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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7 月 9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    點：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R721)                   

主    席：賀陳弘校長                                     記錄：陳英惠 

出(列)席：應出席委員 76人，實際出席委員 60 人（詳見簽名單）             

 

壹、 主席報告： 

       1.生科系江安世教授、人類所合聘教授臧振華教授榮獲中央研究院第三

十屆新科院士。 

       2.本次會議為本(102)學年度最後一次行政會議，感謝院系所即將卸任主

管為學校貢獻心力。 

       3.籌募動機系校友捐款四千萬響應建築物興建命名募款方案、化工系校

友捐款一千萬為經濟弱勢學生獎學金。有關捐款收入提撥分配運用之

比例方式，已於 103 年 4月 9 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35次會議

修正通過，希望促進學校及院系所各層級共同努力募款、提升總合效

益。 

       4.與各院及系所主管歷次座談之建議意見於會後已分別列管辦理，包括

有簡化教師聘用程序、研究生獎助經費分配、節能方案措施等，並持

續追蹤管理中。 

       5.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提供支持重要國際演講活動(諾貝爾獎或相同層

級)，本(103)年度尚有一名額，請踴躍推薦人選。 

貳、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碩、博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之學雜費基數擬由 12,980 元調整為 14,278 元

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調整案業經本(103)年 5 月 30 日奈微所所務會議及經同年 6 月 24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3 次學雜費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在案，收費標準

調整前後對照如下表。 

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差額 

學雜費基數 

(每學期) 
12,980 14,278 1,298 

每學分 1,580(未調整) 

合計 12,980+1,580＊學分數 14,278+1,580＊學分數  

       (二) 奈微所已於同年 7 月 7 日與學生公開說明，學生意見摘要如附件一。 

       (三) 本草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由教務處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單位：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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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代表列席：大學部蔡慶達同學、 研究生胡耿祥同學。 

      決議：通過(贊成 49 票，反對 0 票）。 

 校長：研究所學雜費調整，各系所可參考本案，與所內同學、老師溝通，亦較

能有效針對實際需求，進行合宜的經費調整規劃。 

  二、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獎學金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 為與其他交流獎學金辦法一致，第四條之學業平均成績（GPA）擬由 

3.30改為 3.40。 

      (二) 此業務由全球事務處辦理，第八條原規定辦法之修訂須經行政會議

通過，現擬改由經全球事務會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 

      提案單位：全球事務處 

      修正意見及決議： 

      1.修正第三條獎學金： 

        本獎學金金額 30萬元，一次發給。獲得此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其他

校內類似性質獎學金，但系所獎助不在此限。 

      決議：通過(贊成 50 票，反對 1 票）。 

      2.修正第八條附則： 

        本辦法由全球事務會議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決議：通過(贊成 51 票，反對 0 票）。 

      3.餘相關修正無異議通過。 

      4.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申請人國籍，請全球事務處再確認原始捐款有無相

關限制條文。 

參、臨時提問及報告 

  一、103 學年度新生領航營祭梅活動，擬定於 103年 9 月 11日舉行，請各院主

管預留時段。(軍訓室劉有成代理主任) 

  二、103年 7月 11 日將舉行本校生科系江安世教授、人類所合聘教授臧振華教

授榮獲中央研究院第三十屆新科院士慶賀茶會，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吳誠文副校長) 

  三、本校首度辦理學士班陸生大一以不分系招生，大二時再選填、分流至各學

系，招收名額 5 名，共有約八百餘位同學報名。(周懷樸副校長) 

  四、(物理系王道維代理主任) 

    1.於經費不足、短缺之際，校方對於經費類別、科目報帳核銷等作業，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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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彈性活用。 

    2.有關教師出席國際會議、教師期刋論文專書等統計資料，行政單位可逕由

相關系統搜尋數據，免分送教學單位造成填報困擾。 

主計室葉素蕊主任：經費類別變更請另案專簽辦理。 

校長：出國與出版紀錄等資料，請承辦處室儘可能先行彙整後再送系所增刪確認。 

 

  五、為使教師升等審查教學意見資料提供更為客觀、公正，已草擬教師升等教

學評定作業要點，將依程序提送相關會議審議。(戴念華教務長) 

  討論意見： 

    1.教學意見應為全方面的呈現，除學生意見外，相關系所意見、指導研究生

論文數、指導專題獲獎等方面的表現均可列入考量。 

    2.升等資料的提供應具備客觀陳述的內容，建議所訂辦法、要點應明訂教學

評量具備的要件、項目及陳列方式等，以利程序上能更為公平、確切的處

理。 

    3.為期教學意見更具可信度，宜於課堂上填寫，另一方面也應視教師於教學

整體相關表現以為考評結果，似較為審慎。 

    4.建議教學意見僅予應屆畢業生畢業當學期填答，因已修課 3年以上且無成

績考核的考量，結果應較具意義，亦可作為傑出教學獎人選考量；此外教

學改進應不僅止於助理教授及副教授，不受限於升等的教授，教學考評更

應受重視。 

    5.建議升等與續聘分開，續聘不應視升等與否評定，六年條款對某些領域顯

然是不適宜。 

戴念華教務長：教學意見是反映學生意見表達，如何提升、改善教學品質，讓學

生獲最好的學習甚為重要。 

校長：本案希望大家多提供意見。另請各院院長本於使命依學院性質，積極思索

以各院方式採取做法加強同仁在教學方面的努力，型塑各院價值與文化。 

 

肆、散會 （下午 3 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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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學雜費調整公聽會 

 

時間：103 年 7 月 7 日，下午 2 點～ 

地點：工程一館 108 會議廳 

主持人：饒達仁 所長 

紀  錄：鄭憶璇 助理 

 

壹、 所長報告 

一、 學雜費調整費用說明。 

二、 103 學年度後入學學生調整。 

三、 經費用途主要用於學生參與國際化事務。 

 

貳、 學生建議與交流 

一、 建議將所上相關獎助學金資訊於招生文宣或系所網頁上清楚說

明，以利日後招生，並協助學生了解所上給予的資源，調漲學雜費

可以幫助所上學生增廣國際見聞，是一件好事。(所學會會長廖Ｏ勛) 

所長回應：此建議非常好，奈微所一直在招生上努力，如：工研院合作

指導博士生、印度招生等，請所辦協助將學生獎助學金相關資訊於開學

前，整理於網站與新生手冊中。 

二、 如果調漲學雜費主要使用於協助學生參與國際化事務，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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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調漲後的學費收入全數用於學生身上。(博士生許Ｏ仁) 

所長回應：此部分將再與學校了解與爭取，希望能盡量幫學生爭取最大

權益。 

三、 對於系所調漲的原因，因為本身為新生，對於調漲後的學費是

否能轉作獎助學金的詳細內容，還不是很了解，但是對於調整學雜

費可以協助學生，參與國際化會議與研習，抱持著期待的心情。(103

新生朱Ｏ君) 

所長回應：今日報告可能只能簡略說明調漲的原因與日後經費用途，對

於所上相關獎助學金的詳細內容，可與所辦詢問及了解，並請參加開學

後第一周書報討論之新生座談，當日會有新生手冊與相關資訊報告。 

 

參、 3 點 1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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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獎學金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獎學金： 

本獎學金金額 30萬元，一次發

給。獲得此獎學金學生，不得

兼領其他校內類似性質獎學

金，但系所獎助不在此限。 

三、獎學金: 

本獎學金金額 30萬元，一次

發給。獲得此獎學金學生，

不得兼領其他類似性質獎學

金。 

本條文經 102學年度 7月 9

日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四、申請： 

凡於本校就讀之大二在學學 

生，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 

（GPA）3.40以上、或成績名 

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之二 

十以內，均可提出申請。 

四、申請 

凡於本校就讀之大二在學學

生，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

（GPA）3.30以上、或成績名

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之二

十以內，均可提出申請。 

為與其他交流獎學金辦法

一致，學業平均成績（GPA）

由 3.30 改為 3.40。本條

文經 102學年度 7月 9日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八、附則: 

本辦法由全球事務會議通過，

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後

實施。 

八、附則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修訂之會議由行政會議改

為全球事務會議，另須送校

務基金委員會備查。本條文

經 102學年度 7月 9日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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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獎學金實施辦法 

 87 年 10 月 1 日 8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88 年 6 月 6 日校長核定 

89 年 6 月 8 日 88 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修正 

89 年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 

98 年 5 月 12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 

98 年 5 月 21 日校長核定 

100年 5月 10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0 年 6 月 1 日校長核定 

103 年 7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設置目的： 

每年由校務基金及捐款補助 240 萬元 設置此獎學金，以培養學生國際化眼光，學

習國際社會與文化的長處，成為具世界觀的一流人材。 

二、申請對象與內容： 

1. 申請人須為本校大二在學學生，具中華民國籍，並在臺灣設有戶籍者。 

2. 資助本校傑出優秀的大二在學學生每年 8 名， 赴國際著名大學進修一年。 

3. 曾通過海外研修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不得提出申請。  

三、獎學金：  

本獎學金金額 30 萬元，一次發給。獲得此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其他校內類似性

質獎學金，但系所獎助不在此限。 

四、申請：  

凡於本校就讀之大二在學學生，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GPA）3.40 以上、或成績

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之二十以內，均可提出申請。 

五、審核：  

1. 本獎學金的審核，分為初審與複審二階段。初審由申請人就讀之學系負責。 

2. 為了培養具國際觀之人才，申請者之讀書計劃中除了擬定專業科目的研習外，應

特別強調於交流期間所擬選修與前訪國家文化背景相關之通識課程。 

3. 各學系及院於完成初審後，將推薦之人選名單與資料，於截止日期前送全球事務

處彙整以進行複審。各學系所通過之初審名單，以每班不超過 2 人為原則。 

4. 複審委員會由全球長、各院代表及各捐款單位代表組成。複審委員會依通過初審

申請人之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並可舉行面試，以決定通過複審之人選。 

六、學籍與相關事宜： 

1. 獲得複審通過者，於獲得正式之通知後，須速完成申請國外大學入學之手續，並

於收到入學許可書面通知之一週內檢具入學許可書面通知送全球事務處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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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出國進修之國外大學院校，以教育部認可並具國際聲望者為限。 

3. 獲得本獎學金之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其學業與學籍之處理，依相關規定辦理。 

4. 獲得本獎學金出國之學生，其兵役之問題，依相關規定辦理。  

5. 獲得本獎學金出國之學生於國外交流之大學所選修之學分與課程，於回國後檢具

其國外大學之成績與學分証明，經由其所就讀之科系認可後，送教務處依相關規

定辦理採認。 

七、義務：  

獲得本獎學金之學生與其監護人，於領取獎學金時需簽訂合約書。若有違反合約書

規定者，須繳回已領之獎學金。 

八、附則：  

本辦法由全球事務會議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