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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99 年 3月 9日（星期二）下午 2時正 

地    點：第二綜合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                        記錄：姜乃榕 

主    席：陳力俊校長                 

出(列)席：應出席委員 71 人，實際出席委員 62 人（詳見簽名單）           
 

壹、簡報：清華學院 (李家維院長)  

貳、報告事項 

    一、校長 

1. 感謝各位主管繼續為學校服務打拚，也歡迎本學期新任主管的加入。 

2. 將陸續安排至各院系所進行座談，藉以瞭解各單位發展重點，俾供校

方權衡資源現況，針對需求之迫切與重要性，釐定執行優先次序。 

3. 第二期「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申請即將啟動，請

各單位及早規劃、完妥準備。 

4. 「新能源綠色校園」計畫推動小組請行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能環中

心主任兼任執行秘書，預計本月底前提出初步規劃，請各院系所積極

參與。 

5. 隨著學生人數成長，體育設施不足問題日益嚴重，多功能體育館的籌

建已是刻不容緩，希望透過「百人會」募款計畫（每位校友至少捐輸

一百萬元），順利達成集資目標，請各位主管廣為宣傳推動。 

6. 北京清華顧秉林校長將於 3月 16 日蒞校訪問，學校將就重要議題進行

討論，希望在兩校優勢互補的合作利基上，攜手共創雙贏局面。 

7. 庚寅梅竹賽雖未連霸成功，但學生的努力表現仍堪嘉許，惟屢戰未勝

難免對學生士氣有所影響，應檢討研擬補強措施。 

8. 服務學習課程值得鼓勵，但應落實推行，以免淪為少數同學勞動的模

式，也請學務處與總務處評估，運用本課程讓校園環境更臻潔淨。 

9. 一流大學理應有個一流餐廳，為扶植、催生校內優質餐廳，請各主管

多加支持風四餐廳的營運。 

10.學業成績採用「等第計分法」，可改變同學對分數錙銖必較之心態，值

得研究推行，相關技術問題請大家集思廣益。 

  二、張石麟學術副校長 

1. 本學期教師遴聘案送校截止日為 3 月 26 日及 5 月 10 日，請各單位配

合辦理。 

2. 3 月 11 日將召開臨時校教評會，討論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針對擬

修正重點，日前已召集教學單位一級主管進行會商，將就會中獲致共

識再作深入研議。 

3. 3 月 8 日「印度大學協會」人員來訪，希望透過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基金會」簽署合作協議方式，解決印度學生學位及學分承認

問題，屆時對招收優秀印度學生將有所助益。 

    三、葉銘泉行政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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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年度「校務基金」及「五年五百億計畫」經費已分配底定，為提高

本年度經費執行率，將提前於 6月底就執行率未達 40%之差額，辦理資

本門第一次結算收回，請各單位配合。因目前特別預算使用限制已放

寬，籲請各單位優先使用特別預算經費。 

2. 「綠色校園」初步計畫將於 3 月底擬訂，屆時尚請各單位全力配合，

為在節電方案有立竿見影之效，將鼓勵各單位汰換老舊照明設備，改

善費用將由學校和單位均攤，因本項補助經費不影響單位年度電費補

助額度，請大家踴躍申請。 

3. 宜蘭園區獲得宜蘭縣政府大力支持，興建計畫全面啟動已是指日可待。 

  四、王茂駿主任秘書 

1. 本年度五年五百億計畫經費將以「年度預算」方式執行，不同以往「特

別預算」模式，故校方將嚴格監督執行現況，請各位主管及早規劃執

行，有關經費執行目標及管控方式，會計室將另案通知。 

2. 本校創校 99 週年暨在台建校 54 週年校慶規劃作業已啟動，請各院、

系所配合提供活動訊息，俾便編排校慶節目表，及早函邀校友返校共

襄盛舉。 

3. 「諾貝爾大師在清華」：4月1日將邀請諾貝爾生理醫學獎得主詹姆斯‧

華生博士(Dr. James D. Watson)蒞校演講，4 月 3 日並在大禮堂舉辦

科普演講，目前報名人數已爆滿，盛況可期。 

  五、唐傳義教務長：學業成績採「等第計分法」，將循民主程序徵詢師生意見

後，擬訂妥適的推動方案。 

    六、陳信文學務長：庚寅梅竹賽雖飲憾而歸，但梅竹工作會的系列造勢活動，

卻場場叫好又叫座，籌辦同學的努力有目共睹。 

   七、人事室林妙貞主任：本學期專兼任教師聘任作業已完成，目前編制內專任

教師共 602 人（加計 8 名教官則為 610 人）；兼任教師共 260 人，均已函

請其本職機關同意在案。    

八、會計室胡益芬主任：「校務基金」及「五年五百億計畫」經費分配已通知

各院，請各單位於 3月 15 日前填覆經資門比配比例，為提高年度經費執行

率，將提前於 6 月底辦理資本門執行率未達 40%之差額收回，請各單位配

合辦理。 

  九、理學院古煥球院長：請檢討新聘教師遴聘程序，俾使遴聘作業更有效率進

行。 

(張石麟學術副校長：因目前各院遴聘程序不盡相同，建議於校務會報時

先討論溝通) 

   十、工學院賀陳弘院長：針對資深及優秀教師的聘任，應有精簡或縮短流程的

機制，以提昇效率並減少作業困擾。 

（校長：優秀人才機不可失，請學術副校長研議配套機制以為依循） 

    十一、人社院張維安院長：蘭嶼百年來最大尺寸拼板舟將於 3月 9日至本院佈

展，歡迎參觀。 
    十二、科管院史欽泰院長 

1. 未來校內新建築設計應納入節能概念，在減碳方面，本院相關團隊可提

供碳足跡調查協助，學校可善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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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能減碳議題除技術面的研究外，政策管理層面的探討亦同等重要。 

十三、共教會謝小芩主任委員：3 月 12 日通識中心邀請到陳劉欽智教授到校

演講，講題為「當世界文化遺產遇到資訊科技」，歡迎參加。 

 

（其他報告內容請參見附件資料） 

 

參、討論事項 

一、案由：修正國立清華大學實驗場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組織規則，請

討論。 

說明：依據本規則第 8條規定，本規則修正時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1.經 98 年第二次環安委員會通過同意修正。 

   2.檢附修正前組織規則、修正後組織規則及對照表如附件一。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決議：無異議通過。 

 

二、案由：99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核備案。(附件二)。 

說明：本行事曆草案經行政會議核備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請依討論意見修訂，餘照案通過。    

 

三、案由：國立清華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附件三) 

說明：為推展華語教學，擬於教務處下設立華語中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無異議通過。                       

  

肆、臨時動議 

一、案由：請檢討本校各項招生入學考試由教師擔任試場主監之方式。(呂平江

主任) 

決議：請於教務會議通盤檢討本校監試相關規範。 

 

二、案由：建教合作管理費使用限制鬆綁問題。（林昭安主任） 

決議：請行政副校長及會計室主任依討論意見再做研議改善。 

伍、散會 （下午 4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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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秘書處  業務報告 
 

一、 本校執行「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98 年度考評結果為「優」，

核定補助經費為新台幣 12 億元，教育部配合本計畫 99 年度預算額度，本年度

先以核定額度之 75％撥付經費予各校，本校本年度先行撥付 9 億元，其餘經

費將於以後年度回補。 

二、 本校創校 99 週年暨在台建校 54 週年校慶活動已於 3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

議，請各院、系所單位提供校慶期間各項活動，邀請校友返校共襄盛舉。 

三、 諾貝爾得主 Dr. James D. Watson 將於 4 月 1 日上午於生科二館進行「From 

Discovery of Double Helix Structure of DNA to Developing a Research 

Career」座談，4月 3日於大禮堂進行「Becoming a Scientist」科普演講，

本處辦理到訪清華之校內外宣傳、媒體聯繫、新聞發布、科普演講場次場佈，

並擔任與台聯大及中研院聯繫之窗口。 

四、 為推動本校「電子公文及表單線上簽核」作業，簽請成立專案小組，並由主任

秘書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秘書處、總務處、計算機中心、人事室、會計室一

級主管及業務相關同仁，已分別召開四次小組會議，並將於近期召開第五次會

議確認招標規格。 

五、 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第 43 條及第 6條之附錄「國立清華大學組織架構

表」業經教育部 99 年 2 月 22 日台高（二）字第 0990025732 號函核定，並自

99 年 2 月 1 日生效。(詳見

http://secretary.et.nthu.edu.tw/userfile/file/orgnized.pdf) 

六、 2 月 25 日召開校友會理監事春酒，校友會理監事、學校一級主管出席踴躍，對

於捐款業務與校務發展深入交流。 

七、 開始著手籌備校友相關之校慶活動： 

（一） 3 月 18 日傑出校友遴選會議 

（二） 3 月 20 日與竹教大合辦未婚校友聯誼（青梅竹馬 Part 2） 

（三） 4 月 10 日（星期六）交通大學校慶於交大舉辦排球、羽球、桌球、足球

等老梅竹比賽。 

（四） 4 月 24 日（星期六）清華大學校慶於清大舉辦籃球、網球、棒球、橋藝等

老梅竹比賽。 

（五） 與圖書館合辦「清華記憶」活動 

八、 「百人會」募款活動已展開，期望能為多功能體育館籌募更多捐款。 

 

校園規劃室  業務報告 

一、環保署已於 2月 5日召開本校宜蘭園區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審議會議。本室刻正同

步進行報告書內容修正與上網公開招標營造商，俟宜蘭園區之環差通過後，即可

進入施工階段。 

二、創新育成中心之工程構想書已於 2 月 11 日報部審查，俟教育部核定後，擬與清

華實驗室一併徵選建築師。 

三、教學大樓屋突已澆置完成，目前已進行外牆及中庭之磁磚貼作、內部粉刷工程、

隔間工程施作。 

四、全校區管線整合工程已完成設計招標，刻正進行第一階段北校區設計及全校區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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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校區景觀餐廳已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預計三月底取得建照執照，4 月間上網

招標營造商。 

六、資電館前步道工程已於 3月初上網招標營造商，預定於 3月底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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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教務處 業務報告 

一、99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台灣聯合大學系統碩士班聯合招生考試本校閱卷部分

已於 2月 28 日至 3月 5日完成，3月 19 日放榜；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於 3月 13、

14 日兩天舉行，考場分設於本校及建功高中。 

二、99 學年度大學學科能力測驗大考中心已於 2 月 24 日寄發成績單，3 月 16 日~18 日辦

理甄選入學第一階段報名；彙辦學校（中正大學）於 3月 24 日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本校各學系（班）於 4月 9日至 11 日辦理第二階段甄試，4月 15 日放榜。 

三、本處將於 3 月 11 日上午假工一館 106 會議室辦理甄選入學試務說明會，除說明本校

甄選試務辦理規劃方向外，並報告教育部委託本校辦理「甄選入學試務檢核計畫」訪

視各校結果，邀請各系（班）負責甄選試務老師及行政人員參加。報名網頁：

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viewform?formkey=dHJrdEQ5aEJRWEFRdEJKMEE5M1

hTenc6MA 

四、為期高中生聚焦於科系博覽會相關活動，更了解本校特色及各科系優點，本校 2010

科系博覽會不同於往年，提前於校慶前一週 99 年 4 月 18 日（星期日）舉行，當天活

動流程如附，活動當天請各學系給予協助。（附件 2） 

五、大班教學、小班輔導是未來課程規劃方向，大班教學均配置教學助理，惟全校大型教

室嚴重不足。教學單位排課時，請配合「教室容量與修課人數預警制度」的管制，當

修課人數超出教室容量或開放加簽，儘早處理教室調度事宜。 

本校沒有專為教學設計的大樓，教室分散各院系，教室條件不佳，教室設備改善是當

務之急；現行改善建議將目前分散各院系的大型教室應在調查後徵收部分教室與時段

由教務處控管，以便於推行大班教學小班輔導的上課方式。 

六、為延續英語學習，以銜接更專業、為日後升學及就業設計的英語選修課程，擬將現行

大一修習「英文一、二」（8學分），延伸為：「大一英文」（4學分；上下學期各 2學分）、

「大二英文」（4 學分；上下學期各 2 學分）。規劃課後諮詢輔導，研議恢復「基礎英

文」。擬自 100 學年度起實施。 

七、研議學業成績（不含：操行成績）採用「等第計分法」。 

本校現行學生學業、操行成績採「百分計分法」，僅英文成績單加註「百分計分法」

與「等第計分法」之轉換說明。（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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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0 科系博覽會 

2010 科系博覽會—99 年 4 月 18 日（星期日） 

一、提前於校慶前一週辦理理由如下： 

 校慶當天大多數場地皆由校慶相關活動使用，科系博覽會能使用的空間非常有限，

甚至難以找到天候不佳時可替代使用之雨備場地。 

 於校慶當天辦理，熱鬧繽紛的校慶活動易使參加的高中生失焦；分開辦理能使高中

生明確地聚焦於科系博覽會相關活動，方能更了解本校特色及各科系優點，以達成

辦理本活動之目的。 

 於校慶當天辦理，瓜分系會與社團人力，活動成效受限。 

二、2010 科系博覽會-活動內容：99 年 4 月 18 日（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30 報到 大禮堂 

09:30~10:30 清華簡介─就是要清華 大禮堂 

11:00~12:00 

專題演講（一）：莊永仁教授（生科系） 

講題：「理工人、生醫路」—在清大的跨領域研究與轉譯

醫學應用 

合勤演講廳 

12:00~13:00 午餐 學校餐廳 

13:00~14:00 
專題演講（二）：林秀豪教授（物理系） 

講題：剪刀、石頭、布的演化啟示 
合勤演講廳 

14:30~15:30 
專題演講（三）：李  敏教授（工科系） 

講題：科學與工程 
合勤演講廳 

16:00~17:00 
專題演講（四）：劉瑞華教授（經濟系） 

講題：誰來經世濟民？—庶民經濟的思考 
合勤演講廳 

17:30 賦歸 大草坪 

 系館參觀： 

時間： 11:00~12:00、13:00~17:00 地點：各系館 

 科系攤位： 

時間： 9:00~17:30 地點：新體育館 

 校園導覽： 

時間： 9:00~17:30 地點：新體育館攤位現場報名 

 社團表演和展覽： 

時間： 9:00~17:30 地點：新體育館、野台 

 專題演講： 

時間： 11:00~12:00、13:00~17:00 地點：合勤演藝廳 

 靜態展覽：有本校國際志工、竹蜻蜓工作隊及清華學院等擺攤展覽。 

時間：9:00~17:30 地點：新體育館 

 科系攤位票選：請高中生協助票選最佳科系攤位，票選第 1~5 名者，頒發獎勵金。 

時間：9:00~17:30 地點：新體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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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請各系所協助配合事項： 

 提供各系辦聯絡窗口人員聯絡資料。 

 請安排參觀之實驗室、解說人員、文宣資料、攤位布置。 

 活動當日各系館請派人留守，其所需加班費由各系所自行負擔，留守人員午餐並請

自理。（僅提供各系工讀生 16 人活動當日午餐） 

 請儘量安排對各系所課程內容、特色課程、核心架構及師資專長等有相當程度了解

或有經驗之師長、職員或學生擔任解說人員。 

 請提供當天系辦參觀內容或流程、每梯次可參觀人數及梯次上限。 

 於活動結束後，各系工作人員工讀金請各系所製冊送課指組統一辦理核銷。（各系

16 人，含科系參觀及擺攤人員） 

四、建議及檢討事項： 

 實驗室參觀建議加入動手操作的時間，讓參觀實驗室更具吸引力。 

 建議於系館參觀時安排 5~10 分鐘簡報，讓參訪高中生對系所有基本的瞭解。 

 在新體育館的攤位是接觸高中生最多的機會，因此擺攤人員需熱情主動，吸引高中

生的目光。 

 在攤位上除了宣傳 貴系的優點外，也能宣傳暑期營隊。 

 另外可以設計小遊戲讓高中生參加，更添熱鬧氣氛。 

 建議可參考政大科系介紹，以戲劇呈現，可較吸引高中生，增加印象。（98 衛道高

中劉老師） 

 科系導覽可再包裝設計更吸引學生的方式呈現，增加印象。（98 彰化女中黃老師） 

 參觀實驗室建議可以操作實驗，當場做成品，模式不要太無聊。（98 總籌） 

 豐富各系攤位內容，攤位簡介人員應對加強。（97 檢討會議） 

 各系隨隊人員建議具有服務高中生經驗。（97 檢討會議） 

五、相關聯絡資訊： 

課指組承辦人：梁玉琴小姐，分機 62077，信箱 ycliang@mx.nthu.edu.tw 

總籌：物理 10 杜宗庭，手機 0937-723-261，信箱 nthu.depexp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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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等第計分法」與「百分計分法」對照表 

擬採用「等第計分法」與「百分計分法」對照表： 

積分 

（Grade point 

average） 

百分計分法 等第計分法

4.5 90~100 A+ 

4.0 85~89 A 

3.7 80~84 A- 

3.3 77~79 B+ 

3.0 73~76 B 

2.7 70~72 B- 

2.5 67~69 C+ 

2.3 63~66 C 

2.0 60~62 C- 

1.0 50~59 D 

0.0 <50 E 

本校英文成績單的成績轉換說明 

分數 100~80 79~70 69~60 59~0 
大學部 

等第 A B C F 

分數 100~80 79~70 69~0 
研究生 

等第 A B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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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學務處 業務報告  

一、本校服務學習積極對外拓展與校外單位結合，開發更多優質的服務分組，在 98 學年

度第 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開課組別 43 組 (含清華學院 12 組)，總計需求人數近 488

人。 

二、尼泊爾國際志工團獲 98 年區域和平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國際志工類第三名；迦納

志工團獲 98 年青年國際參與行動成果發表會及競賽，績優團隊；基層文化服務社榮

獲教育部評選為「98 年全國大專校院服務學習優秀學生社團」特優；炬光服務社參加

行政院青輔會 98 年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決選，榮獲社區服務類第三名；

基層文化服務社榮獲教育部評選為「98 年全國大專校院服務學習優秀學生社團」。 

三、2010 年志工團共招募 50 名志工，迦納團隊 10 名，尼泊爾團隊 15 名，印尼團隊 10 名

及坦尚尼亞團隊 15 名。於 12/5~12/6 二天舉行 「2010 國際志工培訓營」，國際志工

及服務學習共 80 位學生參與。 

四、第十五屆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賽成績如下：女桌團體冠軍、女單冠軍、女雙

冠軍、混雙亞軍；男桌男單季軍、男雙季軍及殿軍；松竹梅游泳賽本校游泳隊勇奪金

牌 6面、銀牌 2面、銅牌 3面，獲得男子錦標第一名，女子錦標第五名；全國大專院

校 98 年度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本校獲得分組第 2名。 

五、游泳隊等 12 支校隊，自 1/16 起積極展開寒假集訓。校長於 2月 5日，由張副校長、

葉副校長、學務長、副學務長及體育室李主任作陪，視察並給與參加庚寅(99 年)梅竹

賽校隊們加油打氣! 

六、2/24(三)中午梅竹工作會開幕祈福假溜冰場隆重開幕，陸續有陶晶瑩演講、梅竹演唱

會、誓師祭梅、相聲笑很大等活動。梅竹賽賽程於 3月 5日下午 1:30 假清大田徑場

開幕，比賽項目有桌球、羽球、橋藝、棋藝、網球、棒球、籃球、足球、排球，3月

7日 22:20 賽程閉幕。 

七、為期強化導師生活輔導功能，於 1/21 日邀請各系所主任、所長參與學生輔導與導師

工作座談會，對現有之導師制度與工作，彼此增加交流、溝通機會。  

八、98 學年上學期賃居生訪視 1148 人次、新生宿舍服務學長姐訪視新生 3123 人次、學雜

費減免 490 人次、弱勢助學 18 人、校外獎學金申請人數 441 件(獲獎 150 人)、校內

獎學金申請人數 381 人次(獲獎 298 人次)、就學貸款計有 1261 人、學生獎懲 1317 人

次。 

九、99 年大專預備軍（士）官考〈甄〉選於 2月 2日分北、中、南三區四考場實施全國性

考試，本校共計 1017 員報名；教官分組至各考場實施考場服務，辦理同學緊急事件

之處理。 

十、本年度健康促進計畫，四項主題活動「提升體能運動~慢跑與有氧；每月健康主題館~

保肝、護眼、新時代飲食、睡眠減壓；飲食健康月~挑戰高纖逹人；清大油切班~雕塑

你的 S曲線等，各項師資、場地、問卷、檢測，已規劃完成，準備展開系列活動。 

十一、全校性心理衛生推廣方面，推出以「生命‧夢想」為核心主題相關活動，本學期安

排內容包含二場生涯團體測驗、二場演講、二個成長團體、二場工作坊及六場電影。 

十二、教育部舉辦全國各級學校的友善校園競賽，清華大學所推動各種不同之貼心活動與

努力，如針對大學部住宿新生之「新生住宿輔導學長姐」、針對賃居學生之「賃居

學生訪視」等獲得評審一致之青睞，在全國 164 所大專院校中，獲獎之友善大專校

院僅有 8所，而清華大學更是其中惟一獲得「卓越」最高評價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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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總務處與環安中心 業務報告 

一、文書組 

1. 99.01.22 行政院來函修正文書處理手冊，文書組除配合新訂條文內容，逐一檢視現

行作法，並歡迎校內同仁於文書組網頁下載參考。 

二、出納組 

1. 98 下學雜費至 99.03.03 止，已繳人數為 10,447 人，未繳人數為 202 人。 

三、事務組 

1. 風四餐廳已於 99.03.01 重新開張，重新鋪設地毯、裝設窗簾、改善音響設施後有一

個美好的開始，請各單位大力支持，本校師生憑證免收服務費。 

四、保管組 

1. 西院外被佔用土地返還訴訟案，呂學樟立委於 98.02.03 下午召開協調會建請本校依

法將土地變更為非公用移還國產局，已另案擬建議方案，依程序檢討研處。 

2. 本校 98 年度財物抽點結果缺失檢討及改進建議已於 99.2.10 函發各單位知照。 

五、營繕組 

1.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館：99.02.28 預定進度 66.42%，實際進度為 66.55%。 

2. 教學大樓台達館：99.03.04 預定進度 88.67%，實際進度 81.50%。目前進行外牆粉刷、

室內輕隔間與砌磚、防火門安裝等。 

3. 北校區廢水處理廠： 99.02.28 預定進度 100％，實際進度 93.17%；實驗室廢水處理

已於 98.12.15 開始運轉，正進行收尾與景觀。 

4. 荷塘至人社院間共同管道： 99.02.28 預定進度 87.53%，實際進度為 55.68%。3 月底

4月初將暫停施工以迎接諾貝爾獎得主華生博士訪問。 

5. 清齋新建工程：99.02.28 預計進度 10.79%，實際進度 12.02%。 

6. 新南門與周邊景觀改善工程：99.01.27 正式啟用，99.02.03 驗收完成。 

7. 南校區湖畔景觀工程： 99.01.20 奕亭揭牌，99.02.25 醫環系前廣場啟用。 

六、採購組 

1. 配合會計室作業，清查本組 89 年至 98 年底，約 310 件採購案，有關履約保證金及保

固保證金到期未領回者，通知廠商辦理申退事宜。 

2. 自 99.01.01 起行政院工程會啟用第二代政府電子採購網，包括集中採購，該系統在

99 年 2 月份初，已經可以讓本校各一級單位正常下訂使用。 

七、駐警隊 

1. 本學年度之機車證申請約 5700 張；腳踏車證約 3200 張；汽車證約 2400 張。 

2. 本校新南門於 99.01.27 啟用，汽車入校收費業務同日調整。 

3. 2 月 4 日於醫務所前查獲環安中心失竊財產一批（竊嫌棄贓逃逸）。 

八、環安中心 

1. 98 年 12 月完成 98 年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缺失改善複檢工作。 

2. 99 年 1 月完成 98 年度毒化災害緊急應變演練暨各項教育訓練結案報告。 

3. 99 年 2 月辦理本校列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文件負責人變更申請。 

4. 99 年１月辦理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用電安全暨化學品(含廢棄物)儲存

安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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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研發處 業務報告 

(一)  恭賀奈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范龍生教授榮獲美國 IEEE Fellow、物理系張石麟教

授榮獲 98 年度『侯金堆傑出榮譽獎-基礎科學數理類』、化工系陳信文教授榮獲『侯

金堆傑出榮譽獎-材料科學類』。 

(二)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起聘之「國立清華大學補助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申請案（聘

期為 99 年 2 月 1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共收 23 件，核定通過 14 件。 

(三)  98 年學術研究出版獎勵、99 年教師學術卓越獎勵，近日將公告受理各單位申請及

推薦。 

(四)  99 年度內政部研發替代役，本校總計申請 28 位員額，獲內政部役政署核定通過 28

位員額，甄選錄用作業預計於 3月份進行。 

(五)  國立清華大學與北京清華大學合作研究計畫(兩岸清華計畫)申請案共計 43 件，外

審意見已回收，預計 3月 16 日俟北京清華校長訪本校，洽談細節後再議。 

(六)  2 月 25 日於林口長庚醫院醫研部，舉行長庚醫院與清華大學合作研究計畫會議，邀

請生醫中心諮詢委員龔行健、王寬及何志明院士與會並提供建言，討論『長清計畫』

進一步整合合作，雙方人員共計 65 位參加。 

(七)  延續 98 年之拔尖計畫核定 6件，增能計畫核定 42 件，總金額 140,060,000 元；99

年新增能計畫申請案共收 63 件，目前進行外審作業。 

(八)  98 年國科會能源國家型計畫，本校申請件數計 22 件，總共通過整合型 11 件，金額

104,044,000 元 及產學合作型 3件，金額 35,095,137 元。 

(九)  99 年榮總台灣聯合大學合作研究計畫獲通過個別型計畫 9件、整合型計畫（總計畫

1件、子計畫 4件），總金額為 6,337,000 元（於本校執行金額為 600 萬）。 

(十)  99 年度清大/工研院學研合作計畫共計通過 6件，金額 3,860,000 元。 

(十一)99 年度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共收 110 件〈98 年 106 件，

97 年 89 件〉。 

(十二)產學學合作組: 

3 月 26 日(週五)，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將由該所所長率相關人員，前來

本校進行產學合作交流座談會。時間為下午 1點 40 分，地點為本校綜合大樓第二

會議室，歡迎全校師生參加。 

(十三)智財技轉組： 

1. 本校 98 年專利申請數共計 183 件，專利獲證數為 44 件(含美國專利 20 件、中

華民國專利 23 件、韓國專利 1件)。技術移轉案件(含先期技轉)總計 52 件，

技轉金累計 20,149,580 元；99 年度 1、2月專利申請數共計 20 件，專利獲證

數為 6件(含美國專利 3件、中華民國專利 3件)。技術移轉案件(含先期技轉)

總計 9件，技轉金累計 5,287,983 元。 

2. 美國技術經理人年會（AUTM 2010）將於 3/17 至 3/19 於美國紐奧良舉辦，本

校育成中心與智財技轉組將派代表參展，以主題方式展出本校生醫相關先進技

術。 

(十四)育成中心： 

1. 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U-START 計畫)第二階段創業競賽結果於 2/5

出爐，教育部於文化創意產業、服務業及製造業 3個領域共補助 13 校 17 個團

隊公司 900 萬元，本中心輔導團隊盈科泛利公司及厚翼科技公司於服務業類別

各獲補助 50 萬元(服務業受補助者共 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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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中心 U-START 團隊盈科泛利公司(清大資工、通訊所博士生與交大資管、台

科大資管畢業生創立) 除獲微軟BizSpark資助, 並入圍創投公會選秀10強及

入選資策會 IDEAs show 外，目前更獲福建新大陸創投資金青睞，投資 100 萬

美金，這是國內 U-START 團隊目前獲投資最高金額。 

3.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去年十二月份審核通過計畫再添一樁，本

校育成廠商捷鎏科技以「基於行動 P2P 技術之智慧手機數位內容派送系統之研

製」，核定補助 143 萬，累積 98 年度通過計畫之育成廠商家數為 9家，總核定

件數為 9件，補助金額 1414 萬。 

4. 創新育成中心新建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期末報告完成，已送教育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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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國際事務處 業務報告 
 
一、國際訪賓 

1. 99 年 3 月 1-3 日日本名古屋大學前副校長及顧問 Prof. Shin-ichi YAMAMOTO 來

訪並至化學系演講，來訪目的為尋求兩校合作事宜等。已於 3月 1日舉辦歡迎晚

宴、3月 2日參觀生科院及化學系演講及 3月 3日校方接待座談與午宴。 

2. 99年 3月 8日印度大學協會會長及高等教育合作基金會陳惠美執行長等6位來賓

將來訪進行學術訪問並安排參觀化學系，與印度籍學生座談。 

3. 協助 4月底日本京都大學國際部將來訪之韓立友博士之入出境申請資料。 

二、學術出訪 

1. 擬於 99 年 3 月 28-31 日由國際長陪同校長至姐妹校泰國蒙庫國王大學(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參加該校 50 周年校慶，

協助安排出訪相關事宜。 

三、學術合約 

1. 已於 99 年 2 月 5 日與瑞典林雪平大學續簽學術合作備忘錄及交換學生合約。 

2. 已於 99 年 2 月 10 日與馬來西亞拉曼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締

結姊妹校並簽訂學術合作備忘錄，同時，感謝人社院張維安院長協助推動本案。 

3. 謹訂於 99 年 3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假行政大樓二樓第二會議室舉辦「本

校原科中心、台北榮民總醫院及日本京都大學原子爐實驗所硼中子捕獲癌病治療

合作協議簽約典禮」，歡迎鈞長踴躍參加，共襄盛舉。 

 四、國際學生 

1、 國科會 99 年度博士生暑期赴日研究暨青年研究人員暑期赴日參訪考察計畫，本

校共 8件申請案。 

2、 3 月 10 日召開 98 學年度春季班(舊生)國際學生獎學金審查會，邀請教務處及學

務處代表出席決議獲獎名單。 

五、歐盟 FP 計畫國家聯絡據點 NCP 中部辦公室 

1. 99 年 3 月 16 日將由本處洪惠子小姐代表前往國立成功大學參加「歐盟 FP7 主題

NCP 計畫徵求暨成功參與經驗分享說明會」。 

2. 99 年 3 月 25 日將由本處洪惠子小姐代表前往國科會參加「歐盟研究總署國際合作

貴賓演講與交流討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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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業務報告 
 

一、 本校通訊錄規畫於三月上旬列印發送，截至目前仍有多個單位未更新或有錯誤。通

訊錄使用期長達一年，錯誤會造成長期困擾。請各單位再次協助與確認。 

二、 台灣學術網路 (TANet) 國際頻寬 (2.5Gbps) 已不敷使用，教育部電算中心已召開

會議擬定相關解決方案。本校尚未建立自有出國頻寬，因此只能冀望教育部電算中

心改善規劃。國際頻寬即時資訊請參查閱 TANet 網路維運中心「網路流量」下的「國

際頻寬線路流量」。

http://noc.tanet.edu.tw/index.php?option=com_wrapper&view=wrapper&Itemid

=46 

三、 IT 設備節能。美國 EPA 建議 2011 年資料中心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應降至 1.5 (Best practice)。PUE 2.0 表示使用 IT 設備使用一單位電力需要 2倍

的電力供應。一般估算 PUE 2.0 時機房維運一部伺服器年用電約需 7000~10000 元。

本校各單位多數使用自有伺服器提供電子郵件、網站、資料下載等服務。為了提供

持續性服務，幾乎不關機。 

 中心將建制綠色節能機房，提供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服務，以共享實體伺

服器來降低全校伺服器使用數量。各單位也可減少設備更新與維護費用。近期已

發送問卷至各單位進行校內各單位不關機伺服器使用數量調查。 

四、 為更方便使用本校網路各項應用服務與即時獲得網路狀況資訊，建議將網址 

(http://net.nthu.edu.tw/) 加入您的瀏覽器書籤，即時獲得所在網段流量資訊。

此外、也提供快速連結清單、搜尋工具、Webmail 單一入口與最新消息。 

五、 網路系統組電子報第十期：「務請多裝一套瀏覽器！」；第十一期：「只要電腦開機，

就有機會中毒」，出刊。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201002_11。 

六、 「整合型網站管理平台建置計畫」已完成上線之單位網站如下，請觀摹參考。 
網站名稱 網址 網站名稱 網址 

清華學院 http://college.nthu.edu.tw/  駐警隊 http://guard.web.nthu.edu.tw/  

資訊工程

學系 

http://web.cs.nthu.edu.tw/  出納組 http://cashier.web.nthu.edu.tw/

醫學科學

系 

http://dms.life.nthu.edu.tw  發卡中心 http://cards.web.nthu.edu.tw  

學習科學

研究所 

http://ils.nthu.edu.tw/  原科中心(反應

器) 

http://thor.web.nthu.edu.tw/  

師資培育

中心 

http://cfte.web.nthu.edu.tw/  科系博覽會 http://expo.web.nthu.edu.tw/  

諮商中心 http://counsel.web.nthu.edu.tw/ 整合型網站管

理平台 

http://iw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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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Webometrics 2010 January排名公佈，台灣前 18 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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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圖書館 業務報告 

一、校是論壇建議回應與改善 

1. 學生會於 98 年 12 月 14 日夜間召開校是論壇，會中有多項對圖書館的建議，本

館已提出改善方案回應學生會。 

2. 學生會所提建議大致上可分以下四大類，本館之改善方向說明如下： 

(1) 空間、環境與設備：局部空間之照明、隔音與氣味問題已改善；公共空間應

符合無障礙設計標準，致一般讀者誤認為不便者，將宣導說明；涉及全棟建

物之機電設備問題，將委請專責單位協助研議改善。 

(2) 圖書期刊資料需求：已增加下落不明書刊協尋之配套方案(館際合作、資料薦

購)，俾讀者可迅速取得需用資料；加強宣導書刊薦購系統，鼓勵讀者利用此

管道；修改薦購回覆期，以免讀者久候。 

(3) 服務品質：簡化部份服務流程，加強人員訓練，俾提供讀者正確之指引與一

致之服務品質。 

(4) 閱覽秩序：讀者反應常有館藏與設備遭塗鴉破壞與不當使用，以及影響他人

閱覽安寧與使用權益之情形，本館將加強宣導正確使用館藏，以及圖書館環

境與設備，並規劃於新生訓練時以較動態之方式宣導，讓讀者有深刻之印象，

進而遵守規範。 

二、試辦校內圖書代借服務 

1. 為提供更便捷的校內圖書流通服務，繼校內圖書代還服務後，圖書館自 99 年 2 月

22 日起試行總圖與人社分館間之圖書代借服務，試行期間之服務對象為本校教師

及博碩士班學生，可直接利用館藏查詢系統，對「仍在館內」的圖書進行架上預

約申請，每人每月以 5冊為限，讀者可於申請完成並收到通知後逕至非館藏所屬

館舍之櫃台辦理借書。 

2. 本服務可節省讀者往返館舍的時間，俟試行一學期後，將評估讀者使用率與合理

使用狀況，再後續研議增加冊數或/及擴大實施對象之可行性。 

三、學習資源中心規劃 

1. 圖書館目前正與建築師討論傢俱裝修之構想與需求，1F—3F 將朝活潑多元風格，

趨近於全區開放式學習之 Learning Commons 設計，4F 以上則配合開架典藏，規

劃為安靜之閱讀區。  

2. 為提供整合服務與營運管理之需要，圖書館刻正就各種營運管理系統進行評估，

包括：互動式觸控數位看板、列印漫遊系統、空間與座位管理系統、多媒體隨選

視訊系統、門禁管理系統、RFID 智慧圖書安全管理系統等；未來希配合本校校園

卡，朝一卡化原則，整合提供多種便捷之服務。 

四、舉辦特藏展「憂國憂民一俠者：唐文標先生捐贈文物展暨座談會」 

1. 已故學者唐文標先生藏書與文物甚豐，家屬將唐先生之藏書及手稿文物等約一千

三百餘件捐贈圖書館典藏，捐贈典禮與座談會於99年1月8日於人社院A202室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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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批捐贈資料對提昇人文社會研究成果大有助益，台文所及中文系師生是最大受

惠者；圖書館精選該批文物50餘件於人社分館展出，展期至3月31日止。 

五、百年校慶校史專書 

1. 配合清華建校百週年校慶系列專書出版計畫，圖書館負責執行編撰《話說清華》、

《圖像清華》兩本校史專書，分別採文字及圖像型式呈現清華發展歷程。 

2. 工作小組經多次會議討論，已確認章節架構、寫作方式，並已於2月4日開會進行

文稿審核及圖片挑選工作；後續預定進度為： 4月底完成80%文稿，5月底完成全

部文稿，再進行後續編輯作業。 

六、圖書館春節假期服務時間與閉館期間安全 

1. 本校春節假期自 2月 12 日(五)至 2 月 21 日(日)共 10 天，總圖書館援例僅於除夕

至初五期間(2 月 13 日至 2月 18 日)閉館 6天，人社分館則於春節假期內閉館；

惟圖書館之各項線上服務均正常運作。 

(1)圖書館於閉館期間每日均有專人值勤，負責館舍安全檢視；並安排異地待勤人

員負責協調安全通報事項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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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人事室 業務報告 

一、98 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共計 17 人，至本（99）年 3月 1日止已報到 14 人(含

98 學年度第 1學期新聘 1人)，另 3 人延至本(99)年 8 月 1 日報到、1 人已回覆不應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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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年 5月 31 日（星

期一）前送人事室，俾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98 學年度第 2學期兼任教師聘任計有 260 人，已完成聘任程序並函請本職機關同意。 

四、98 學年度第 2學期子女教育補助費，請於本年 3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俾利於期限內

辦理核發補助費事宜。 

五、本校 99 年資深優良教師獎勵推薦案，已於本年 3 月 1 日函知各單位，經查本校 99 年

各系所及研究中心合於推薦獎勵之資深優良教師，初步查核共計 26 名。本校教師若

有連續任教（包括中小學任教年資未間斷者；另教師留職停薪進修或辭職進修，於進

修後仍任教職未曾中斷者，除進修期間年資扣除外，進修前後之年資於申請資深優良

教師獎勵時，可視為連續）屆滿 40 年、30 年、20 年、10 年（年資計算至本年 7月 31

日止）而未予列計者，敬請各單位於本年 3月 8日以前告知人事室，俾憑彙辦。 

六、依據教育部 99 年 1 月 25 日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9 年 1 月 12 日函以，重申為強化

公務員赴陸交流安全作為，請加強教師兼行政主管人員赴大陸行前教育宣導工作，於

赴大陸前填列「直轄市、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離職)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

公務員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本校職技人員及駐衛警察赴大陸前填列「簡任第十職

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申請表」並加

強宣導「公務員赴大陸地區注意事項」，回台後填列「赴大陸地區人員返台意見反應

表」)。 

七、本年 3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點至 5點於第二綜合大樓 8樓國際會議廳，敬邀國立

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林院長榮泰主講「體驗創意設計，形塑生活風格」，請本校同

仁踴躍報名參加。 

八、99 年春節聯歡摸彩得獎號碼已公告於本室網頁最新消息

http://my.nthu.edu.tw/%7Eperson/，恭喜得獎同仁並請於本年 4 月 1 日(星期四)下

班前至人事室領取獎品，逾期視為放棄。 

九、截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各一級單位累計通過英檢測驗人數比例：職技人員前三名

經統計分別為：共教會、人事室、人社院；學校約用人員前三名經統計分別為：人事

室、國際事務處（並列第 1 名）、會計室。另本校職技人員累計至 98 年 12 月 31 日

止，通過英檢測驗比例為 37.33%（已符合行政院「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力改進措施」，

96 年底前應達 18%規定）；約用人員通過英檢測驗比例為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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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會計室 業務報告  

一、 97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97N），經費最後執行期限

為 99 年 12 月 31 日止，未執行數將被教育部收回，截至 99 年 2 月底止，經、資門實

支數（含暫付）計 9億 4,569 萬 8 千元，執行率僅 78.81％；98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98N），截至 99 年 2 月底止，經、資門實支數（含

暫付）計 9億 1,100 萬 1 千元，執行率僅 75.92％，請各單位積極辦理，俾利以後年

度經費之爭取及撥款作業。 

二、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已於 99 年 2 月 11 日修正發

布，主要修正內容為，不得支用於：1. 附屬機構、分部、分校及園區之土地取得及

建築設施所需費用；4. 本計畫之主持費用、學校管理費（含水電費、電話費、燃料

費及一般行政事務設備之維護費用）及內部場地費，請各單位配合辦理。修正後經費

使用原則已於會計室網頁公告，並可同步下載參考。 

三、 國科會函送「近三年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原始憑證就地查核結果缺失彙整表」，若相

同或類似缺失一再發生，國科會將降低管理費補助比例或計畫主持人遭停權處分，請

國科會專題計畫主持人及帳務承辦人報銷單據時，應嚴格依「支出憑證處理要點」及

計畫申請書核定購買物品，避免缺失發生。 

四、 本校 98 年度決算報告業已依限編製完成報部，目前於教育部審核中，原編數如下： 

    1.收支餘絀情形：收入數 49 億 2,776 萬 0,951 元，支出數 53 億 7,755 萬 6,047 元，

短絀 4億 4,979 萬 5,096 元。    

    2.資本支出情形：98 年可用預算數為 12 億 0,517 萬 9,847 元，實際執行數 11 億 1,540

萬 2,367 元與全年預算數比較，預算執行率 92.55﹪，本年度保留數 4,162 萬 5,902

元，至下年度繼續執行。 

五、 依 99.01.15（98）學年度第 7次校務會報紀錄，由葉副校長於 99.02.04 召開辦理「開

放教學單位設置零用金的可行性」會議，決議為加速公款支付時限，故除維持事務組

申借外，另開放生科院、工科系、醫環系及核工所等 4個單位，請專案簽報校方核借

零用金（教學單位申借額度上限原則 3萬元），以利業務順利推動，申借零用金單位

應依使用零用金規定，登載零用金備查簿，並配合定期或不定期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

業。 

六、 本室自 99 年 3 月 1 日起組長業務輪調，第一組組長賴桂蓮、第二組組長施竹東、第

三組組長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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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 
99.03.09 

共同教育委員會 業務報告 

一、共同教育委員會 

1.由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在教育、心理與社會領域教師共同規劃籌設之學習

科學研究所，目前由黃囇莉教授擔任召集人積極籌備中，將於今年 3月 14 日（日）

舉行第一次招生考試。 

2.教育館二、三樓空間有限，為因應新設學習科學研究所之空間需求，刻正進行空間

調整規劃，希望 99 年八月得以四個單位(共教會、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學習科學研究所)合署辦公。 

3.3 月 12 日(五)上午 10:10~11:30 於教育館 225 室，邀請到陳劉欽智教授

（Dr.Chen,Ching-Chih）專題演講：「Technology Enabling and Universal Access to 

World Heritag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陳博士現職美國波士頓西蒙學院圖

書館與資訊科學研究所教授，同時為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遺產記憶合作計

畫首席負責人，及本國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顧問。 

二、通識教育中心 

1.由張副校長擔任主持人，通識教育中心所執行之教育部三年期「以通識教育為核心

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已進入第三年。其中「課程地圖」由教務處推動、計通中心

協助開發「全校及通識課程地圖資訊系統」，期待透過課程地圖引導，結合通識教育

與專業課程，協助學生了解本系與他系之專業訓練，規劃修課方向。目前已完成課

程地圖資訊系統初步建置，並協助先行導入工學院及物理系資料，將與現有校務系

統整合。 

2.配合本校自 95 學年度施行七大向度核心通識課程改革，本中心擬於 98 學年度下學

期辦理七向度「核心通識系列講座」，邀請知名學者與專家蒞校演講，分享其於各向

度領域之學思感想與教研成果，帶領師生由各向度出發，融會理論與現實世界案例，

進行跨領域與多角度之思考與討論，以達整合各核心通識向度內課程之精神與目標。 

3.清華領先全國首創通識教育中心，至今已屆 20 年。本中心擬配合世紀清華校慶辦

理「通識中心 20 週年系列慶祝活動」，已著手規劃：(1)通識之友邀稿及徵文、(2)

通識教育論壇、(3)教育館佈置、(4)清華通識大事紀及相關照片收集、(5)活動網站

設計。其中「通識教育論壇」擬邀請校長、副校長及教務長共同主持。 

三、師資培育中心 

1.本中心將於 99 年 4 月 12-15 日舉辦「教育週暨教育學程招生宣傳系列活動」，內容

包括名人演講-劉炯朗校長、徵文比賽、電影欣賞及新生遴選說明會等，藉以加強招

生宣傳及增進本校師生對本學程的瞭解。 

2.本中心與學習科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合聘新聘專任教師。 

四、體育室 

1.庚寅梅竹賽由本校主辦，體育室全力支援整理場地佈置、器材等相關事宜。 

2.配合校慶活動，本室規劃 99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為全校環校路跑活動，目前己規

劃活動相關工作分配及進度。 

3.體育設施營繕工程 

項次 工程名稱 現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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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棒球場 
施工圖設計中，預計 3月完成設計圖，4月上

網招標，6月正式動工。 
 

2 
室外籃球場

與排球場 

施工圖設計中，預計 3月完成設計圖，4月上

網招標，6月正式動工。 
 

3 
羽球館犬走

維修 

此案等待景觀委員會召開會議討論黑板樹是

否全數移走。 
 

4 
各運動場館用

電安全改善 

此案已簽完限制性招標程序，等待營繕組約

廠商前來議價。 
 

四、軍訓室 

1.本學期計開設兵學理論等七門課程，18 個時段。 

2.持續精進軍訓教學，預計 4月 10 日辦理本學期國防鐵人競賽及配合課程實施 CPR

急救訓練及認證。 

3.因應國防部 102 年實施全面募兵，教育部軍訓處擬修改軍訓課程役期折抵相關規

定，未來軍訓課程役期折抵將採課堂時數計算，大學最高可折抵 18 天，另有關軍訓

課程規劃將配合國防部及軍訓處規定辦理。 

4.本學年預官考選已於 99 年 2 月 1 日、2 日辦理完成，本校分於北、中、南考區協助

本校考生及服務，預期於 3月初辦理志願分發及後續相關作業。 

5.上學期兵役作業計辦理緩徵作業 1444 人、延長修業 578 人、盡候召集 213 人、緩

徵原因消滅 174 人，目前辦理寒假轉學生等緩徵作業。 

五、藝術中心 

1.由清華大音樂資優生及具有音樂才藝同學所組成之「清華樂集」，在 98 年駐校音樂

家何婉甄、名指揮家林天吉、法國號演奏家孫自弘等師長們聯合指導之下；2月 6

日晚間於新竹市立演藝廳國際會議室舉辦【清華人的室內樂音樂會】，演出樂器有小

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鋼琴、長笛、法國號等樂器類別，演出曲式有弦樂四重奏、

鋼琴三重奏、長笛四重奏、鋼琴五重奏、長笛三重奏。此次演出為「清華樂集」首

次正式演出，過程順利、圓滿完成。 

2.藝術中心 22 年專輯「藝於言表—徜徉清大校園的藝術中心」預定於 99 年 4 月底出

版。這本書是匯集了清華藝術中心 22 年來成果的展現，持續努力提高校園視覺與表

演藝術活動的能見度與親和性，並提供校園其他單位參與藝術空間的管道。藉由本

校的經驗，提供外校藝文單位籌劃活動時的優質參考。 

3.清大藝中 2010 春夏第一檔的展覽－「語言的辦証與想像」（3/8-3/31）；很榮幸邀

請到楊智富老師，這位二十多年來能在藝術領域上呈現多樣化路線同時並進的菁

英，他帶入實驗性的展覽方式，整體空間的變奏重塑，觀眾也成了創作元素，賦予

徜徉清大校園師生民眾體驗揮灑的能量、無限的想像與思辯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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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清華大學實驗室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規則 

                       92 年 12 月 17 日實驗室安全環保委員會會議修訂 

93 年 3 月 9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 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勞工安全衛生法及環保法令，成立實

驗室安全環保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推動本校安全衛生及環保工

作。 

二、 本校依法適用之場所包括實驗室、試驗室、實驗（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三、 本會之職掌在評估、研議、規劃、督導本校適用場所之下列事項：  

（一） 安全衛生及環保管理規章之制定。   

（二） 主任委員交付之安全衛生及環保管理事項。   

（三） 本校實驗室、試驗室、實驗（習）工場或試驗工場之安全衛生及

環保有關規定。  

（四） 校園污染防治有關規定。   

（五） 防止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之危害。   

（六） 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之對策。 

（七） 健康管理事項。 

四、 本會置委員共十五人，其組成如下：   

（一） 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 當然委員：總務長、研發長、環安中心主任、工學院、理學院、

原科院、生科院、電資學院等各院院長。   

（三） 遴選委員：共六名教職工代表（工學院，理學院、原科院、生科

院、電資學院、研發處等單位代表各一人）。遴選代表任期二年，

屆滿改選。 

（四） 執行秘書：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 

（五） 幹    事：由環保及安全衛生人員擔任。 

（六） 諮詢顧問：本校科法所專業教師、衛保組主任、營繕組主任及會

計主任。  

 五、 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六、 本會得視需要請有關單位派員列席本會會議。   

 七、 各院等一級單位，應召集所屬單位成立安全衛生及環保工作小組，負

責執行單位內安全衛生及環保工作。   

 八、 本規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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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實驗場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規則 
                       92 年 12 月 17 日實驗室安全環保委員會會議修訂 

93 年 3 月 9日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6 月 24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訂 

一、 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勞工安全衛生法及環保法令，成立實

驗場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推動本校安全

衛生及環保工作。 

二、 本校依法適用之場所包括實驗室、試驗室、實驗（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三、 本會之職掌在評估、研議、規劃、督導本校適用場所之下列事項：  

（一） 擬訂之勞工安全衛生政策。 

（二） 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三） 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四） 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五） 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六） 研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七） 研議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危害之預防措施。 

（八） 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九） 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之對

策。 

（十） 校園環境污染事件之調查與檢討改善。   

（十一） 前項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四、 本會置委員共十五人，其組成如下：   

（一） 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 當然委員：總務長兼環安中心主任、研發長、工學院、理學院、

原科院、生科院、電資學院等各院院長及原科中心主任。   

（三） 遴選委員：共六名教職工代表（工學院，理學院、原科院、生科

院、電資學院、研發處等單位代表各一人）。遴選代表任期二年，

屆滿改選。 

（四） 執行秘書：由環安中心副主任兼任。 

（五） 幹    事：由環保及安全衛生人員擔任。 

（六） 諮詢顧問：本校科法所專業教師、衛保組組長、營繕組組長、事

務組組長及會計主任。  

 五、 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六、 本會得視需要請有關單位派員列席本會會議。   

 七、 各院等一級單位，應召集所屬單位成立安全衛生及環保工作小組，負

責執行單位內安全衛生及環保工作。   

 八、 本規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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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組織規則 新組織規則 更改部份 

第一條 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勞工安全衛生法

及環保法令，成立實驗室安全環保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以推動本校安全衛生及環保工作。 

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勞工安全衛生法

及環保法令，成立實驗場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推動本校安全衛生及環

保工作。 

修正如粗體字部份 

第二條 本校依法適用之場所包括實驗室、試驗室、實驗

（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本校依法適用之場所包括實驗室、試驗室、實驗

（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在評估、研議、規劃、督導本校適用場

所之下列事項： 

(一)安全衛生及環保管理規章之制定。 

(二)主任委員交付之安全衛生及環保管理事項。

(三)本校實驗室、試驗室、實驗（習）工場或試

驗工場之安全衛生及環保有關規定。 

(四)校園污染防治有關規定。 

(五)防止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之危害。 

(六)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之對策。 

 

(七)健康管理事項。 

本會之職掌在評估、研議、規劃、督導本校適用場

所之下列事項：  

(一)擬訂之勞工安全衛生政策。 

(二)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三)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四)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五)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六)研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

項。 

(七)研議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危害之預防措

施。 

(八)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九)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作業環境

測定結果應採之對策。 

(十)校園環境污染事件之調查與檢討改善。   

(十一)前項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修正如粗體字部份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共十五人，其組成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本會置委員共十五人，其組成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修正如粗體字部份 



 26

 原組織規則 新組織規則 更改部份 

(二)當然委員：總務長、研發長、環安中心主任、

工學院、理學院、原科 院、生科院、電資

學院等各院院長。 

(三)遴選委員：共六名教職工代表（工學院，理

學院、原科院、生科院、電資學院、研發處

等單位代表各一人）。遴選代表任期二年，

屆滿改選。 

(四)執行秘書：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 

(五)幹    事：由環保及安全衛生人員擔任。 

(六)諮詢顧問：本校科法所專業教師、衛保組主

任、營繕組主任及會計主任。 

(二)當然委員：總務長兼環安中心主任、研發

長、工學院、理學院、原科院、生科院、電

資學院等各院院長及原科中心主任。 

(三)遴選委員：共六名教職工代表（工學院，理

學院、原科院、生科院、電資學院、研發處

等單位代表各一人）。遴選代表任期二年，

屆滿改選。 

(四)執行秘書：由環安中心副主任兼任。 

(五)幹    事：由環保及安全衛生人員擔任。 

(六)諮詢顧問：本校科法所專業教師、衛保組組

長、營繕組組長、事務組長及會計主任。   

第五條 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第六條 本會得視需要請有關單位派員列席本會會議。  本會得視需要請有關單位派員列席本會會議。  

第七條 各院等一級單位，應召集所屬單位成立安全衛生及

環保工作小組，負責執行單位內安全衛生及環保工

作。 

各院等一級單位，應召集所屬單位成立安全衛生及

環保工作小組，負責執行單位內安全衛生及環保工

作。 

 

第八條 本規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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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清華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99年○月○日 

98學年度第○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推展華語教學，設立華語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隸屬教務處。 

二、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校華語文教學及提供相關服務。 

（二）接受公私立機關團體委託專案辦理華語文訓練。 

（三）辦理各類華語文推廣訓練班。 

三、本中心設主任一人，由校長自本校專任教授或副教授聘任之，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四、本中心教師得以約聘方式聘請專兼任教師，亦得由本校教師或博士班研究生兼任，或

聘請研究生擔任助教，其辦法另定之。 

五、本中心得視需要設置相關之教學及行政業務組。 

六、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主任擔任主席；其組成細則另定。中心會議商討中心各教學及

行政業務，含課程之規劃、教材之選擇等。 

七、本中心設中心委員會（相當於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協助指導中心重要事務及

專兼任教師之聘請及評量。中心委員會以本中心主任為召集人；其組成細則另定。 

八、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相當於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助理教授級以上之專兼任

教師聘任及中心所屬各級教師之評量。諮詢委員會組成細則另定。 

九、本中心辦理之各類華語文推廣訓練班，修業期滿經考試合格者，發給證書。 

十、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