行動裝置之現代網頁，

有助於提升網站的使用體驗，並提升本校整體之專業形象： 

 第二十一次評鑑 第二十次評鑑 

單位類別 完成數 完成比率 完成數 完成比率 

行政單位 14/15  93% 11/15  73% 

學  院 10/10 100% 10/10 100% 

教學單位 21/41  51.22% 20/41  48.78% 

 

2. HTTPS安全連線： 

本次評鑑檢視各單位網站是否正確設置 SSL安全憑證，檢查結果如

下： 

單位類別 設置憑

證 

憑證過

期 

混合

HTTP 

未設置 完成比率 

行政單位 8 0 1 15 53.33% 

學  院 5 0 1 10 50.00% 

教學單位 8 2 2 41 19.51% 

有部分單位雖有設置憑證，但由於過期未更新、自我簽署等原因，

未能符合安全性瀏覽需求。憑證安裝後，亦請注意網站所引用之檔

案、連結，是否混合 HTTP 協定，以免造成混合性內容 (Mixed 

Content) 錯誤。 

因應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政府機關網站導入 HTTPS安全連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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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請各單位著手規劃 SSL憑證之申裝，已使用憑證者亦請注意憑

證期限並持續維護，以提升瀏覽安全性。 

3. 開放文件格式(ODF)： 

為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格式作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本中心已

於 106年 7月第十九次校園網頁評鑑將開放文件格式列入評鑑

範圍，請各單位逐步完成檔案格式轉換。 

本次評鑑，大多數單位均已完成 ODF 檔案格式轉換，僅少部分

網站未執行完畢。 

請各單位檢視個別評鑑報告中，有關開放文件格式未得分原

因，將尚未完成部分補齊，以符合政策規範。 

4. 部分單位英文網站，對於國際學生提供之資訊，為求簡便及資訊

統一，引用國際事務處、教務處頁面連結，但未經維護、檢查，

前述網站改版後，引用之連結多已失效，敬請留意並即時更新。 

5. 部分單位英文網站在改版、更新過程中，對於內容未經篩選、翻

譯，直接呈現中文內容。請避免於英文網站直接提供未翻譯的

中文內容，並確實提供外籍師生所需之表單，請擇要翻譯為英

文或提供中英對照之檔案。 

6. 部分單位英文網站上「交大英文首頁」的連結有誤，目前交大首

頁英文版網址為 www.nctu.edu.tw/en，請修正。 

7. 部分單位網站提供「意見回饋表單」供使用者填寫，為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規範，應說明個資保護及蒐集、利用之相關規則。 

8. 部分單位並未及時更新單位英文網站相關資訊。 

英文網站應持續更新，保持每個月有一則最新消息或活動資訊。 

9. 一般性維護注意事項： 

(1)提供正確之網站內容，包括所有連結。 

(2)各單位網站應指派維護人員，並定期備份網站資料。 

 

http://www.nctu.edu.t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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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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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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