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104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5 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八樓會議廳                 

主    席：賀陳弘校長                                 記錄：鄭如芳 

出席：應出席委員 78人，實際出席委員 64人（詳見簽名單）   

壹、 表揚 104 年資深職技員工 

貳、 主席報告 

一、 後頂大計畫尚待新政府規劃，據悉目前傾向於延續原有計畫一年，如

有新訊息將隨時向各位報告。請各主管預擬 106 年度 N 類預算如有

異動，其經費運用及控管因應方式。 

二、 感謝校友於近來經濟不景氣中持續捐款支持學校，過去 2年實收之募

款金額已達 7億。 

三、 有關 4月 12日校務會議，曾利用數分鐘表達合校之實質面說明，在

此向各位再次表達：「合校案是為了提供學生更多元完整的教育跟生

涯的前景，為學校創造更好的發展機會。清華有過去光輝的表現，但

是世界是越來越平，我們的挑戰越來越嚴峻。支持過去發展的優渥條

件，很難再現，這是我們的困境。合校案為清華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競

爭的基本規模及新創領域，提供了教師員額與可觀的發展經費，增益

9億多的校務基金，14多公頃的市區土地，三萬多坪校舍，是非常重

要的發展條件，是一個突破困境、躍升的機會。提供年輕同仁發展的

新舞台。大學以培養人才為本，懇請各位同仁，為了學生的教育和他

們的未來，暫時放下在過渡時期所產生的心情波動，我們感謝所有同

仁的意見，大家都是為清華好，清華老師的人均學術表現，兩岸四地

第一，其實在台灣任何學校都難以比擬，但是我們相信在竹大迅速的

新陳代謝，年輕同仁準備好要改變，以及清華追求卓越的文化與制度

之下，新的教育，新的藝術，新的跨領域創新，會在清華升起，我們

應當善待這個機會。清華的文憑是珍貴的，清華的同學都經過奮鬥而

得到，我們肯定自己，也希望在過渡期間，不要以分數區分人與人的

價值。我們也相信，上天賜予清華人比較好的資質，得到比較好的求

學環境，是一份責任、一個付託，而非一種權力。狄更斯的雙城記所

說，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無

望的冬天。那個時代和現在是如此的相像，今天校務會議代表們，負

著崇高的使命，在歷史的時機上，為清華做一個選擇。To be or not 

to be 這是進取和逗留的選擇、是成長和停滯的選擇、是對清華的信

心和懷疑的選擇、是選擇未來還是選擇現在。感謝校務會議代表為清

華未來重大發展所做的選擇。」 

四、 有關合校案決議門檻、合校案議事程序、會議後異議提起之說明（請

參見簡報）。 



 
 

五、 大學自主是大家所尊重、寶貴的價值，盡可能不尋求外部干預來影響

自主完成的程序，也是尊重 90幾位校務會議代表所共同討論 5個多

小時之決定。處理過程中同仁如覺得還有不夠周延之處都可再做說

明，並歡迎大家隨時指教。 

參、 專題報告 

一、 營造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行政主管篇〈性平會林昀嫺副主委〉 

    討論意見： 

（一） 有關所提案例之性平事件，建議學校應給予行為人輔導，而非

直接請其離職，避免行為人再度於其他場所出現類似行為。 

（二） 行為人雖已離職，但案件均立案備查，考量行為人並非學生，

尊重主管（雇主）之處理方式。  

二、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原則〈戴念華教務長〉〈略〉 

三、 國立清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題目修改」〈學評中心林世昌主任〉 

      討論意見： 

（一） 課程大綱之提供與教學深淺似無關連性，如欲瞭解課程之深

淺，應由教授自評。 

（二） 對於公開調查結果方式採保留意見，教學意見調查之目的應為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建議相關資訊可提供系主任參考，以與教

師討論課程改善方式。 

（三） 可瞭解已畢業之校友對於課程之評價，修課當時與畢業數年後

對於同一門課程之反應可能有所差異。 

（四） 委員會審查課程係依據課程大綱，如可確保教師依照課程大綱

進行，則對於課程之進行可提供保障。 

（五） 是否公布調查結果需審慎考量，建議由教學單位自行評估。 

       校長：可各請 3-4位教師與學生代表交換意見，以學生的立場表達對

於瞭解教師教學成效之期待，教師亦可說明公開教學意見調查

可能帶來的影響。 

肆、 業務報告 

一、 李敏主任秘書 

（一）  5月 14 日上午舉行「巨人少棒再聚清華」活動，參與隊員包括

吳誠文副校長、許金木先生、沈清文先生、李居明先生、葉志仙

先生、陳金鉛先生及林文崇先生。 

（二） 4月 15日校友資料庫 Database優化方案全校會議討論，已請各

院利用 4 月校慶校友返校活動，協助蒐集資料，積極更新校友資

料庫，預計於 6 月統計成效。 

二、 戴念華教務長 

（一） 有關個人申請團體面談改善措施，訂於 5 月 10日舉行座談會，



 
 

由周副校長主持，由教務長、副教務長及 6系班主任或教師代

表與會研商，並提送 5月 19日招生委員會議討論。 

（二） 105學年度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入學錄取新生名單已匯入本校高

三放心學平臺。4月 11日周副校長主持招聯會 AP 課程平臺建置

會議，決議開放本校放心學雲端教室給全國大一新生免費修

習，實體考試擬酌收費用。 

（三）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大綱已於 105年 4月底前全數上傳，未

來將加強宣導，請授課教師配合於選課開始前將課程大綱上

傳，提供學生選課參考；未能於選課開始前將課程大綱上傳之

教師，將做為各項教學獎勵評選之參考項目。另請教師於期限

內提送學生成績，如需延後提送請先行向教務處申請。 

（四） 104學年第 1學期博士班學生為 1,681人，退學 58人，將瞭解

其原因。教育部持續推動博士班員額統一調整政策， 106 學年

度博士班員額核定招生名額比率 70%，扣除比率為 10%，保留比

率為 20％或 15％。本校名額分配方式參考教育部作法，並將於

相關會議向各系所主管說明。 

三、 謝小芩學務長 

（一） 本校榮獲 104年度教育部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陳昭蓉技

士榮獲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人員獎。 

（二） 105年全大運本校獲得 12金 7銀 10銅，其中游泳 3金 2銀 6銅，

田徑 4金 4銀 2 銅，桌球 4金，網球 1 金 1銀，柔道 1 銅，跆拳

道對打 1 銅。 

（三） 導師生系統之輔導互動記錄已於 4月正式上線，全校導師可利用

本系統即時記錄與學生輔導內容。 

（四） 諮商中心顧錦慧心裡師進行導師生系統簡介。 

討論意見： 

（一） 建議系統可與導生資料庫進行連結，便於查閱學生資料。 

（二） 有關是否開放權限讓學生參閱教師輔導紀錄，其功能與僅供教

師作為輔導學生之自我參考紀錄不同，建議可利用其他方式提

供輔導意見。 

      校長：討論意見請學務長提供導師會議及學務會議參考。 

四、 呂平江總務長 

（一） 本校電子公文系統為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

標準格式實施計畫，將依規定實施上傳可編輯之附件檔案為

ODF-CNS15251 格式。宣導期訂於 5月 15 日至 6月 14日，6月

15日起全面要求符合規範，相關執行成果將回報計算機與通訊

中心。 

（二）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於 4月 7日完成驗收，事務組預計 5月中旬



 
 

公告「國立清華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暨相關附件表單並受理

申請，8 月開放入住。 

（三） 事務組於 3月 30-31 日進行 105年上半年門禁管理抽檢，抽查

39個館舍單位計 115 間空間，門禁開啟合格時間為 5分鐘，合

格率為 80.87%，不合格率為 19.13%。4月 11-15日針對屬「逾

時開啟門禁」及「無法打開門禁」不合格單位進行複查，複查

結果均合格。 

（四） 為改善校內汽車停放情形，刻研擬修訂本校交通管理相關規

定，增訂車證限時停放或禁止留夜區域之規定，並透過調整參

加校內活動車輛費率等方式，以減少車潮、增加車位流動；擬

修訂內容已於 4 月 26日校務會報徵詢意見，後續將提 5 月 27

日交通委員會審議，預定於 105學年度實施。 

（五） 105年電度分配試算表已公布於總務處網頁，各單位可上網查

詢。 

       校長：門禁管理抽檢請另於非上班及夜間進行測試。 

五、 潘犀靈研發長 

去（104）年度本校產學合作計畫與技轉金額皆為歷史新高，今

（105）年度亦有大幅度成長，產學合作計畫金額目前已達 2 億

4000萬元（去年及前年同期約為 1億元）。技轉金額目前為 3300

萬元，5 月中旬將有 6000-7000 萬元之大型技轉案件，預估今（105）

年技轉金額亦將創歷史新高。 

六、 趙啟超副全球長 

（一） 新增多項校級合約如書面業務報告，各院或系所如需簽院級、

系級合約，或擬將合約提升至校層級者，歡迎與全球處聯繫。 

（二） 105學年度秋季外國學生申請件數，今年全校共計 455件，較去

年成長 50%。 

（三） 2016年學生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受理，共計 16 名，分配名額

如下:理學院、工學院、原科院、生科院、電資院、科管院各 2

名，人社院 3名、清華學院 1 名，每名補助 2萬元。 

七、 清華學院莊慧玲執行副院長 

本學期通識座談會訂於 5月 11日於旺宏館國際會議廳辦理，主題

為「臺灣產業創新的下一步」，邀請吳誠文副校長、林博文教授、

吳泉源副教授蒞臨與談，一同就科技、政策與社會的觀點進行對

談，將從各層面剖析臺灣產業創新的未來，歡迎踴躍參加。 

八、 計通中心金仲達主任 

為本校入口網站新版首頁已於 4月 20日正式上線，以大圖意向作

為主題視覺之傳達，並搭配響應式網站設計，可讓不同的螢幕大

小皆有最佳的瀏覽效果。此版本為校慶改版，未來將逐步更新其



 
 

他頁面，並收集各方意見於下一階段修正及調整。 

九、 圖書館黃瑞娟組長 

（一） 自 104年 7月起，於每月第三個週六下午 2時舉辦「活水講堂」

系列活動，105 年度 4月至 5 月已安排 4 月 16日邀請棋王周俊

勳主講「紅面棋王：周俊勳的『棋』跡人生」、 5月 21日邀請

運動行銷專家高偉凱經理主講「燃燒你的熱血運動魂—運動行

銷與你想的大不同！」。 

（二） 「國立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已上線，歡迎多加利用。 

（三） 圖書館將於 5月 26 日辦理第四期志工招募說明會，歡迎多加推

廣。 

十、 人事室王淑芬主任 

（一） 104學年度第 7 次校教評預計於 6月 8日召開，當天會議將審

議教師新聘案，為使校教評會委員之出席人數達到法定門檻及

議案列席說明所需，請各單位協助盡量避開當天召開相關會

議。另教師升等案安排於 6月 23日校教評會審議，請各單位主

管預留時間以備當天會議列席說明。 

（二）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規

定，各級教評會於審議教師升等案件時，應將決定過程詳載於

會議紀錄中；就教師升等未獲通過之案件，應敘明具體理由以

公文書告知當事人，並教示其對決定不服時之救濟方法。 

（三） 105年度 1月至 4月平時考核業已發文至各單位，請各一級單位

於 5月 20日前將平時考核紀錄表密封送回人事室彙辦。 

（四） 內政部移民署已於 4月 27日更新簡任十一職等以上公務人員及

涉密人員赴大陸申請表，適用對象包含兼任行政職務之主管以

及副主管，請於出發日三個工作日前（扣除出發日及假日）將

申請表、行程表及邀請函等紙本及電子檔送達人事室，由人事

室協助線上申請。 

（五） 有關我國外籍生及大陸籍生畢業後在臺工作之限制說明（詳如

人事室書面業務報告附件）。 

十一、 主計室趙秀真主任 

（一） 科技部派員至本校辦理專案訪談及查核該部補助 103年度計畫

財務收支情形，業於 4月 14日結束作業。查核期間感謝研發處、

各計畫主持人及各相關單位的全力協助與配合。 

（二） 感謝各單位對於單據憑證核銷之用心與協助，有關漏章與加總

有誤之問題已大幅改善，本室亦將加強同仁專業之提升，讓經

費核銷作業更為迅速。 

（三） 本校 105 年上半年出納會計事務定期查核，已由人事、政風、

主計單位依規組成查核小組，訂於 5 月初辦理查核。查核範圍

包括各單位現金收管、收據查核、庫存現金、現金出納事務、



 
 

駐警隊及體育室各類票證（券）領用、保管等作業，查核期間

請被抽查單位配合辦理。 

（四） 截至 105 年 4月底止，收支餘絀及資本支出情形說明。 

（五） 依據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於各校「不發生財務實質短絀及

不增加國庫負擔」之前提下，得以學雜費收入等 6 項自籌收入

50%比率範圍內，支應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等本薪（年功薪）

與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

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本（105）年度截至 4 月底止收支短

絀數 153,823 千元，加計可加回折舊數 143,463千元後，財務

實質短絀數為 10,360千元，建請學校積極推動開源節流相關措

施。 

（其他報告內容請參見附件資料)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時 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