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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98 年 5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2:00 正 

地    點：第二綜合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文村校長                             記錄：彭琇姬 

出(列)席：應出席人數 70 人，實際出席人數 56 人（詳見簽名單） 

 

壹、報告事項 

    一、校長 

1. 本校 97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執行成果獲評為「優」，考

評意見對本校整體表現持續進步給予高度肯定，也提供若干建

言供參酌改進。因應教育部擬於明年再次提出五年五百億元計

畫，本校應預作準備，適時修正弱點，以強化競爭力。 

2. 新竹生醫園區將由國家主導，所設臨床醫學中心由衛生署統籌規

劃，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由國科會負責規劃，產業與育成中

心則由經濟部負責規劃。 

3. 與竹教大合校案議談已久，初步規劃草案已擬訂，將廣納各方意

見據以修正，如合校成功，期許未來在增加師生員額、拓展教育

及藝術領域上，能為社會貢獻心力，並逐步發展清華成為完整、

一流的大學。 

4. 醫學教育對學校的發展很重要，綜觀泰晤士報亞洲大學排名，位

居前茅者幾乎都設有醫學院，未來新竹生醫園區的成立，將帶動

另一波生物醫學發展高峰，本校應把握契機順勢操作。 

5. 最近本校教師各方面表現優異，除頻傳獲獎喜訊外，申請各項計

畫均有勝出他校之傑出表現，如最近公佈之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攻頂計畫等。  

    二、行政副校長 

1. 本校同學在大專校院運動會表現優異，共獲得 8 面金牌，在全國

162 所學校中總排名第 8。 

2. 教學大樓及學習資源中心工程進度順利，希望能如期完工。 

3. 宜蘭園區細部設計將於五月底完成，預計六月向宜蘭縣政府申請

雜照，八月動工，目前因建築預算增漲，將與縣政府再做協調解

決。 

    三、秘書處 

1. 配合創校 100 週年暨在台建校 55 週年活動，規劃徵選標章及精

神口號之設計，歡迎大家踴躍參與。 

2. 感謝院系所配合建立標準化作業流程(SOP)，為提昇行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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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規劃進行分層負責表建置作業，敬請協助辦理。 

    四、學務處 

1. 推行住宿生勵新計畫，以義務勞務折抵被扣表現不佳點數，如有

學生申請義務勞服，請各單位協助提供工讀機會。 

2. 請鼓勵教師參加 6月 5 日傑出導師頒獎暨全校導師輔導會議。 

 五、總務處：97 年用電量比 96 年略有減少，其中化工系、工工系、工科

系、人社院、資工系、原科中心、同位素組、科儀中心八個單位，

用電量低於前三年 95%的部份，可獲得每度 3元的經常門回饋金。本

年度前四個月全校用電量有大幅升高情形，請各單位注意節電相關

措施。 

    六、工學院 

1. 請支持本院增設「醫學工程研究所」。 

2. 本院學士班雙專長已經教育部同意，目前已有學生規劃修習跨院

系專長（計財系及資訊系），請相關系所協助與支持。 

    七、原科院：本院學士學位學程將於今年開始招生，已建立跨院導師機

制，提供學生最佳輔導，感謝各院系跨院導師之協助。 

  八、人社院：人社系與院學士班將進行整併，以解決架構與分流失衡問

題。 

    九、生科院 

1. 5 月 13-14 日與 Osaka 大學代表進行學術交流活動。 

2. 5 月 14 日生醫領域徵才活動，歡迎畢業生參加。 

    十、科管院 

1. 規劃大學部院定共同必修課 24 學分，並請各系(含學士班)配合

調整。 

2. 5 月 14 日邀請歐晉德執行長演講，5 月 26 日邀請段錦泉院士演

講，歡迎參加。 

    十一、會計室：5 月 18-20 日教育部派員查核預算執行情形、委辦及經費

運用狀況，請各單位配合抽查。 

   

(其他報告內容請參見附件資料) 

 

貳、討論事項 

一、案由：國立清華大學「菁英留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選作業要點

修訂（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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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決議：本案不需經本會議討論，請逕行簽送校長核定。 

   

二、案由：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國際交流獎學金實施辦法修訂（如附件二）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各條文修正內容如下： 

條文 審議結果 修正內容 

第一條  修正後通過 
每年由校務基金及捐款補

助 240 萬元…。 

第 1 款 
修正後通過 (贊成 33

票、反對 6 票) 

本校在學學生。無國際經驗

者優先考慮。 

第 2 款 無異議通過  
第二條 

第 3 款 無異議通過  

第四條  修正後通過 維持原條文 

第 1 款 修正後通過 
…初審由申請人就讀之學

系及院負責。 

第 3 款 無異議通過  第五條 

第 4 款 修正後通過 
複審委員由國際長、各院及

捐款單位代表組成… 

第六條 第 1 款 

修正後通過，文字授權

國際事務處配合業務

需要擬定 

 

第八條  無異議通過  

 

 

三、案由：「國立清華大學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辦

法」第七條第 5點修正提案  

    說明： 
(一) 本校教師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辦法第七條規定本校多房間職

務宿舍之借住、暫借住採積點制；積點之計算標準第 5點「正

教授加計十五點，副教授加計五點」，其中並無加計助理教

授，恐有忽視新進教師權益之虞。 

(二) 本案業經 98年 4月 13日 97學年度下學期教師職務宿舍借住

審核委員會議討論通過，擬建議基於照顧全部在校教師，合

理分配資源立場，提案修正該法條為「正教授加計十五點，

副教授加計十點，助理教授加計五點。」以為公允。 

(三) 提請修訂本校教師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辦法第七條第 5 點之

規定，以達資源合理及公平分配。本案之修訂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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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示如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５、正教授加計十五點，副

教授加計五點。 

５、正教授加計十五點，副

教授加計十點，助理教

授加計五點。 

(四) 前揭修正條文，依該辦法第十四條之規定，送請行政會議審

查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決議：正教授修正為教授，餘無異議通過。 

 

四、案由：為因應（1）教育部自九十七年起對大專院校師資人數進行調

查作為各系所增減招生名額之依據，及（2）本院核工所因無

專任師資被大學評鑑中心列入待觀察名單兩事項，擬提案修

正「本校校內合聘教師權利義務區分原則」第二條相關規定，

修正草案如附件四。 

說明： 

（一）核工所薛所長曾為核工所評鑑事宜拜訪教育部高教司何卓飛

司長，何司長表示若無確定之法源依據（組織章程），教育部

無法同意以「有效師資」方式計算系所的專任教師。 

（二）97 年度教育部調查各系所師資質量考核結果，本校核工所、

電子所、通訊所、資應所、光電所、生科系及人社系師資均

為「0」，致無法增加招生名額。 

（三）為期上述問題獲得根本解決，除本修正案外，本院並擬於校

發會議提案修正本校組織章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本大學專

任教師得因工作性質而聘為跨單位合聘教師。合聘教師應有

主聘單位並佔主聘單位之名額。其權利義務及有效師資之分

配由主聘與合聘兩單位依相關規定商訂之。」作為〝有效師

資〞計算之法源依據。 

提案單位：原子科學院 

修正案：刪除第十一條條文，修正第二條條文為『校內合聘教師應

有主聘單位，其權利義務及員額計算之分配由主聘與合聘

單位依相關規定商訂之，經系、所（中心）會議通過後，

報教務處核備』。 (賀陳弘院長提案) 

決議：通過。（贊成 12 票、反對 8票）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 （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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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第 2梯次 97 年度考評審查意見表 

學校名稱： 國立清華大學 

考評等級 優 

 

優點 

1.學校基礎好，教授陣容強，傑出校友眾，獲獎多，國內外合作研究具

成效，論文質量均佳，校務具開創性，全校發展策略清晰，整體運作

持續在進步之中，具有進軍世界一流大學之條件。 

2.學校在理工方面有優良傳統，表現傑出，95 年來，在 Scienc、Nature、

Cell 有 7 篇論文發表。 

3.學校積極規劃成立「清華高等研究院」來追求學術卓越，孕育重大科

技及人文創見，值得鼓勵。 

4.學校與台灣主要研發機構及產業園區，已有緊密的產學研發合作，並

在產業服務及產學合作持續有水準以上的成果，爭取聯發科技及台達

電子到校設立聯合研發中心，也有具體成效。 

5.校內各單位教授間之合作已有部分成效，例如以生物影像為基礎之生

命科學研究，結合生科與資訊方面之研究等。 

6.學校人文與社會領域師資表現優秀。 

7.學校新增專任教師中由國外直接延攬的比例相對較高，值得肯定。 

建議及待

改進事項 

1.發表論文 SCI、SSCI、AHCI 數量都很可觀，但在質的方面如 Nature、

Science 及 HiCi 論文雖已見初效，但應可繼續提升。 

2.學校與台聯大系統其他學校之分工整合，應有更具體之規劃及可行之

推動計畫，以進一步在教學與研究上獲益。 

3.學術領導之穩定性，有利於學校長遠發展，建議檢討現行制度。 

4.學校除了全校性的標竿外，6 個重點研究領域及 5 個拔尖研究計畫也

宜考慮分別擇定標竿機構，作深入研析後，逐年追蹤，以期早日拔尖。

5.承續清華大學過去建立之優良傳統，應可多加強科學與人文之對話與

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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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校人文社會領域教師占 31%，惟經費只占本計畫的 9%左右，宜有

專案促成並作有效配置以發揮特色。 

7.學校雖然設立大學部人文學程與社會科學學程，但是受限於領域等因

素，通識課程深度與廣度還是有其侷限。 

8.學校在帶動國內頂尖大學提供弱勢學生入學機會方面，為風氣之先，

每年提供百餘名額作為繁星計畫招生名額，惟因學測檢定過高，造成

缺額過多，失去原先照顧偏鄉高中之美意，應有改進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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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98.05.12 

秘書處 業務報告 

一、 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97 年度考評結果，

本校考評等級為優等，98 年度補助金額為 12 億元。11 所獲補助學校

中，7所大學列「優」、3所大學列「良」、1所大學列「可」。 

二、 98 年 4 月 26 日本校創校 98 週年暨在台建校 53 週年校慶，順利圓滿

落幕，感謝全校師生同仁踴躍的參與各項慶祝活動。 

三、 為配合本校創校 100 週年暨在台建校 55 週年，將徵求標章及精神口

號之設計，徵選辦法已公佈於本處公佈欄，歡迎所有清華人踴躍參加。 

四、 98 年 4 月 20 日於綜二大樓國際會議廳舉行蔡明介先生「名譽博士學

位」頒授典禮。 

五、 2008 年首頁故事專輯已出刊，歡迎取閱。 

六、 本年度(2009 年)第二季 Newsletter 已於四月中旬出刊。 

七、 分別於 4 月 11 日交大校慶、4 月 25 日清大校慶舉辦第四屆老梅竹競

賽，共八項競賽（交大主辦籃球、羽球、橋藝、棒球等四項比賽；清

大主辦桌球、排球、網球、足球等四項比賽）。 

八、 於 4月 26 日清大校慶舉辦 60/50/40 值年校友團圓會，共 18 位 50 值

年/40 值年校友齊聚一堂，返回清華園重溫求學時光。 

九、 為因應貴賓來訪或各項宣傳需求，秘書處企劃並完成清華簡介影片製

作(內容除中、英文版，並進一步細分精簡版及完整版)，各單位如有

需求，可逕向秘書處洽取；此外，該影片亦可由「清華首頁」或「清

華影像網」直接點閱/下載。 

十、 為有助於本校的國際形象宣傳及未來大陸招生，全力支援大陸中央電

視台於 3/26、3/27 二日至清華拍攝紀錄片，並於 4/21 於南校區大草

坪進行直播，片內對於校內教學、環境、研究、生活設施多所報導，

成效頗佳，除放送全大陸外，亦播送世界 200 多個國家，以下網址可

以連結觀看：

http://vod.cctv.com/html/media/zhongguoxinwen/2009/04/zhong

guoxinwen_300_20090421_23.shtml 

 

校園規劃室  業務報告 

一、宜蘭園區開發案業於 98 年 4 月 30 日完成雜項工程及綜合大樓新建工程

規劃與設計，目前準備申請雜項及建造執照中，預計 98 年中開始施工。 

二、舊校區建築更新計畫業於 96 年底委託中原大學辦理，已於 98 年 2月 12 日

完成期末簡報，規劃成果並將在校內進行專案報告說明，在凝聚全校性共

識，再由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三、荷塘至人社院（D 段）共同管道與道路路形及坡度重整計畫，擬改善兩

處危險路段線形及坡度，以確保交通安全，已於 97 年 12 月 26 日統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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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包，因生科院段道路坡度尚待協商，98.3.23 列席生科院會議說明，

依其結論修正設計中。 

四、本校第二校區（竹東）籌設計畫案已於 96 年 12 月 28 日函送教育部審查，

目前教育部已於 98 年 1 月 7 日修正發布施行「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

分部專科部高職部設立變更停辦辦法」，本校預計 98 年 5 月前修正籌設

計畫內容，再陳報教育部審查。 

五、教學大樓已於 98 年 4月 3 日完成地下一樓牆面及獨立柱混凝土澆置，工

程進度 22.83%，比預定進度超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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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98.05.12 

教務處 業務報告 

一、教育部大陸地區學生（指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來臺就學者）來台就學招生作

業，政策規劃草案：學校須經教育部核定後，始得招收大陸地區學生。招收

大陸地區學生之名額以「外加方式」辦理，考試方式採「聯合招生」方式，

統一辦理編印簡章、受理報名、錄取分發、公告放榜、申訴處理等事項；各

校得自行辦理筆試、甄審及書面審查及正備取作業等事宜。 

招生名額最高以教育部當學年度核定學校相同學制班次招生名額百分之二

為限，但全國外加招生總額不得超過教育部當學年度核定招生總額百分之

一。 

二、本學年度畢業典禮（98 年 6 月 20 日），首度將大學部、研究生分 2 個場次

辦理，下午 3：30 起專屬研究生畢業典禮，規劃碩士班研究生可一一上台，

典禮時間預計 2 小時（下午 5：30 結束）；傳統畢業典禮時間晚上 7：00 為

學士班畢業典禮。 

三、本（98）年 5 月 13 日晚上 7：30~9：30，於資電館 B01 演講廳舉辦本校和

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公聽會，邀請全校師生及職技人員參加，歡迎踴躍出席。 

四、語言中心增聘約聘教師，提昇師資素質及大學英文教學品質。 

五、本校與國立新竹實驗高中合辦科學班，98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簡章業經教

育部核定並開始報名（由實中主辦），98 年 6月 12、13 日在本校辦理第二階

段甄選（二天科學營）。 

六、人社院對人文社會學系與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未來整合發展已有初步共識，

預計最快 99 學年度以「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招生。 

七、98 年度全校院級教學單位全面提昇特別預算「競爭性經費」審議會議，預

定於 5月 15 日召開。 

八、教務處完成全校教室使用現況普查，學校亦編列 1,200 萬經費，逐步改善教

室設施；各教學單位提出改善計畫時亦須編列同額配合款。 

預定於 98 年 6月 5日於遠距教室辦理「教室設計及改進計畫說明會」，並展

示設施現場，提供各教學單位教室改進規劃參考，請鼓勵同仁參加。 

九、本校「大學部教育改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本年 3月底完成與各學院及各開課單位之課程改進座談會，感

謝各位委員辛勞。特別感謝召集人電機系王小川教授，辛苦完成「大學部共

同必修課程的檢討及改進意見」（第一階段）報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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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98.05.12 

學務處 業務報告 

一、 4/12 於本校體育場舉辦清華、交大、中央、中原四校之松竹蘭梅僑生運動

會，200 多人齊聚一堂。 

二、 傑出導師決選會議已於 4/29 評選原科院孫毓璋、人社院徐憶萍、理學院

余怡德三位教授獲選。將於 6月 5日(五）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國際會議廳(計

通中心八樓)舉辦「97 學年度國立清華大學傑出導師頒獎暨全校導師輔導

會議」，主題為：春風化雨--當代教師的挑戰。包含演講以及座談，並配

合傑出導師頒獎，進行傑出導師經驗分享，敬邀全校導師參加，並希望大

家能廣為宣傳與鼓勵同仁參與。 

三、 配合新竹市政府舉辦端午節龍舟賽，本校僑生組一隊，外籍生報名兩隊參

賽。 

四、 為發揮教育輔導功能，明訂宿舍違規扣點學生勵新申請實施方式，使違反

宿舍規則之住宿學生能自省策勵，主動申請改過向善，遂訂定「國立清華

大學學生宿舍勵新實施要點」並已核准通過，公告於生輔組網頁，供同學

點閱查詢。 

五、 98 年度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先期準備工作，依副校長 4 月 16 日協調會中指

示，收集資料並製作以本校特色為主之簡報，並依各單位所提供之協助，

完成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之擬定，各項準備工作皆進行中。 

六、 啟碁科技公司決議以課輔志工社為長期認養對象，贊助金額為一年期 30 

萬元。 

七、 因應 H1N1 新型流感校園防治，衛保組已擬訂防治工作，並將視情形，隨

時召開防治檢討會議，檢討利弊得失，調整校園防治措施。 

八、 建請計算機中心，將校務資訊系統中學生電子郵件地址預設為學號 oz 信

箱，以利學校重要訊息通知，能順利傳達給同學知悉。 

九、 97 學年度上學期共有 193 人，到諮商中心接受個別諮商。 

十、 4 月 26 日(日) 舉辦「98 年校慶有聲棒球競賽暨體驗活動」。另外、清大

資工系四年級重度視障學生莊靜潔，在 5 月 5 日(二)晚上 7 時舉辦「生命

故事分享~看見自己的幸福」演講活動。 

十一、 96/10/17 開設「心窩部落」至 98/4/21 一年多餘，瀏覽人次突破 10 萬

人次！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護。 

十二、 體育校隊競賽成績表現優異，98 年全大運獎牌獲八金(男桌團體、女桌

團體、女 100 公尺跨欄、游泳五金)、 二銀、五銅，成績居全國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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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 

98.05.12 

總務處與環安中心 業務報告 

一、文書組 

1. 近來許多單位之公文於送會或核判時，僅遞送紙本，未於公文管理系統

登錄，造成下一單位處理之困擾，請轉知承辦人員務必落實登記作業。 

二、事務組 

1. 全校約 891 棵松樹松材線蟲與松毛蟲防治工作，98.04.17 開始施作。 

三、出納組 

1. 為便利全校同仁 97 年度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特邀新竹市國稅局於 5月

20、25 日兩天，至校設立臨時櫃檯提供收件服務，請轉知所屬知悉。 

四、 保管組 

1. 請各單位督導所屬於規定期限〈5月 16 日前〉內確實做好財產清點工作。 

五、營繕組 

1.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館新建工程：97.11.24 開工，預計於 100 年 3 月完工。

目前進行 A 區一樓版及 B區大底灌漿作業，截至 98.04.26 工程進度為

12.28%。 

2. 教學大樓台達館新建工程：預計於 99 年 7月完工，目前地下 1樓頂版模

板組立，預定於 5月 13-14 日灌澆置，截至 98.05.05 工程進度為 22.34

﹪。 

3. 總圖書館至仙宮校區機車停車場間共同管道工程：準備驗收中。 

4. 北校區實驗室廢水處理廠新建工程：目前進行擋土牆修復工程土方開

挖、擋   土支撐施作及基礎版鋼筋綁紮、混凝土澆置等作業，工程進度

8.76％。 

5. 南校區實驗室廢水處理廠：預計 98.05.31 完工，工程進度 89.38%。 

6. 南校區實驗室廢水處理廠整地工程：預計 98.06.23 完工，工程進度 34%。 

7. 南校門警衛亭新建工程：預計 98.06.21 完工，工程進度為 51%。 

六、採購組 

1. 國科會 98.04.06 召開科研採購座談會，依「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採購監督管理辦法」第 9條規定辦理科研採購之資訊，應依相關規定，

主動公開。國科會授權由學校自行決定採購時適用政府採購法或科研採

購，會中認為科研採購與目前學校依政府採購法辦理並無抵觸之處；另

外，審計單位查核採購案件若購案不依政府採購法辦理時較有疑慮；因

此，本校目前採購案件均依政府採購法來辦理。 

七、駐警隊 

1. 本學年度教職技員工汽車停放識別證換發作業已完成約 1692 張。 

2. 本學年度之機車證申請約 6000 張；腳踏車證約 4000 張。  

八、環安中心 

1. 98 年 3 年 26 日材料實驗館實驗室廢水收集管線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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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8 年 4 月 30 日完成教育部「98 年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

自我評鑑報告。 

3. 自98年4月16日起聘黃國柱教授兼環境保護組組長暨環安中心副主任。 

4. 自 98 年 4月 16 日起聘孫毓璋副教授兼安全衛生組暨建安消安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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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98.05.12 

研發處 業務報告 

〈一〉 恭賀電機系鄭傑教授及材料系廖建能教授榮獲2009年中央研究院年輕學

者著作獎、光電所李瑞光教授榮獲財團法人潘文淵基金會 2009 考察研究

獎助金、資工系許健平教授榮獲「第七屆有庠科技講座」、材料系廖建能

教授榮獲「第七屆有庠科技論文獎」、資應所張智星教授指導學生參加

2009 年芬蘭科學博覽會 SCIFEST，榮獲大會最高榮譽獎項 Gold Award。 

〈二〉 本校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 98 年『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將於 6 月 6 日

頒獎。獲獎名單 1.清華大學 2.交通大學 3.成功大學 4.台灣大學 5.台北

大學。 

〈三〉 為鼓勵校內各單位於百年校慶期間(2010 年 11月 1日至 2011 年 12月 31

日)，積極爭取舉辦國際性或兩岸學術研討會，本處將統籌辦理激勵方

案。經各學院於 2009 年 4 月 30 日前回報本項問卷調查，提出件數計有：

理學院 2件、工學院 8件、電資院 1件、科管院 2件、共教會 2件。 

〈四〉 建教合作研究計畫之管理費提列與分配比列，將自教育部核定日起簽約

之計畫，由原學校分配比例提撥出 5%給院級單位統籌運用，以利於各院

業務推展，本案已經 4月 29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辦理教育部「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教育部為配合行政院擴大就

業方案，增加就業機會，擬以學校為單位，得向教育部提出研究人力需

求申請。之前已向全校教授調查博、碩研究人員需求人數〈目前校內回

報需求人數博士 59 位、碩士 86 位〉。本處已於 5 月 7日向教育部提出人

力需求計畫書，再由教育部核定本校可支用員額。 

〈六〉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聘之「國立清華大學補助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

申請案（聘期為 98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申請件數共計 20

件。 

〈七〉 為配合教務處 98 年講座及特聘教授核定名單公布時程，讓各學院、共教

會有充份時間召開會議推薦學術卓越獎勵名單，將原訂 5 月 25 日(一)申

請截止日延後二星期，請各學院、共教會於 6 月 8 日(一)前提報推薦表

及申請表至研發處。 

〈八〉 2008 年學術出版獎勵案核定通過頂尖論文共計 3 篇、傑出論文 93 篇及頂

尖會議論文 5篇，專書部份 6 件送審中。 

 

〈九〉 本年度新申請之增能計畫共計 54 件，經書面審查，核定通過增能計畫 36

件，金額為 60,590,000 元，一般計畫 8 件，金額為 12,100,000 元，總

計 72,690,000 元，另有 10 件不通過。 

〈十〉 國科會 98 年度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通過名單，全國第一階段共通過

12 件，本校占 4 件，分別為物理系張石麟教授(數學及自然科學領域)、

電機系陳博現教授(工程及應用科學領域)、化工系陳壽安教授(工程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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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學領域)及生科系江安世教授(生命科學領域)。 

〈十一〉 本校與馬偕紀念醫院學術研究合作，98 年雙方將各出資 500 萬元，支持

2 至 3 個整合型研究計畫。謹訂於 5 月 14 日(四) 下午三點於生物醫學

中心一樓會議室，召開校內整合計畫會議，針對三大領域：1.再生醫學：

生醫材料、組織工程、幹細胞、人工器官 2.奈米生醫：藥物傳輸、基因

傳輸、新劑型 3.系統醫學：生醫影像、生物感測、生醫資訊，徵詢本校

相關研究領域教授之合作意願，敬請踴躍參加。 

〈十二〉 國科會請本校更新「法人與大學研究能量平台」資料填寫，請各教學研

究單位配合務必於 98 年 5 月 22 日前更新 93-97 學年度原有之相關資料

並將更新後excel檔於5/22下午5點前mail至計畫管理組各院承辦人，

以便彙整上傳資料。 

〈十三〉 國科會函告本校該會新訂『擴增現有專案研究計畫學術研究人員推動方

案』，自即日起實施。欲申請專任助理者，請依規定於 98 年 5月 18 日上

午 10 點前至國科會網站辦理追加，請填具計畫延期及變更申請對照表，

敘明追加理由，並檢附擬進用人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學歷證件影本及未

在職聲明書各 1 份，填寫完畢線上送出後依本校校內程序辦理，逾時國

科會將統一關閉全國申請系統，無法進行作業。計畫主持人於申請追加

經費前，務必請先至該會相關學術處網頁查閱相關執行細則，如有任何

疑問，請洽該會學術處各學門承辦人。 

〈十四〉 經濟部「學研聯合研究計畫」申請於 98 年 4 月 15 日截止，透過本校申

請共計有 23 件申請案，透過合作單位申請共計有 12 件申請案，共計有

32 位教授申請。 

〈十五〉 本校申請國科會 98 年度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共計 9件（多年期第 2 年 1

件、新案 8 件）、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共計 8件及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 4

月提申請 1 件。 

〈十六〉 本校申請工業局 98 年度「產學聯合研發計畫」申請案共計 7件，商業司

98 年度「產學聯合研發計畫」申請案共計 1件。 

〈十七〉 本校申請「98 年度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4 月提申請共計 2

件。 

〈十八〉 產學合作組： 

1. 國科會 98 年固本精進計畫第一期進入複審名單，本校有 6 位教授，

分別為資訊系黃婷婷教授、電機系黃仲陵教授、電機系吳孟奇教授、

電機系黃柏鈞副教授、化工系鄭西顯教授、動機系方維倫教授。 

2. 研華科技及研華文教基金會規劃『企業實案研究』主題，特別為研究

生，建構進入企業真實環境學習的機會，自 2009 年 7 月起至 8 月底，

期待促成教授帶領學生以暑期 2 個月 Intern 的方式進行實際個案研

究，每個議題預計錄取 2名研究生，每名補助每月 2萬，由研華部門

主管與專案經理人，全程帶領，希望將企業實例觀察，提供給學校教

授與學生作為教學研究的方向，請各教學研究單位踴躍報名參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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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前向研華文教基金會報名(電話：0227927818-7853 E-Mail：

ticeacc@advantech.com.tw)。 

〈十九〉 智財技轉組： 

1. 4 月 24 日科技權益委員會通過申請專利件數 30 件，獲證讓與案件 2

件。 

2. 4 月 24 日召開材料系嚴大任教授-『全介電質新穎材料(full 

dielectric metamaterial)」技術移轉作價會議，及 4 月 30 日召開

資工系張智星教授「Windows Mobile 平台之中文語音評分引擎」技術

移轉作價會議。 

〈二十〉 育成中心： 

1. 4 月 27 日參與南港軟體園區，經濟部舉辦之『創業領航招商活動』。

由清大育成中心培育之正文科技與台灣類比很榮幸地成為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遴選出之「領頭羊」，主辦單位也特別介紹代表學校參加「創

業領航啟航儀式」的簡禎富副研發長。 

2. 5 月 1 日針對 95 學年度～97 學年度畢業生舉辦『大專畢業生創業圓

夢方案』說明會，與會共 25 人。 

3. 教育部為鼓勵大專畢業生創業，推出『98 年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

案』，育成中心於 5/1 及 5/7 舉辦方案說明會，共有 54 位參加說明會。

鼓勵 95 學年至 97 學年畢業生組隊進駐育成中心，畢業生參加此方

案，可享有 35 萬元的創業補助金，有意者請於 5/20 日前送件至本中

心，其他詳細申請資訊請上計畫網站 http：//ustart.moe.edu.tw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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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國際事務處 業務報告                                       98.05.12 

一、國際會議 

1、 擬請本校針對「第 9 屆台加高等教育會議」所列之 Culture、Medical 

Engineering and Health 及 Food and Water 等相關領域推薦適合人選

參加該會。 

二、國際合作 

1、 98 年 5 月 5 日由王偉中國際長擔任召集人，邀集理學院、工學院、電資

院及原科院院長，召開「印度實習生計畫討論會議」，討論「印度籍學生

實習推動計畫作業要點」，待本校及印度各姊妹同意其內容後，預計於今

年寒假開始執行。 

三、外籍學生與外籍交換學生招生及入學 

1、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國合會)為擴展更多英語化學程，爰擬與本校共合

作增設「資訊應用」英語學士學程專班。(本校自 2004 年起與國合會合

作辦理國際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程)，以在既有的執行經驗及學程基礎

上延伸設立學士學程。主要學生來源為國合會獎學金受獎生及轉制國合

會獎學金制度的台灣獎學金受獎生，每人每年 36 萬元，學生人數視當年

度報名及核錄之人數而定(國合會無法保證員額)。 

四、本國學生出國研修 

1、 由國際學生組舉辦之「2009 海外留學週」活動已圓滿結束，迴響熱烈，

8 場共將近 700 位校內外聽眾。活動花絮詳見於國際事務處網頁。 

http://oia.nthu.edu.tw/news.php?id=74&lang=big5   

2、 因應新型流感預防措施，教育部為掌握已在國外及未來將出國或來我國

之雙向交換學生及留、遊學學生等疫情資訊，俾必要時採取因應措施以

提供適時之協助，通函大專校院、主管中小學縣市政府教育局、留遊學

業者及同業公會、國際扶輪社等，於疫情期間，只要是出國或返國，都

要立即填報「H1N1 新型流感流行期間留遊學出（返）國行程通報單」，

讓教育部掌握學生出（返）國的狀況。本處已分別知會校內各系所、單

位及師生配合教育部政策通報。 

3、 學生國際訪問獎之各院名額與申請方式已公告 (理學院：7、工學院：13、

人社院：5、科管院：2、生科院：4、原科院：5及電資院：14) 

4、 本年度博士生申請國科會博士生暑期赴日計畫，本校共 7 件申請，4 件

通過申請 (全國核定名單共 18 位)。 

五、歐盟科研架構計畫 NCP 中部辦公室工作進度: 

1、 98 年 5 月 5 日赴政大拜訪三位先期計畫主持人(Project 

Investigator)，分別為政大經濟系兼國際長陳樹衡教授；政大創新與創

造力研究中心溫肇東教授; 國際關係歐美研究所盧倩儀教授。藉以了解

其先期計畫之進度，並提供各教授該計畫進行時所需之協助，訪談之內

容即為未來六月諮詢委員會之報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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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98.05.12 

圖書館 業務報告 

一、資料徵集與典藏 

1. Nature 電子期刊將於 2010 年起由該公司（代理商）個別與訂購單位聯繫

價購，不再透過聯盟(CONCERT)議價。考量透過聯盟價購可降低費用，目

前正由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代表館界進行協商，本館亦將持續追蹤後續進

展。 

2. 本校機構典藏系統 NTHUR 榮獲 2009 Rankings Web of World Repositories

全球機構典藏系統平台排名第 266 名，為臺灣地區唯一進入世界前 300 名

之大學。 

本校機構典藏系統作業要點業於 98 年 3月 20 日經校長核定實施。 

3. 3 月 10 日舉辦校史大事記資料庫說明會，後續回收彙整校內各一級單位

2008 年大事記資料計 912 筆，目前正提送校史計畫諮詢委員審議中。 

4. 2008 年退休教職員與老校友口述歷史計畫共計完成朱樹恭、何世延、翁寶

山、蔣亨進、劉遠中、楊末雄等六位教授訪談，受訪資料精簡版已置於數

位校史館（清華人/人物專訪）提供線上瀏覽，包含個人簡歷、訪談短片、

短片簡介及完整訪談稿 PDF 檔。 

5. 校史計畫購入本校早期影音新聞 15 則，已置於數位校史館（數位展覽區/

校史新聞報導），以及本館多媒體隨選系統(MOD)，提供線上瀏覽。 

6. 完成2008年三項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之宣傳摺頁。 

7. 5月16日至6月15日實施本校98年計畫圖書財產定期清點工作，敬請各單位

提醒所屬保管使用人於規定時限內完成清點作業。 

8. 本館館藏早期之博碩士論文(1995-1998)，因其授權書上均列明個人資訊

（如身份證字號、地址及電話等），為免洩漏個人隱私，已將有紀錄個人

資訊之授權書取出另行保存備查。 

二、讀者服務與推廣 

1. 3 月 12 日接待香港城市大學圖書館景祥祜館長暨助理館長等一行六人，進

行館務交流與經驗分享。 

2. 圖書館 57 期館訊已於 3月 20 日出刊，同時發行電子版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epaper/57/index.htm）。 

3. 為提升館際合作西文期刊複印服務取件時效，圖書館自 97 年 7 月加入

RAPID ILL 西文期刊館際合作組織系統。自即日起使用者可自行透過 RAPID 

ILL@NTHU 系統提出申請單，程序簡便，歡迎校內師生多加利用。 

4. 圖書館與人社中心於 5月 2日至 3日舉辦「一九七○年代保釣運動文獻之

編印與解讀」國際論壇，總計 300 餘人參加，活動圓滿落幕。總圖書館並

於 4月 27 日至 5月 10 日展出釣運文獻，歡迎蒞臨指教。 

5. 5 月 21 日將於總圖書館舉辦「看歷史‧讀文學‧品記憶‧想未來--紀剛先

生文物捐贈儀式」，同時展出「紀剛先生文物暨滿洲國主題書展」，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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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月 21 日，歡迎參觀。 

6. 配合中文系辦理詩人鄭愁予駐校活動，人社分館自 5 月 5 日至 5 月 20 日

舉辦「鄭愁予先生詩作展暨月涵文學獎入圍作品展」，歡迎蒞臨參觀。 

7. 本館運用設置於總圖一樓門口之電子看板，進行各類推廣活動宣傳及重要

事項公告，另協助刊登校園重要活動宣傳事項，如：校慶、梅竹賽、校園

徵才等。 

三、館舍空間與設備 

1. 總圖書館一樓進行空間調整，設置「新閱讀區」（安靜）與「輕閱讀區」（輕

聲）。前者提供新書展示、報紙及休閒期刊閱覽，後者則將提供讀者輕鬆

閱讀、輕聲交談，以及文獻展示、辦理推廣活動的空間。 

2. 總圖書館進行書刊移架，原置於一樓之中西文參考書及教師著作移藏至二

樓，報紙、新書展示、休閒性期刊則改陳列於一樓。 

3. 人社分館二樓自 3 月 21 日起進行空間調整，以增加典藏空間，並新增開

放討論區、研究小間及閱覽區，工期將至 5 月 30 日止。施工期間各項服

務照常提供，造成使用不便之處敬請包涵。 

4. 因應讀者對大尺寸圖冊掃描之需求，人社分館增設 A3 掃描器一部以提供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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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 
98.05.12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業務報告 

一、 Webometrics 2009 年第一季報告。 

− 資料來源: Google, Yahoo, Live Search, Exalead, … 

− 指標: 50% Visibility (links), 20% Size (Web pages), 15% Rich files 

and 15% Google Scholar 

− 指標意義: Domain name (e.g., nthu.edu.tw) 之下之 Content sharing 

& distribution 現況 

− 2009 年第一季本校各單位與台大對應單位比較表(附件)。 

− 計通中心將提供線上系統，定期更新。對應單位(本次報告暫訂)，如有

變更請隨時提出修正。 

− 本中心成立技術輔導小組(陳文城副組長)，近期開辦改進說明會。 

二、 惡意病毒「Conficker」已全球蔓延，形成數量可觀的 Botnet，電腦中毒

可能造成個資外洩、濫發郵件、網路攻擊等資安危害。中心已提供程式自

我檢測 (http://net.nthu.edu.tw:80/malware_conficker/)。用戶檢測後

不論檢測結果如何，麻煩您點選「回報給計通中心」按鈕回報。我們會將

統計結果交給各單位網管人員，以分析該網段安全狀況。此外、台灣微軟

提醒使用者切勿任意點選以「Conficker」為主題之郵件，或下載號稱可清

除 Conficker 之軟體。 

三、 近來發生數起校內電腦因遠端遙控密碼強度不足而遭到入侵事件。中心建

議如需遠端遙控管理請設定特定 IP 或限用校內 IP。如在校外使用可利用

VPN (http://www.cc.nthu.edu.tw/news/98/net-0309-1.php) 服務取得校

內 IP。 

四、 基於 webmail 使用者信箱密碼遭騙取盜用，寄發大量垃圾信，造成本校寄

信伺服器常被外界伺服器列入黑名單，影響所有 webmail 使用者權益。中

心為避免類似狀況發生，規定單次寄信量不得超過一千個聯絡人。如有大

量寄信需求請先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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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指標搜尋方法 

 
A. Google Size— “site:nthu.edu.tw” at Google Web Search 

 
B. Yahoo Visibility— http://nthu.edu.tw at Yahoo Site Explorer  

(Check inlinks, Show inlinks “except form this domain” to “Entire Site”) 

 
C. Live Richfile – “site:nthu.edu.tw (filetype:doc OR filetype:ps OR filetype:pdf OR 

filetype:ppt)” at Live Web Search 

 
D. Scholar – “site:nthu.edu.tw” at Google Scholar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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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大教學領域單位(VS. 台大對應單位，對應待修正) 

排

名 
NTHU 
NTU 

Size 
(20%) 

Visibilit
y 
(50%) 

Rich File 
(15%) 

Scholar 
(15%) 

WR 
佔全校 

% 

資工系領域 143055 42385 14468 319 31501 12.52 
1 

資工系領域 395386 161347 32423 514 108731 10.91 
生科系領域 150999 21802 2688 48 21109 8.39 

2 
生科系領域 44373 6591 6674 105 6603 0.66 
數學系領域 194849 6057 5739 553 16388 6.51 

3 
數學系領域 42618 22947 5499 64 14599 1.46 
電機系領域 45095 19296 8500 235 13115 5.21 

4 
電機系領域 218606 55736 43456 530 44694 4.48 
歷史系領域 94727 9051 8 0 10841 4.31 

5 
歷史系領域 917 532 509 5 353 0.04 
外語系領域 10028 15031 259 19 8200 3.26 

6 
外語系領域 2400 1131 219 0 736. 0.07 
化學系領域 32098 3798 469 32 4067 1.62 

7 
化學系領域 118906 11529 6156 12 14001 1.40 
工工系領域 8583 6291 2191 168 3852 1.53 

8 
工工所 2701 552 379 4 476 0.05 
動械系領域 10865 4381 1909 60 3019 1.20 

9 
機械系領域 19023 2972 3632 45 2943 0.30 
物理系領域 12558 2444 3074 45 2220 0.88 

10 
物理系領域 52084 24142 12798 2270 16524 1.66 
材料系領域 22461 1180 1241 31 2154 0.86 

11 
材料系領域 8751 450 520 24 838 0.08 

12 哲學系領域 30135 283 42 0 215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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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領域 1408 194 719 1 227 0.02 
化工系領域 26132 621 1490 55 2135 0.85 

13 
化工系領域 5764 1604 1706 7 12723 0.13 
生醫工程 24705 601 39 1 1950 0.77 

14 
生醫工程 33989 1975 6242 262 3605 0.36 
中文系領域 8863 1341 298 1 1276 0.51 

15 
中文系領域 1122 554 466 2 375 0.04 
管理學院領域 7611 1463 49 1 1242 0.49 

16 
管理學院領域 16532 2638 1808 53 2519 0.25 
台文所領域 10265 604 27 0 988 0.39 

17 
台文所領域 67 2 21 0 7 0.00065  

科法所領域 6770 785 47 0 846 0.34 
18 

科法所領域 239 930 48 0 483 0.05 
經濟系領域 5710 603 783 23 725 0.29 

19 
經濟系領域 2726 358 733 89 411 0.04 
人社系領域 4455 604 376 3 618 0.25 

20 
人社系領域 20550 24702 3198 218 13913 1.40 
語言所領域 3183 658 918 91 601 0.24 21 
語言所領域 707 87 235 12 104 0.01 
財金系領域 5054 252 184 11 474 0.19 22 
財金系領域 6440 800 2138 102 952 0.10 
人類學領域 424 415 134 0 242 0.10 23 
人類學領域 1597 523 895 2 413 0.04 

 
二、清大行政單位(VS. 台大對應單位，對應待修正)  

排

名 
NTHU 

NTU 
Size 
(20%) 

Visibility 
(50%) 

Rich 
File 
(15%) 

Scholar 
(15%) 

WR 
佔全校 
百分比 

圖書館 311246 16863 19648 2890 30597 12.15804 
1 

圖書館 823603 117793 44957 32900 120986 12.13744 

計通中心 294821 6336 805 0 22863 9.08481 
2 

計網中心 287586 49005 8009 64 44085 4.42264 

秘書處 213775 461 1343 0 14549 5.78116 
3 

秘書處 26545 2176 1385 1 2927 0.29365 

教務處 16242 2058 2840 62 2263 0.89926 
4 

教務處 151515 115921 18996 1266 69201 6.94232 

5 學務處 5577 2498 386 0 640 0.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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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289324 49408 3971 0 44191 4.43326 

總務處 4250 95 2165 0 439 0.17447 
6 

總務處 5927 170 838 0 522 0.05237 
研發處 3099 198 1243 3 368 0.14631 

7 
研發處 5896 220 2646 1 636 0.06376 
國際事務處 1768 127 529 0 208 0.08258 

8 
國際事務處 9684 1118 1026 0 1256 0.12599 

人事室 1757 29 1349 1 199 0.07917 
9 

人事室 1629 10 1299 0 179 0.01791 

會計室 557 115 496 0 119 0.04746 
10 

會計室 73 10 21 0 11 0.00110 

教職員生網頁 56943 16578 17992 333 13035 5.17947 
 

個人網頁 102820 83313 34530 340 50289 5.04500 

 

 

領域 單位(NTHU/NTU) 網域(NTHU/NTU) 

數學系 math.nthu.edu.tw 
數學領域 

數學系暨研究所 math.ntu.edu.tw 
物理領域 phys.nthu.edu.tw 

物理領域 
物理學系暨研究所 phys.ntu.edu.tw 
化學系 chem.nthu.edu.tw 

化學領域 
化學系暨研究所 ch.ntu.edu.tw 
中國文學系 cl.nthu.edu.tw 中國文學領

域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cl.ntu.edu.tw 
外國語文學系 fl.nthu.edu.tw 外國語文學

領域 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forex.ntu.edu.tw 
歷史研究所 hist.nthu.edu.tw 

歷史學領域 
歷史學系暨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history 
哲學研究所 phil.nthu.edu.tw 

哲學系 
哲學系暨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philo 
人類學研究所 anth.nthu.edu.tw 

人類學領域 
人類學系暨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anthro 
台灣文學研究所 tl.nthu.edu.tw 台灣文學研

究領域 臺灣文學研究所 git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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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研究所 ling.nthu.edu.tw 語言學研究

領域 語言學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gilntu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 pme.nthu.edu.tw 
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me.ntu.edu.tw 

機械工程學

領域 
應用力學研究所  iam.ntu.edu.tw 
化學工程學系 che.nthu.edu.tw 
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che.ntu.edu.tw 

化學工程學

領域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pse.ntu.edu.tw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mse.nthu.edu.tw 材料科學工

程學領域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mse.nt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 ie.nthu.edu.tw 工業工程學

領域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ie.ntu.edu.tw 
電機工程學系 ee.nthu.edu.tw 
電子工程研究所 ene.nthu.edu.tw 
光電工程研究所 ipt.nthu.edu.tw 
通訊工程研究所 com.nthu.edu.tw 
電機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ee.ntu.edu.tw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giee.ntu.edu.tw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gipo.ntu.edu.tw 

電機工程學

領域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com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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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cs.nthu.edu.tw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isa.nthu.edu.tw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csie.ntu.edu.tw 
資訊網路與多媒體研究所 inm.ntu.edu.tw 

資訊工程學

領域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bebi.ntu.edu.tw 
生命科學系 life.nthu.edu.tw 
生命科學系  lifescience.ntu.edu.tw 
生化科技學系  bst.ntu.edu.tw 
生化科學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ibs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mbc.ntu.edu.tw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www.mc.ntu.edu.tw/department/clsmb 
分子醫學研究所  www.mc.ntu.edu.tw/department/molecular 
免疫學研究所  www.mc.ntu.edu.tw/department/iim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www.mc.ntu.edu.tw/department/ibmb 
微生物學研究所  www.mc.ntu.edu.tw/department/microb 

生命科學領

域 

生物科技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ntubiotec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ns.nthu.edu.tw 
醫學工程研究所  bme.ntu.edu.tw 

生醫工程領

域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bime.ntu.edu.tw 
經濟學系 econ.nthu.edu.tw 

經濟學領域 
經濟學系暨研究所  econ.ntu.edu.tw 
人文社會學系 dhss.nthu.edu.tw 
社會學研究所 soc.nthu.edu.tw 
社會學系暨研究所  social.ntu.edu.tw 
社會工作學系暨研究所  homepage.ntu.edu.tw/~ntusw 

人文社會學

領域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ccms.ntu.edu.tw/~ntuihs 
計量財務金融學系 qf.nthu.edu.tw 財務金融學

領域 財務金融學系暨研究所  fin.ntu.edu.tw 
科技管理研究所 tm.nthu.edu.tw 
服務科學研究所 iss.nthu.edu.tw 
科技管理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 upmt.nthu.edu.tw 

管理學院領

域 

管理學院 management.ntu.edu.tw 
科技法律研究所 lst.nthu.edu.tw 科技法律研

究領域 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 www.law.ntu.edu.tw/giilslaw/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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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領域 單位(NTHU/NTU) 網域(NTHUNTU) 

教務處 academic.nthu.edu.tw 
註冊組 my.nthu.edu.tw/~registra 
課務組 my.nthu.edu.tw/~curricul 
招生組 my.nthu.edu.tw/~adms 
推廣教育組 my.nthu.edu.tw/~exten 
出版社 thup.et.nthu.edu.tw 
語言中心 my.nthu.edu.tw/~language 
寫作中心 writing.wwlc.nthu.edu.tw 
教務處 aca.ntu.edu.tw 
教學發展中心 ctld.ntu.edu.tw 
社會科學院教務分處 homepage.ntu.edu.tw/~socreg 
師資培育中心 education.ntu.edu.tw 
出版中心 press.ntu.edu.tw 
進修推廣部 dpd.ntu.edu.tw 
台大課程網 nol.ntu.edu.tw 
寫作教學中心  awec.ntu.edu.tw 

教務處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lttc.ntu.edu.tw 
學務處 my.nthu.edu.tw/~student 
課外活動指導組 dsa.nthu.edu.tw 
諮商中心 counsel4.mac.nthu.edu.tw 
學務處 osa.ntu.edu.tw 
活動中心管理組 active.ntu.edu.tw 
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career.ntu.edu.tw 
社科院學務分處 staf.law.ntu.edu.tw 
醫學院學務分處 www.mc.ntu.edu.tw/staff/studentaffair 
椰林風情 BBS bbs.ntu.edu.tw 

學務處 

獅子吼佛學專站 cbs.ntu.edu.tw 
總務處 my.nthu.edu.tw/~general 
文書組 my.nthu.edu.tw/~document 
事務組 my.nthu.edu.tw/~affairs 
保管組 my.nthu.edu.tw/~preserve 
營繕組 my.nthu.edu.tw/~construc 
出納組 my.nthu.edu.tw/~cashier 
採購組 my.nthu.edu.tw/~purchase 

總務處 

駐衛警察隊 my.nthu.edu.tw/~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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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中心 nesh.ad.nthu.edu.tw 
總務處 ga.ntu.edu.tw 
台大檔案 archives.ntu.edu.tw 

 
秘書處 secretary.et.nthu.edu.tw 
校友服務中心 my.nthu.edu.tw/~secwww 
校園規劃室 my.nthu.edu.tw/~cplan 
清華公佈欄 infonet.et.nthu.edu.tw 
秘書處 host.cc.ntu.edu.tw/sec 
台灣大學電子報 epaper.ntu.edu.tw 
捐款台大 giving.ntu.edu.tw 

秘書處 

台大校友 alum.ntu.edu.tw 
研發處 my.nthu.edu.tw/~rd 

研發處 
研發處 rdo.ntu.edu.tw 
國際事務處 oia.nthu.edu.tw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ciae.ntu.edu.tw 
人事室 my.nthu.edu.tw/~person 

人事室 
人事室 personnel.ntu.edu.tw 
會計室 my.nthu.edu.tw/~account 

會計室 
會計室 ntuacc.ntu.edu.tw 
圖書館 lib.nthu.edu.tw 

圖書館 
圖書館 lib.nthu.edu.tw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cc.nthu.edu.tw 
網路系統組 net.nthu.edu.tw 
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 cc.ntu.edu.tw 
帳號認證系統 my.ntu.edu.tw 
非同步課程管理系統 ceiba.ntu.edu.tw 

FTP ftp.ntu.edu.tw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grid.ntu.edu.tw 
資通安全服務小組 cert.ntu.edu.tw 

Webmail webmail.ntu.edu.tw  

Proxy Caching Service proxy.ntu.edu.tw 

計算機與通

訊中心 

NetNews/Usenet Service news.ntu.edu.tw 

教職員網頁 mx.nthu.edu.tw 

處室網頁 my.nthu.edu.tw 

學生網頁 oz.nthu.edu.tw 
特殊網頁 

個人網頁及部分處室系所 homepag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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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人事室 業務報告                                           98.05.12 

一、 業於 98 年 3月 20 日辦理「誰的情趣?誰的騷擾?-談校園內相關法案及處理

流程」研習課程，由本校通識中心黃囇莉教授授課，計有 181 人參加。 

二、 本校 98 學年度暨第 1 學期教師進修、休假研究案至本（98）年 5 月 31 日

止接受申請，請各教學單位如有符合本校教師進修及休假研究辦法規定之

教師，擬申請進修、休假研究者，請分別填具申請表，檢附教學、研究及

服務之資料（進修、休假研究均須提詳細進修計畫），並附教學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會議紀錄，於期限內提出申請；又各教學單位進修、休假研究人

數限制之比例，請確實依據前開辦法第 6條規定核計。 

三、 本校各教學單位及中心 98 學年度擬續聘之專、兼任教師，如為外籍教師或

須展延居留簽證，擬申請提早製發聘書者，請簽請 校長核准，俾製發聘

書後，函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同意展延聘僱工作許可。 

四、 本校 98 學年度上學期（含整學年）兼任教師續聘作業已於本年 4 月 23 日

函轉各教學單位及中心辦理，續聘名冊於本年 5 月 8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五、 本校 98 學年度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合聘教師、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續聘

作業，業於本年 4月 29 日函轉本校各教學單位及各中心，請於本年 5月 14

日前送人事室，俾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六、 97 年教職員公、健保保費扣繳證明憑單業已製作發送完竣。 

七、 辦理科學園區實驗中學 98 學年度新生入學案，國中部、國小部及幼稚園部

預計 5月 16 日（星期六）、5月 31 日（星期日）於實驗中學抽籤。 

八、 訂定本校職技人員法治教育實施計畫，其中 98 年度規劃辦理「教師聘任、

升等及行政救濟」研習工作坊，研習對象為教學單位辦理教師相關業務之

職員或約用人員，定於 5月 11 日、6月 8日、7 月 6日及 7月 20 日計 4 日

在第二綜合大樓 8 樓國際會議廳舉行，每日 6 小時，敬請各教學單位主管

轉知同仁，儘量全程參加，期能提升法學素養。 

九、 為辦理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作業，請各學院（會、處）將擬提教師、

研究人員升等名單及助審資料雙面影印 30 份，並連同渠等著作各 1 份，於

本（98）年 5月 29 日（星期五）前送人事室，俾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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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 
98.05.12 

會計室 業務報告 

一、 有關審計部查核 97 年度特別預算經費支用情形，各單位經費支用應與提升

教學及研究相關並確實依「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使用

原則」辦理。屬維持學校或系所營運之經常費用，應由校務基金年度預算經

費列支，如：招生入學獎助學金、與計畫無關之各項參訪活動、水電費、電

話費、燃料費、一般事務性機具維護費用、實驗室廢棄物處理費、設備耗材

等及一般事務機具設備。 

二、 本校 98 年度經費分配已奉核定在案，並通知各院分配經、資門，依據「98

年度校務基金校內分配注意事項」及「98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經費分配注意事項」，各單位「設備費」執行數，除簽奉核准者

外，將於 7、9、11 月底辦理資本門分批結算收回（執行率分別應達 40﹪、

80﹪、100 %），請儘速規劃執行，俾利執行率之達成。 

三、 本室已於 3/31 上午於行政大樓遠距教室舉辦非國科會計畫(A、J類)教育訓

練，各計畫經費報銷承辦同仁及研究生踴躍與會。另國科會計畫部分預計於

今年 10 月辦理。 

四、 審計處於 3/25~3/27 及 4/9~4/10 日到校查核國科會國家型計畫，另國科會

於 4/27~4/30 派員到校查核 96 年度補助、委辦計畫財務收支情形，待查核

報告到校後，本室將通知相關計畫或單位提供申覆說明。 

五、 為加強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本室於 4/23 假行政大樓遠距教室舉

辦「98 年度會計作業及強化內控宣導座談會」，邀請各單位經辦財務及經

費核銷及與業務相關同仁參加，以落實內控並提高行政效率；另於 5/4 依本

校「出納會計查核計畫」辦理各單位出納會計事務查核，待查核記錄陳閱後，

將提報本校內控小組。 

六、 截至 98 年 4月底止收支餘絀及資本支出情形： 

1. 收支餘絀情形：收入數15億2,043萬3,682元，支出數17億5,884萬1,387

元，短絀 2 億 3,840 萬 7,705 元，主因至 4月底止已提列折舊、折耗及攤

銷費用 2億 2,729 萬 6,007 元。 

2. 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實際執行數 1 億 5,299 萬 2,988 元與累計分配數

2億7,332萬2,814元比較，預算達成率55.98﹪；與全年預算數11億1,863

萬 1,026 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13.68﹪，請相關單位積極執行，以免執行

率不佳而遭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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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清華大學「菁英留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選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原文 修訂稿 

一、目標 

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促進國際合作，鼓勵

本校優秀學生赴國外汲取先進國家經驗，以

培養具國際視野及參與國際研發團隊經驗之

優秀人才。依據教育部每年公布之「菁英留

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選簡章辦理。 

二、獎助重點領域 

重點領域規劃如下列十二項︰ 

1.基礎科學；2.生醫科技；3.影像顯示；

4.數位內容；5.資通科技；6.半導體；7.

能源科技；8.環境、海洋與天然災害；9.

奈米與尖端材料科技；10.重點服務業；

11.國際法政；12.人文藝術。 

三、獎助類別 

1. 獎助本校優秀學生赴國際著名大

學（學術機構）修讀學分或短期研究。

2. 前往中國大陸、香港及澳門地

區，非屬本獎助計畫適用範圍。 

四、申請資格 

本校非當學期畢業之在學學生。申請人須為

中華民國籍，並在台灣設有戶籍者，同時需

符合教育部每年公布之「菁英留學-專案擴增

留學計畫」甄選簡章所訂資格。 

 

五、申請程序 

申請人依本要點填寫申請表並備妥相關

文件先經系所初審後，由各系所將通過初

審名單連同申請人表件送教務處國際及

推廣教育組，由教務處召集甄審委員會進

行複審。 

一、目標 

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促進國際合作，鼓勵

本校優秀學生赴國外汲取先進國家經驗，以

培養具國際視野及參與國際研發團隊經驗之

優秀人才。依據教育部每年公布之「菁英留

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選簡章辦理。 

二、獎助重點領域 

重點領域規劃如下列十二項︰ 

1.基礎科學；2.生醫科技；3.影像顯示；

4.數位內容；5.資通科技；6.半導體；7.

能源科技；8.環境、海洋與天然災害；9.

奈米與尖端材料科技；10.重點服務業；

11.國際法政；12.人文藝術。 

三、 獎助類別 

1. 獎助本校優秀學生赴國際著名大學

（學術機構）修讀學分。 

2. 前往中國大陸、香港及澳門地區，非

屬本獎助計畫適用範圍。 

四、申請資格 

1. 本校在學學生。申請人須為中華民國籍，

並在台灣設有戶籍者，同時需符合教育部每

年公布之「菁英留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

選簡章所訂資格。 

2. 曾通過海外研修獎學金但無故放棄資格

者，不得再提出申請。 

五、申請程序 

申請人依本要點填寫申請表並備妥相關

文件先經系所初審後，由各系所將通過初

審名單連同申請人表件送國際事務處國

際學生組，由國際事務處召集甄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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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審查標準原則 

申請人以符合菁英留學計畫重點領域為優

先；攻讀雙聯學位者為最高優先，進行短期

研究者次之；審核依據包括研修計畫、在校

成績、語言能力、二封推薦書及研修學校（機

構）之國際聲望等。 

七、義務 

獲得本獎學金之學生，須於出國前簽訂行政

契約書。若有違反契約規定者，須依契約規

定繳回已領之獎學金。 

八、獎助名額、金額及其他事項 

1. 獎助金額依教育部核給金額及校內經

費額度而定。 

2. 未曾或未同時領取政府預算所提供累

計逾一年以上留學獎助金者始得請領

本獎學金。 

3. 經公告獲獎者，須按教育部規定時間

內出國研修，未於研修計畫或入學許

可規定時間前往報到者，喪失錄取資

格。 

4. 獎學金核銷方式依教育部及校內經費

核撥結報相關規定辦理。 

5. 獲獎學生必須依教育部每年公布之

「菁英留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選簡

章規定返校並完成學位。獲獎者出國

期間學業、學籍與兵役之處理，依相

關規定辦理。 

6. 獲獎者須於返國後二個月內將出國研

修報告電子檔傳送至教務處國際及推

廣教育組。 

九、申請日程依教育部作業時程另行公告。 

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試行之。 

進行複審。 

六、審查標準原則 

申請人以符合菁英留學計畫重點領域為優

先；攻讀雙聯學位者為最高優先，進行短期

研究者次之；審核依據包括研修計畫、在校

成績、語言能力、二封推薦書及研修學校（機

構）之國際聲望等。 

七、義務 

獲得本獎學金之學生，須於出國前簽訂行政

契約書。若有違反契約規定者，須依契約規

定繳回已領之獎學金。 

八、獎助名額、金額及其他事項 

1. 獎助金額依教育部核給金額及校內經

費額度而定。 

2. 未同時領取政府預算所提供累計逾一

年以上留學獎助金者始得請領本獎學

金。 

3. 經公告獲獎者，須按教育部規定時間

內出國研修，未於研修計畫或入學許

可規定時間前往報到者，喪失錄取資

格。 

4. 獎學金核銷方式依教育部及校內經費

核撥結報相關規定辦理。 

5. 獲獎學生必須依教育部每年公布之「菁

英留學-專案擴增留學計畫」甄選簡章規

定返校並完成學位。獲獎者出國期間學

業、學籍與兵役之處理，依相關規定

辦理。 

6. 獲獎者須於返國後二個月內將出國研

修報告電子檔傳送至國際事務處國際

學生組。 

九、申請日程依教育部作業時程另行公告。 

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試行之。 

 



 32

附件二 

 
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國際交流獎學金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原文 修訂稿 

一、設置目的：  

財團法人台積電文教基金會每年贊助

100 萬元、清華基金每年贊助 140 萬元

共同設置此獎學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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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對象與內容：  

資助本校傑出優秀的大二升大三學生

每年 8名，至其他國家（如美國、加

拿大、歐洲、澳洲、日本）之著名大

學進修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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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請方式：  

凡於本校就讀之大二學生，前一學年

的學業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或名次

於全班前 20%者，均可提出申請。申請

時須檢附申請表、讀書計畫、成績或

名次證明、與必要的語言測驗成績證

明，並經由申請人之監護人同意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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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置目的：  

清華基金每年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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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學學生。申請人須為中華民

國籍，並在台灣設有戶籍者。 

2. 資助本校傑出優秀的大二升大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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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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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兼領其他類似性

質獎學金。  

 

四、申請方式：  

凡於本校就讀之大二學生，前一學年的

學業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或名次於

全班前 20%者，均可提出申請，並於線

上系統作業。申請時須檢附申請表、讀

書計畫、成績及名次證明與必要的語言

測驗成績證明，並經由申請人之監護人

同意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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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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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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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訪國家文化背景相關之通識課

程。  

3. 各學系於完成初審後，將推薦之人選

名單與資料，於 9月 30 日前送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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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審委員會由教務長、各院代表、與

二位台積電代表組成。複審委員會依

通過初審申請人之資料，必要時並可

舉行口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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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六個月內檢具國外大學入學

許可送教務處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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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由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准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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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止日期前送國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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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審委員會由國際長及各院代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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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當年秋季班入學日期前六個月

內檢具國外大學入學許可送國際事務

處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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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由行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准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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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97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聯絡人：楊美娟 聯絡電話：31350 

案  由：「國立清華大學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辦法」第

七條第 5點修正提案 

說 明： 

一、 本校教師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辦法第七條規定本校多房間職務宿舍之借

住、暫借住採積點制；積點之計算標準第 5點「正教授加計十五點，副教授

加計五點」，其中並無加計助理教授，恐有忽視新進教師權益之虞。 

二、 本案業經98年 4月 13日 97學年度下學期教師職務宿舍借住審核委員會議討

論通過，擬建議基於照顧全部在校教師，合理分配資源立場，提案修正該法

條為「正教授加計十五點，副教授加計十點，助理教授加計五點。」以為公

允。 

三、 提請修訂本校教師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辦法第七條第 5 點之規定，以達資源

合理及公平分配。本案之修訂條文對照表，列示如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５、正教授加計十五點，副教授加計

五點。 

５、正教授加計十五點，副教授加計

十點，助理教授加計五點。 

四、 前揭修正條文，依該辦法第十四條之規定，送請行政會議審查通過並簽請校

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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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清華大學校內合聘教師權利義務區分原則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4 日 

90 學年度第二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8 日校長核定 

一、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術發展、科際整合、教學研究資源共享，鼓

勵不同單位教師及研究人員交流，特訂定校內合聘教師權利義務區分原則，作為各單

位合聘教師之依據。 

二、校內合聘教師應有主聘單位，除校長專案核定外，並佔主聘單位之員額其權利義務及

有效師資之分配由主聘與合聘兩單位依相關規定商訂之。 

三、合聘教師聘期一次以三年為原則，合聘作業程序由主聘及合聘單位商定之。 

四、合聘教師之權利與義務，除主聘及合聘單位另有約定外，應遵守下列原則： 

  1.合聘教師每年在主聘單位之教學學分不得少於每年教學總學分數之一半（含）。 

  2.合聘教師每年在主聘及合聘單位所開授之總學分數，除該教師自願增加授課學分

外，以不超過主聘或合聘單位之標準要求為原則。 

  3.合聘教師應每年至少開授一門適合合聘單位學生修讀之課程。 

    4.合聘教師得於合聘單位指導研究生論文。 

五、合聘教師於主聘單位減少之授課鐘點得向校方申請支援其主聘單位聘任兼任教師折

抵。 

六、合聘教師之研究計劃以由主聘單位提出為原則；若由合聘單位提出，需經主聘單位同

意。 

七、合聘教師之研究室由主聘單位提供，教師於主聘及合聘單位之經費分配由各單位自行

訂定原則。 

八、合聘教師參與合聘單位各級會議及委員會之方式，由合聘單位訂定之。 

九、在主聘及合聘單位同意下，合聘教師得於合聘單位選舉或被選舉為各級會議代表或各

委員會委員。 

十、合聘教師之升等、出國進修及休假由主聘單位提出。 

十一、各單位應訂定「合聘教師權利義務區分原則」，經系、所（中心）會議通過後，報

教務處核備。 

十二、教師之合聘須經主聘與合聘單位所屬各級主管同意，會教務長後報校長核定。 

十三、本原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報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