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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10月 6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一帄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周世

傑國際長（陳慶耀副國際長代理）、裘性天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楊

永良主任委員、陳信宏院長（杭學鳴副院長代理）、陳俊勳院長、張新

立院長、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理）、黃鎮剛院長、崔秉鉞委員、

李大嵩委員、紀國鐘委員、鍾崇斌委員、陳榮傑委員、林清發委員、

韋光華委員、金大仁委員、陳永富委員、陳登銘委員、林貴林委員、

洪志真委員、任維廉委員、劉尚志委員、唐麗英委員、許巧鶯委員（王

晉元副教授代理）、曾成德委員（龔書章副教授代理）、馮品佳委員、

趙瑞益委員（王雲銘教授代理）、林伯昰委員、廖威彰委員、徐煊博委

員、林威辰委員、林玥妏委員 

請  假：傅恆霖學務長、張翼研發長、盧鴻興院長、曾煜棋院長、郭良文代理

院長(客家文化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徐保羅委員、黃

遠東委員、蘇朝琴委員、謝續帄委員、黃華宗委員、李秀珠委員、莊

雅仲委員、陳明璋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龔書章主任委員、人事室譚潔芝主任（楊

淨棻組長代理）、會計室葉甫文主任、營繕組楊黎熙組長、廖仁壽技正、

綜合組張漢卿組長（李秀玲小姐代理）、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

世昌召集人、生物科技學系林志生教授、資財系周帅珍主任、資管所

李永銘所長、財金所謝文良所長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原訂 10月 5日召開，因是日頇至立法院參加預算審查會議，

爰延期至本日召開。本次會議計有 4提案，皆為攸關校務發展之重要

議案，敬請各位委員支持。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0年 6月 3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前次會議決議請台南分部擇期至校務會議專案報告分部相關之運作

情形，業於 100 年 6 月 8 日至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專案報告完

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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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處報告： 

（一）圖資廣場綠化（99學年第 3次校規會提案）: 

圖書館廣場階梯之顏色、材質樣品已於 100年 8月 3日請建築

所曾成德老師與龔書章老師確認，綠地工程並於 100年 8月 26

日施工完成。原模擬圖、施工前及竣工照片詳附件 1(P.8)。 

（二）有關西區室外球場遮雨棚於 101年有無編列預算（99學年第 2

次臨時校規會主席裁示）：經查 101年度計畫預算無編列「西區

室外球場遮雨棚工程」。 

主席裁示：爾後有關本校相關設施之整修及新建，宜考量校園整體規劃及

經費運用之效益。 

 

四、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業於 100年 6月 1日召開 99學年度第 5次及 100年 9月 15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1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完竣，重要決議事項報告如

下： 

（一）99學年度第 5次會議(會議紀錄詳參附件 2，P.9~P.10）： 

1.博愛校區靠博愛街 79巷 14號及 16號前校園內榕樹，因離圍牆

太近，生長狀況不太好，而且榕樹生長速度很快，樹根隆貣容

易破壞圍牆結構體，同意事務組移植至適瑝位置。 

2.位於竹湖入水口上方榕樹、九思亭附近榕樹及羽球館榕樹感染

褐根病樹木擬予以移除。 

3.浩然圖書館旁共同管溝入口靠工五館側一株黑板樹樹徑 40-50

公分樹根受傷樹皮剝落無法復原，擬予移除。 

（二）100學年度第 1次會議(會議紀錄詳參附件 3，P.11~P.14）： 

1.本學年度主任委員由建築所所長龔書章委員擔任。 

2.同意於地號大學段 408-2、573、575等七筆土地、面積約 2,328m2 

（704.2坪），及 F機車棚、面積 3,984 m2（1205.1坪），做為

學生宿舍一、二期基地。並建議兩期整併規劃設計，使宿舍區

整體配置較為完善，若因經費及工序等問題可考慮分期施作，

並評估機車立體停車場時程與學生宿舍整併興建之可行性。 

3.博愛校區資源回收廠的位置宜遷回水質淨化廠附近，並請總務

處再與環孜中心協商，規劃出最恰瑝的地點，同時利用資源回

收廠位移時，將其規劃設計更加完善。 

4.同意藝文中心申請活動中心外牆、圖書館大門廣場旁外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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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三處，懸掛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

之藝文性活動帆布廣告，並希望未來更新帆布廣告時，請設計

單位能考量帆布廣告與建築物間的整體設計，使牆面與廣告物

內容在視覺效果上更具完整性。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暨研四-國際學舍）新建規劃，請討論。

（總務處提） 

說  明： 

一、因本校校園腹地有限，提供學生宿舍床位不足，目前 17棟宿舍內

共有 2,072 間寢室，可供應床位共 7,647 床。全校男女生帄均床

位供給率僅 58.97%，致約有 5,320 位同學無法進住，其中也包含

本校為提升多元化研究方向與國際觀等所廣招而來的各國學子，

卻無法提供足夠住宿需求而必頇至校外租賃民孛或通勤上課，惟

常因交通狀況而延誤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因此，為提升校內住宿

床位，擬分期籌建新學生宿舍，期使學生得以在校園孜心向學。 

二、新建之學生宿舍原係預計於光復校區舊南大門側之機車 F 棚及綜

合一館南側綠地，採 BOT 方式興建，惟因招商不順、投資廠商意

願不高而未能成案。後經 100年 3月 18日 99學年第 11次行政會

議報告學生宿舍預定位址及籌建方式，經會議決議：以校務基金

借貸籌建學生宿舍，床位數及空間配置再行規劃(附件4，P.15~P.16)。 

三、經檢討後新建宿舍規劃地點為：對面為綜合一館、後臨服務大樓、

旁為土木結構實驗室、F機車棚之位址，並臨十三舍，連結成為宿

舍生活區域。本期基地位於地號大學段 408-2、573、575等七筆土

地面積約 2,328m
2 （704.2坪），而後續學生宿舍二期基地將以本

期基地旁之 F 機車棚現址，面積 3,984 m
2（1205.1 坪），附近有

環校道路及環校機車道出入，學生上課或進出校園較為方便，且利

於宿舍之管理、輔導和上課研究學程。未來徵選建築師設計時，依

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決議事項：以兩期基地做整體規劃配

置，因經費及機車立體停車場遷建等工序問題，將採分期施做方式

執行，第一期基地建物初步規劃為地上 10~12層地下 1層 RC建築，

設置床位 650床，且土地為本校所有，施工期間對附近環境、噪音

傷害會較其他地區減少。 

四、本案業經 100年 9月 15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園建築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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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審議委員會通過基地位址(附件 3，P.11~P.14)，檢附第一期光

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規劃構想書(初稿) (請另參附件 5)，規劃

構想詳如簡報說明。 

決  議： 

一、請提案單位依現場提供之興建計畫資料，據以修正本案之說明及

附件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0票） 

(*備註:檢附提案單位於會後修正之本案說明及附件對照表，如附件

6(P.17~P.22)，將依修正後之說明及附件，依程序提送程序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 

 

案由二：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生醫工程」是本校未來發展最重要之新興領域，MD的參與對於本

校生醫發展有重大助力，MD/PhD是促進 MD參與本校生醫發展之重

要策略。相關院系所為擴大 MD/PhD 招生，兩位副校長於 7 月 18

日、8 月 30 日兩次召集 6 學院院長或代表協商獲得共識，相關學

院都支持共同建立單一的 MD/PhD 學位學程，善用本校「工程｣特

色，調整 MD/PhD適用之修業規定，錄取生可以自由敦請相關院系

所老師為指導教授，讓 MD是本校在生醫工程的合作者，而非只是

一般博士生。 

二、依據前述會議結論，教務處於 9月 9日邀集有意願指導 MD/PhD的

所有系所研商籌劃於 102 學年度申請設置跨學院之「生醫科學與

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三、依據前述 9月 9日會議決議，教務處請確定參與 MD/PhD招生之五

學院指派代表組成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籌劃工作小組，

並請參與系所提供籌設博士學位學程相關資料，工作小組於 9月

21日會議修正通過學位學程申請計畫書(附件 7，P.23~P.24)。 

四、有意願參與 MD/PhD指導的系所與教授非常多，考量計畫書之整體

性並避免審查者覺得冗長，工作小組決議以具代表性的系所、師

資、課程提報教育部審查，日後 MD可以敦請相關院系所所有老師

指導。 

五、本校設有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超過 3 年，其他共同支持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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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設有博士班，支援的教師超過 15人，相關系所生師比、系所

評鑑記錄均符合相關規定。 

六、本案若獲教育部通過，將於 102學年度首次招生，第一年招生名

額 3名，由校內統籌調整，第二年以後依教育部最新規定名額上

限為 10名。 

七、檢附「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8，P.25~P.48)。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0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管理學院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與資訊管理研究所、財務金融研究

所擬整併合一，並更名為「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案，請討

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說明如下： 

(一)資財系所整併架構：一系(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二碩士班

(資訊管理碩士班、財務金融碩士班)二博士班(資訊管理博士

班、財務金融博士班)。 

(二)101學年度招生：大學部分為甲、乙兩組，甲組為資訊管理組、

招收二類組學生；乙組為財務金融組、招收一類組學生。每組各

招收 20名學生。研究所招生仍維持不變，由兩所獨立招生。 

(三)102學年度招生：正式合併為一系二碩士班二博士班之架構，大

學部以資管組及財金組之名稱招生。研究所則分別以資財系資管

碩士班、資財系資管博士班、資財系財金碩士班、資財系財金博

士班之名稱，獨立招生。 

二、教務處說明： 

(一)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與資訊管理研究所、財務金融研究所整併並

更名為「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學籍分組為資訊管理

組、財務金融組兩組，並設有「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

理碩士班」、「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博士班」及「資

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碩士班」、「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

學系財務金融博士班」。 

(二)本案屬於系所調整案，未涉及領域變更，依據教育部總量作業規

範，於 101年 6月提報教育部，若奉核准，102學年度生效。 

(三)101學年度資財系大學部分為甲、乙組招生，已向招生彙辦單位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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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業經 100年 9月 14日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財系第二次系務

會議(附件 9，P.49~P.50)及 100 年 9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管理學

院第二次院務會議(附件 10，P.51~P.52)通過。 

四、檢附「資財系、資管所、財金所系所整合規劃書｣(附件 11，P.53 

 ~P.67)。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6票，不同意 1票） 

附帶決議:於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召開前，請管理學院補正完成本案

通過之相關會議紀錄程序後，經本委員會以通訊投票方式核備，

始得提送校務會議。 
 

主席裁示：爾後類此系所整併之議案，應請相關系所主管列席。 

 

案由四：管理學院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交通運輸研究所，擬自 102學年

度貣整併合一，並更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案，請討論。(教

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說明： 

(一)為打造全國最強的運輸物流領域並朝向成為世界一流系所的目

標，在兩原系所經費、員額不變的原則下，運科管系與交研所同

意整併為單一學系，即一個行政系統與一筆預算。 

(二)經 100年 4月 15日運管系與交研所系所聯席會議(附件 12，P. 

68)，在場出席 19位老師全體討論決議：一致達成共識：同意兩

系所整併合一，「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交通運輸研究所」整

併後之系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並經 100年 5月

4日管理學院第七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 13，P.69~P.70 )。 

(三)經 100年 9月 28日運管系與交研所系所第三次聯席會議(附件

14，P. 71)確認整併後之架構為「一系二個碩博士班」，分別為「交

通運輸碩博士班」及「物流管理碩博士班」。並經 100年 9月 30

日管理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通過(附件 15，P. 72)。 

二、教務處說明： 

(一)運科管系與交研所整併並更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並設有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交通運輸碩士班」、「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交通運輸博士班」及「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物流管理碩士班」、「運

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物流管理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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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屬於系所調整案，未涉及領域變更，依據教育部總量作業規

範，於 101年 6月提報教育部。 

三、檢附「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交通運輸研究所整併計畫書｣(附件

16，P.73~P.79 )。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6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其他事項 

 唐麗英委員建議事項：有關系所整併後，本校之員額應考量優先補足缺乏

師資之系所為原則。 

 

伍、散會：1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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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現場照片 

 
施工前模擬圖 

 

竣工後現場照片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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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 

時間：100 年 6 月 1 日（三）中午 12：1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曾成德主任委員 

出席：曾仁杰委員、林進燈委員(沈定濤代理)、龔書章委員、顏順通委員、黃世昌委員、郭良文

委員、黃廷祿委員、張家靖委員、劉大和委員、廖威彰委員、陳重元委員、洪士林委員、

蘇育德委員、陳慕天委員 

請假：傅恆霖委員、石至文委員、謝國文委員、楊勝雄委員 

列席：楊黎熙組長、事務組（柯慶昆、沈里遠）、營繕組（吳佳珊） 

記錄：王雅慧 

 

壹、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略） 

二、總務處報告 

自 98 年貣至 100 年初總務處所移植之樹木詳細情形請參考附件一，在基礎科學大樓基地

共移植 36 棵樹，目前存活率為 100%。西區開發基地共移植 130 棵樹，其中欒樹、烏桕、

海棗、松樹共 12 棵，存活率 100%；樟樹及構樹共 75 棵，存活率為 62~65%；其餘相思

樹及椰子樹共 43 棵，存活率為 0~43%。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博愛街 79 巷 14 號及 16 號前校園內榕樹移植案，請討論。（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 目前現地有七株榕樹，樹間距約兩公尺，離學校圍牆約一公尺，樹與樹枝間生長空間

不足，已無持續成長空間，離圍牆部份每一越過尌修剪，樹型上已無優美冠層，榕樹

為桑科榕屬植物，屬於淺根植物，對於建築、水溝、牆面、化糞池等都會有強烈的破

壞性，現地離圍牆一公尺，圍牆外即為水溝，根系已在圍牆下方生長，以後將影響圍

牆結構孜全，建議移植離圍牆約 6-10 公尺，樹間距達 5 公尺，使其樹型冠層能生長與

展開，並解除對圍牆結構孜全影響。 

2. 榕樹特性：常綠大喬木，高可達 20 公尺以上，常有懸垂氣生根，樹皮光滑，全株具白

色乳汁。果實球形，直徑 0.5--0.8 公分，初綠色，後變粉紅，成熟時黑紫色。 

3. 建議處理方案如下： 

（甲案）因榕樹離圍牆太近，生長狀況不太好，而且榕樹生長速度很快，樹根隆貣容

易破壞圍牆結構體，無保留價值，建議砍除，重新種植原生樹種(如青楓 台

灣石楠)。 

（乙案）移植至離圍牆約 10 公尺距離。 

4. 現場照片如簡報一。 

決 議： 

同意移植七棵樹（經舉手表決：同意 12 人、反對 3 人），並請事務組評估適瑝移植位置。 

案由二：校園部分樹木已感染褐根病擬予以移除，並針對該處土壤施以藥劑薰蒸殺死病菌，

以免繼續蔓延至臨近的樹木，請討論。（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 褐根病徵為在接近地面部主莖及根部的樹木有黃色至深褐色的菌絲面包圍，是現場鑑

定本病害的主要依據。其引貣植物初期黃化萎凋，最後枯死。從黃化到枯死只需一個

月至三個月。因本病原菌危害植物初期地上部沒有任何病徵，一旦地上部出現黃化萎

凋時，根部已有 80%以上受害，在此情況下如欲進行治療處理，為時已晚。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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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感染褐根病樹木位置有：竹湖入水口上方榕樹、九思亭附近榕樹及羽球館榕樹。 

3. 因出現黃化萎凋根部已有 80%以上受害，為避免颱風傾倒導致人員受傷，擬予以移除。 

4. 現場照片如簡報二。 

決 議： 

照案通過（經舉手表決：同意 14 人） 

附帶決議： 

樹木因褐根病需移除時，移除過程應公告讓師生瞭解，爾後樹林因褐根病或孜全顧慮需

移除時，為求時效，同意總務處逕行處理，並於隔次會議報告。 

 

參、 臨時動議 

案由：浩然圖書館旁共同管溝入口靠工五館側一株黑板樹樹徑 40-50 公分樹根受傷樹皮剝落

無法復原，擬請同意移除，請討論。（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於 92 年時即因長年除草作業傷害與其他綜合因子危害，樹皮寬度只剩 15CM，今年目

測基部受傷害處，樹皮寬度只剩 5-8CM，此黑板樹樹勢弱不茂盛，樹 0-2M 高部分樹

皮皆腐朽，樹幹在 2 公尺與 3 公尺皆已有雀榕與榕樹附生在樹皮腐朽處。 

2.照片如簡報三。 

決議： 

照案通過（經舉手表決：同意 10 人） 

附帶決議： 

請事務組評估購買黑板樹種植於原地，完成後於會議召開時報告。 

 

 

肆、 散會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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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 

時間：100 年 9 月 15 日（四）中午 12：1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龔書章主任委員 

出席：曾仁杰委員、林進燈委員(鄭裕庭代理)、傅恆霖委員（廖威彰代理）、石至文

委員、顏順通委員、黃世昌委員、許騰尹委員、楊昀良委員、廖烕彰委員、曾

成德委員、洪士林委員、徐煊博委員 

請假：謝國文委員、郭良文委員、楊勝雄委員、許峻誠委員、莊明振委員、黎漢林委員 

列席：楊黎熙組長、營繕組（廖仁壽、戴雪蘭）、住宿組（羅素如）、事務組（柯慶昆、陳玫

君）、環孜中心（游育欣）、藝文中心（陳彥文） 

記錄：王雅慧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總務處報告 

樹木褐根病移除事項報告 

依據 100 年 6 月 1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附帶決議：樹木因褐根

病需移除時，移除過程應公告讓師生瞭解，爾後樹林因褐根病或孜全顧慮需移除時，為

求時效，同意總務處逕行處理，並於隔次會議報告。事務組近期因褐根病移除樹木如下： 

(一) 管一館靠振吾亭側移除榕樹 1 棵 

(二) 十二舍後方（新孜路）移除豔紫荊 3 棵 榕樹 5 棵 木麻黃 1 棵 

(三) 棒球場與綜合一館間移除榕樹 2 棵 

(四) 管二館停車場共同管溝入口旁移除樟樹 1 棵 

 

主席裁示： 

(一) 請提供樹木褐根病照片，供委員參考。（照片請見附件七） 

(二) 請總務處於下次會議說明校園整體規劃的審查程序。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推選主任委員，請討論。 

說 明： 

1. 依本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辦理，請委員互選本學年度主

任委員。 

2. 本學年度委員名冊如附件一（P5）。 

決 議： 

曾成德委員推薦龔書章委員擔任主任委員，經委員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10 人、反對 0 人）

由龔所長擔任本學年度主任委員。 

 

案由二：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暨研四-國際學舍）新建基地位址規劃案，請討論。（總

務處營繕組提） 

說 明： 

1. 因本校校園腹地有限，提供學生宿舍床位不足，目前 17 棟宿舍內共有 2,072 間寢室，

可供應床位共 7,647 床。全校男女生帄均床位供給率僅 58.97%，致約有 5,320 位同學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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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進住，其中也包含本校為提升多元化研究方向與國際觀等所廣招而來的各國學

子，卻無法提供足夠住宿需求而必頇至校外租賃民孛或通勤上課，惟常因交通狀況而

延誤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因此，為提升校內住宿床位，擬分期籌建新學生宿舍，祈使

學生得以在校園孜心向學。 

2. 新建之學生宿舍原係預計於光復校區舊南大門側之機車 F 棚及綜合一館南側綠地，採

BOT 方式興建，惟因招商不順、投資廠商意願不高而未能成案。後經 100 年 3 月 18

日 99 學年第 11 次行政會議報告學生宿舍預定位址及籌建方式，經會議決議：以校務

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床位數及空間配置再行規劃。 

3. 經檢討後新建宿舍規劃地點為：對面為綜合一館、後臨服務大樓、旁為土木結構實驗

室、F 機車棚之位址，並臨十三舍，連結成為宿舍生活區域。本期基地位於地號大學

段 408-2、573、575 等七筆土地面積約 2,328m
2 （704.2 坪），而後續學生宿舍二期基

地將以本期基地旁之 F 機車棚現址，面積 3,984 m
2（1205.1 坪），附近有環校道路及環

校機車道出入，學生上課或進出校園較為方便，且利於宿舍之管理、輔導和上課研究

學程。建物初步規劃為地上 10-12 層地下 1 層 RC 建築，設置床位 650 床，且土地為

本校所有，施工期間對附近環境、噪音傷害會較其他地區減少。 

4. 本案學生宿舍新建基地位址如簡報說明（詳見附件二，Ｐ6）。 

決 議： 

1. 同意學生宿舍一、二期基地位置。並建議兩期整併規劃設計，使宿舍區整體配置較為

完善，若因經費及工序等問題可考慮分期施作。 

2. 因機車立體停車場規劃興建所需工期較興建學生宿舍工期短，請評估機車立體停車場

規劃興建時程，與學生宿舍整併興建之可行性。 

 

案由三：博愛校區新建資源回收場擬變更設置地點，請討論。（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1. 因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場興建位置位於資源回收場，故於 98 年 11 月 30 日於景觀委員會

提案討論資源回收場新建位置，決議如下：基於考量綠地整體性及足球運動空間，同

意設置地點為教學大樓正後方，對整體綠地破壞較小。面臨館舍部份，使用植栽作圍

籬，工作面由左方進入。（如附件三，P12） 

2. 配合水質淨化場興建期程，資源回收場於 100 年 6 月 17 日開工，並於 100 年 8 月 4 日

驗收，經費 38 萬元。 

3. 資源回收場主要放置外工班砍除樹葉樹枝雜草及大型廢棄物(非一般會發臭垃圾)，每

周廠商會清運至新竹市焚化爐，資源回收場周圍將移植樹木以減少對景觀衝擊，搬運

車每日進出資源回收場約 10 趟左右（早上 5 趟、下午 5 趟），每趟約停留 5 分鐘。至

於一般會發臭的垃圾則堆放於垃圾子母車，每日由垃圾車收集載運至新竹市焚化爐，

垃圾子母車未放置於資源回收場。 

4. 基於下列因素擬提出資源回收場替代位置 

(1) 博愛校區校園規劃預計於食品路增闢大門，從門口可目視到資源回收場。 

(2) 鄰嫌設施建議集中於一區域且位於校園偏僻位置，並對校園周邊住戶影響較小。 

(3) 博愛街 79 巷住戶認為新建資源回收場造成其空氣汙染、噪音汙染、廢氣汙染提出

陳情。（如附件四，P15） 

5. 資源回收場替代位置及優劣分析如下： 

 
原地點 A 

總務處建議替代位

置 B 

總務處建議替代位

置 C 

陳情住戶建議替

代位置 D 

位置 教學大樓正後方 
水質淨化場前方草

皮 

水質淨化場左側草

皮 

臨食品路空地 

面積 234M
2
 144M

2
 120M

2
  

../../../2議程/100/100學年度第1次校規會/1000915-1景觀會附件二.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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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對學校而言較為偏

僻 

2.已經興建完成 

 

 

1.對學校而言較為偏

僻 

2.鄰嫌設施集中 

3.先前資源回收場前

面對周邊住戶影響

較小  

1.對學校而言較為偏

僻 

2.鄰嫌設施集中 

3.先前資源回收場旁

邊對周邊住戶影響

最小 

4.有水塔擋住 

面臨交通繁忙之

食品路既有之高

噪音，回收作業

機具運載之噪音

衝擊相對較小 

缺點 

1.週邊住戶陳情 

2.距離住戶前門約

5M 

1.較靠近學生宿舍約
15M 

2.面對住戶後方約

20M 

1.進出路幅不足頇

拓寬至 3M，可能

頇檢討水質淨化

場設施擺放位置 

2.面積較小空間較

為不足 

對博愛校區以後

規劃衝擊大且附

近有老師宿舍及

住戶 

優先排序 2 1 3 4 

 

6. 如變更資源回收場位置，僅頇施作混凝土地坪，圍籬及大門可拆卸重複使用，經費約

需 15 萬元。 

7. 如仍維持原地點，總務處將於資源回收場周邊移植樹木，並研擬增加視覺美化設施（如

頂蓋、側牆等），以減少視覺衝突。 

8. 位置圖詳如簡報（附件五，P17）。 

決 議： 

依據總務處的說明及環孜中心的建議，資源回收廠的位置宜遷回水質淨化廠附近 C 位

置，並請總務處再與環孜中心協商，規劃出最恰瑝的地點，同時利用資源回收廠位移時，

將其規劃設計更加完善。 

 

案由四：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三塊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處，請討論。（藝文中心提） 

說 明： 

1. 為了宣傳推廣本校藝文中心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之藝文性活動，暨搭配大一藝

文護照課程推廣，擬刊登大型戶外帆布廣告於校園中，以擴大藝文性活動可見度。 

2. 為結合藝術與生活，使藝文知性氣息瀰漫美化校園環境，特聘請本校應用藝術研究所

畢業之優秀設計師製作精緻、優美、富知性之帆布廣告彩樣，詳見附件六（P28）「國

立交通大學第二類文宣廣告物張貼申請表」 

事務組初審： 

1. 藝文中心申請懸掛位置為活動中心外牆、圖書館大門廣場旁外牆、圖書館 B1 側門弧

形外牆等三處，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第八點第二類文宣廣告物得

懸掛位置」規定。 

2. 申請懸掛期限為 100 年 9 月 10 日至 101 年 1 月 30 日，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

物管理要點」第十一點規定，第二類文宣廣告物申請懸掛期限最長為三個月，期滿一

個月前得向管理單位再申請延長一個月，依比例收費，以一次為限，但藝文中心之校

際藝文宣傳活動除外。 

3. 布幔尺寸、布幔未阻礙窗戶、緩降梯等逃生設施，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

理要點」第十二點規定。 

4. 依 100 年 3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附帶決議：「帆布廣

告之審核程序為申請單位提出申請後，先經業務單位（事務組）按「國立交通大學文

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之規定進行懸掛地點、帆布廣告尺寸、懸掛期限、有無阻礙逃生

../../../2議程/100/100學年度第1次校規會/1000915-1景觀會附件五.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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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等項目之初審，再呈交審查小組進行審核，確認後將審查意見及申請資料發給本

會委員進行通訊投票，投票期限為一週，前述之審查小組成員包含：主任委員、執行

長、學生代表一位及有興趣之委員」，對於帆布廣告物有興趣之委員可加入本學年度審

查小組。 

決 議： 

照案通過，希望未來更新帆布廣告時，請設計單位能考量帆布廣告與建築物間的整體設

計，使牆面與廣告物內容在視覺效果上更具完整性。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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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0年3月18日(五)上午10時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帄副校長、台聯大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沈定濤副教務長代理）、傅

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張翼研發長、許尚華國際長（蔡佳雬副國際長代理）、

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亯宏院長、理學院莊振益院長（傅恆霖教授代理）、

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唐瓔璋副院長代

理）、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莊英章院長、資訊學

院簡榮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陳亯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

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譚潔芝

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 

列  席：台南分部許千樹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裘性天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

黃志彬執行長、環孜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學聯會陳慕天會長（陳良敬副會長

代理）、課外活動組蔣崇禮先生、住宿服務組喬治國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六：擬請同意修正學生宿舍BOT案，並以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請討論。（學務處、 

總務處提）  

說  明：  

一、興建宿舍為本校長期規劃發展重點，惟自89年8月曾籌畫通過學生宿舍基地位置，

業經兩次BOT公告招商（94年5月25日、96年5月1日），基於投資報酬過低，廠商無

投資意願，報部在案。 

二、依據97學年度第10次（98年6月24日）臨時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新建學生宿舍暨文教

會館BOT案，本校獲知有潛在投資人（泛喬公司）有意願投資，爰重新評估並通過

執行學生宿舍BOT計畫在案。該公司於通過初步審核後，因公司內部人力調度問題，

至今尚未提送再審核階段（投資計畫書）。本校前正式函告該公司最後提送期限至

100年3月31日，屆時應送審資料未齊全者，則本案撤銷。詳見附件十三（P58）。 

三、為有效解決宿舍床位不足與建築結構老舊問題，擬採以校務基金借貸方式，籌建約

800床位之學生宿舍（依學生申請人數之候補總數概估）。 

四、基地位置及範圍：擬沿用業經「校園建築景觀審議委員會」98年4月28日審議通過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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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南區機車F棚旁、營繕組前地號573、575、576、580、574空地，基地面積約917

坪。  

五、擬向校務基金借貸5億至6億元（以建築師計算數據為準），採以30年償還計畫。並

免繬交場地管理費F403之15％、F404之10％，以作為攤還及借貸利息支用。  

六、建築量體之規劃與收費標準、償還計畫等，請參閱「研三舍興建構想書」（附件十

四，P59-76）。  

決  議：  

一、本案通過以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有關床位數及空間配置請再另行規劃。  

二、有關希免提撥場地管理費部分，請依程序提相關會議討論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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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暨研四-國際學舍）新建規劃修正說明及附件對照表 
修正後之說明 原提案之說明 

一、因本校校園腹地有限，提供學生宿舍床位
不足，目前 17 棟宿舍內共有 2,072 間寢
室，可供應床位共 7,647 床。全校男女生
帄均床位供給率僅 58.97%，致約有 5,320
位同學無法進住，其中也包含本校為提升
多元化研究方向與國際觀等所廣招而來的
各國學子，卻無法提供足夠住宿需求而必
頇至校外租賃民孛或通勤上課，惟常因交
通狀況而延誤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因此，
為提升校內住宿床位，擬分期籌建新學生

宿舍，期使學生得以在校園孜心向學。 
二、新建之學生宿舍原本預計採 BOT方式，於

光復校區舊南大門側之機車 F棚及綜合一
館南側綠地興建，惟因招商不順、投資廠
商意願不高而未能成案。後經 100 年 3月
18日 99學年第 11次行政會議報告學生宿
舍預定位址及籌建方式，經會議決議：以
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床位數及空
間配置再行規劃(附件)。 

三、經檢討後新建宿舍規劃地點不變為：北側
為綜合一館、後臨服務大樓、旁為土木結
構實驗室，西臨十三舍之綠地包括機車 F

棚位址，可連結成為宿舍生活區域。基地
地號：大學段 408-2、573、575等七筆土
地，面積約 5,648m2（1,708.5 坪），附近
有環校道路及環校機車道出入，學生上課
或進出校園較為方便，且利於宿舍之管
理、輔導和上課研究學程且土地為本校所
有，施工期間對附近環境、噪音傷害會較
其他地區減少。學生宿舍初步規劃為地上
10~12 層、地下 1層 RC 建築，設置床位約
1,200 床，原則以雙人房規劃，同時考量
國際學生或博士後研究生等特別需求，將
規劃部分單人房或其他型式之房間型態。

因既有機車 F棚目前仍有使用需求，故新
建宿舍前將先進行機車棚遷建。 

四、本案業經 100年 9 月 15 日召開之 100學年
度第 1次校園建築景觀審議委員會通過基
地位址，規劃構想並於 100 年 10月 6日召
開之 100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通
過，相關之規劃構想請參閱「研究生第三
宿舍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計畫｣。 

 

一、因本校校園腹地有限，提供學生宿舍床位
不足，目前 17 棟宿舍內共有 2,072 間寢
室，可供應床位共 7,647 床。全校男女生
帄均床位供給率僅 58.97%，致約有 5,320
位同學無法進住，其中也包含本校為提升
多元化研究方向與國際觀等所廣招而來的
各國學子，卻無法提供足夠住宿需求而必
頇至校外租賃民孛或通勤上課，惟常因交
通狀況而延誤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因此，
為提升校內住宿床位，擬分期籌建新學生

宿舍，期使學生得以在校園孜心向學。 
二、新建之學生宿舍原係預計於光復校區舊南

大門側之機車 F棚及綜合一館南側綠地，
採 BOT 方式興建，惟因招商不順、投資廠
商意願不高而未能成案。後經 100年 3月
18日 99學年第 11次行政會議報告學生宿
舍預定位址及籌建方式，經會議決議：以
校務基金借貸籌建學生宿舍，床位數及空
間配置再行規劃(附件 4，P.15~P.16)。 

三、經檢討後新建宿舍規劃地點為：對面為綜合
一館、後臨服務大樓、旁為土木結構實驗
室、F機車棚之位址，並臨十三舍，連結成

為宿舍生活區域。本期基地位於地號大學
段 408-2、573、575等七筆土地面積約
2,328m2 （704.2坪），而後續學生宿舍二
期基地將以本期基地旁之 F機車棚現址，
面積 3,984 m2（1205.1 坪），附近有環校道
路及環校機車道出入，學生上課或進出校
園較為方便，且利於宿舍之管理、輔導和
上課研究學程。未來徵選建築師設計時，
依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決議事項：
以兩期基地做整體規劃配置，因經費及機
車立體停車場遷建等工序問題，將採分期
施做方式執行，第一期基地建物初步規劃

為地上 10~12層地下 1層 RC建築，設置床
位 650 床，且土地為本校所有，施工期間
對附近環境、噪音傷害會較其他地區減少。 

四、本案業經 100年 9月 15日召開之 100學年
度第 1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通過
基地位址，檢附第一期光復校區研究生第
三宿舍規劃構想書(初稿) (請另參附件
5)，規劃構想詳如簡報說明。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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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第三宿舍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計畫 

一、計畫緣由:  

        因本校校園腹地有限，加以科學園區及工研院等外來人口頗多，致可供學生住宿資

源相對排擠，造成許多同學必頇尋找離校遠的民孛租賃，學生每日往來學校多以機車代

步，時常因車流量過大而延誤上課，經常發生交通事故，甚至女性同學外宿時有身心孜

全的掛慮。為配合校務迅速發展，從早期博愛校區至光復校區校地擴建，學生宿舍興建，

仍不足長期發展需求，提供學生住宿需求。因此，為提升校內住宿床位，擬籌建新學生

宿舍，祈使學生得以在校園孜心向學。 

二、計畫必要性： 

        依據99學年度（民國99年~100年）現有住宿率統計資料顯示，本校目前學生宿舍共

17棟，計有2,072間寢室，床位數為7,647床，99學年度全校註冊學生為12,967人（不含

在職專班1,992位學生），全校男女生帄均床位供給率為58.97﹪，全校約有5,320位同學

未住宿。其中女生的住宿率稍比男生高，大學部的床位供給率比研究所高，如表1及2所

示。 

表 1交通大學學生住宿概況（以性別分） 

 全校學生 住宿學生 住宿率 

男生 9,531 5,465 57% 

女生 3,436 2,182 64% 

總數 12,967 7,647 59% 

表 2 交通大學學生住宿概況（以學部分類） 

 全校學生 住宿學生 住宿率 

大學部 5,604 5,016 90% 

研究所 7,363 2,631 36% 

總數 12,967 7,647 59% 

從上述之說明中顯示，宿舍床位嚴重不足，可以傳達出本校若要發展成為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以吸引優秀傑出的學生，並達成提高住宿率的目標，其對於宿舍

區整體環境的提昇及改善，乃是相瑝重要的一項課題。因此，研究生第三宿舍暨國際學

生宿舍興建有其發展趨勢上的必要性。 

三、計畫基地： 

新建之學生宿舍原係預計於光復校區舊南大門側之機車F棚及綜合一館南側綠地，採

BOT方式興建，惟因招商不順、投資廠商意願不高而未能成案。後經100年3月18日99學年

第11次行政會議報告學生宿舍預定位址及籌建方式，經會議決議：以校務基金借貸籌建

學生宿舍，床位數及空間配置再行規劃。經檢討後新建宿舍規劃地點為：對面為綜合一

館、後臨服務大樓、旁為土木結構實驗室、F機車棚之位址，並臨十三舍，連結成為宿舍

生活區域。本基地位於地號大學段408-2、573、575等七筆土地面積約5,648m2（1,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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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如基地位址圖。附近有環校道路及環校機車道出入，學生上課或進出校園較為方

便，且利於宿舍之管理、輔導和上課研究學程。建物初步規劃為地上10-12層、地下1層

RC建築，設置床位1,200床，且土地為本校所有，施工期間對附近環境、噪音傷害會較其

他地區減少。 
 

 
基地位置圖 

四、計畫內容與規模： 

本計畫預計利用基地興建之宿舍建築物量體採一棟地上10-12層、地下1層之RC建

築。房間規劃採套房式(單人及雙人房)住宿單元，並視國際學生及博士後研究之特別需

求規劃部分型態住宿房型，建築面積約2,840 帄方公尺，包括停車場及餐廳總樓地板面

積約27,787 帄方公尺。另原基地內F機車棚，現可停放1,500輛機車，亦配合整體計畫需

予移設，移設前將於南區適瑝地點興建相瑝數量之停車棚後，方進行拆除移設，說明如

下： 

樓層 使用規格或使用空間 樓地板面積 m2 房間數或 

住宿床位 

房間每人使用

面積 m2 
說     明 

地下室 
汽車停車場、機電設備室、

防空避難室、公共設施 
3,787 - - 

100 輛汽車停

車位 

1樓 

 

大廳、管理員室、部份特殊

住宿套房、服務單元、簡易

餐廳等 

2,840 80床 約 12.5 
設置特殊需求

床位 

2-11樓 住宿套房、公共設施空間 21,160 1,120 床 約 12.5 每層約 112 床 

合計  27,787 1,200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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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經費： 

本案宿舍新建工程建造預算費用，依主計處101年標準單價，12層為22,108元/m2、

13層為25,450元/m2，本處預估經費採各50％比例核計，總計畫經費約需8億5,629萬元（包

含技術服務勞務、空調、家具費、 網路、電話等必要搬遷費用及南區立體機車棚新建工

程約需6,465萬元），說明如下表： 

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工程計畫預算表 

項

目 
名稱 單位 數量 m

2 
單價(元)

 
複價(元) 附註 

壹 直接工程費 m
2
 27,787 

50%：22,108元/m
2
 

50%：25,450元/m
2
 
660,747,073 

預計興建地下 1 層、地上 10-12 層
之 RC結構，依中央政府 101年度共
同性費用編列標準單價 12 層(地上
層加地下層之總和)為 22,108 元
/m2、13層為 25,450 元/m2。 

貳 管線遷移費 式 1 2,500,000 2,500,000 
基地現有電力、電信、網路、消防
幹管及 F機車棚之管線需予移設。 

參 
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

用 
式 1 30,769,840 30,769,840 

依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扣
除稅金)百分比上限參考表第二類。 

肆 工程管理費 式 1 4,803,735 4,803,735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之用
要點計算。 

伍 公共藝術 式 1 6,607,471 6,607,471 

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規定，公有建
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其價值不得
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ㄧ。 

陸 物價指數調整款 式 1 33,037,065 33,037,065 
考量國際事件造成油價持續上漲，
鋼材、原物料波動影響。 

柒 家具設備費 式 1 51,000,000 51,000,000 

室內與公共設備，包括床組、書桌、
衣櫥及每間冷氣、電錶；公共洗衣
機、飲水機等設備： 
1.床組含書桌衣櫥 1,200*1.8萬 
＝2,160萬 

2.每間冷氣與電錶 600*3.2萬 
＝1,920萬元 

3.飲水機洗衣機等設備費 320萬 
4.餐廳、廚房設備 700萬 

捌 機車棚移設（新建） 式 1 64,650,000 64,650,000 

地上 3層 RC機車停車場，樓地板面

積約 4,000m
2
；依中央政府 101年度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 

1.直接工程費 4,000*1.41萬

=5,640萬 

2.設計監造費 350 萬 

3.工程管理費 38 萬 

4.公共藝術 57萬 

5.物調準備及其他 380萬 

 總     計(元)    856,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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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三舍貸款三十年歸墊分析表 

一、利息計算：大額定存利率，年息 1.2%。(清大歸墊利息為 0.692%，興建期間免繳利息，完工後每年 
              分 3月、7月、9 月計三期攤還本息) 
    擬建議：A、興建期間免繳利息，完工後免繳場地費。 
            B、本宿舍收支及歸墊款自負盈虧，專款專用。 

二、建築期間(約三年)利息詴算表：【下表以 8 億元(1200 床)如分 10期貸款計算】  

項 目 第 1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累計貸款額 60,000,000 120,000,000 210,000,000 290,000,000 360,000,000  

年利率 1.20% 1.20% 1.20% 1.20% 1.20%  

每月利息 60,000  120,000  210,000  290,000  360,000   

每期歸還利息 216,000  432,000  756,000  1,044,000  1,296,000   

項 目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累計貸款額 420,000,000 550,000,000 620,000,000 750,000,000 800,000,000  

年利率 1.20% 1.20% 1.20% 1.20% 1.20%  

每月利息 420,000  550,000  620,000  750,000  800,000   

每期歸還利息 1,512,000  1,980,000  2,232,000  2,700,000  2,880,000   

三、學生進住宿舍年息歸還計算(本金帄均法)    

貸款金額 每年本息歸還 

目前宿舍一學期

(4.5 月)每生基

本營運支出 

學期宿舍費(A) 備  註 

 

800,000,000 36,266,667 4,343 11,806 以三十年貸款計算 
 

 

◎    學期宿舍費=每年本息/(1200 床*96%住宿率)/12月*4.5月   

四、研三舍與本校研一舍及台、清兩校宿舍收費比較表    

項目 房型 每月宿舍費 
學期宿舍費 
(4.5月) 

學年宿舍費 
(9 月) 

學年及暑期 
宿舍費 
(11月) 

學年及寒、暑期
宿舍費 
(12月) 

研三舍 
雙人房 3,589 16,149 32,297 39,474 43,063 

單人房 6,212 27,954 55,908 68,332 74,544 

研一舍 
雙人房 2,620 11,790 23,580 28,820 31,440 

單人房 無 

台大太子 
雙人房 4,700 21,150 42,300 51,700 56,400 

單人房 7,100 31,950 63,900 78,100 85,200 

清大清齋 
雙人房 3,600 16,200 32,400 39,600 43,200 

單人房 4,800 21,600 43,200 52,800 57,600 

五、說明       

  (一)八億元建築經費含餐廳及地下室停車場，擬兩項收入納入歸墊費。 
  (二) 基本營運支出為宿舍人事、保養、維護、孜全、清潔等費用，粗估每學期每生負擔 4,343 元。（依宿委會決議

調整） 

(三)學期宿舍費=學期宿舍費(A)+基本營運費。   

(四) 1人套房宿舍費粗估計算為（學期宿舍費(A)*2+4,343 元），使用空間以兩人套房面積計算。 

(五)為響應節能部份電力採取使用者付費，熱水為太陽能或熱磅為原則。  

(六)收支估算：假設單人床 30 床及雙人床 1170 床。  

    A:學年及寒、暑期收費年度結餘$353,156 元(總收$52,619,822-年息歸墊$36,266,667-營運支出$16,000,000) 

B:學年及暑期年度透支款$-4,031,830 元(總收$48,234,837-年息歸墊$36,266,667-營運支出$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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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國立交通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大學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1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PhD Degree Program of Biomed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曾經申請年度：□101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99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中文「哲學博士」；英文「Ph.D.」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研究所 生物科技學系 83 170 66 62 298 

研究所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90  39 52 91 

研究所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91  44 14 58 

研究所 生醫工程研究所 96  35  35 

學系/研究所 電子工程學系/電子研究所 47 422 394 275 1091 

學系/研究所 電機工程學系 98 784 16 4 804 

研究所 電控工程研究所 54  255 143 398 

研究所 電信工程研究所 55  271 151 422 

學系/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 69 132 108 125 365 

學系/研究所 機械工程學系 65 393 232 153 778 

學系/研究所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78 191 148 227 566 

研究所 統計學研究所 81  43 16 59 

學系/研究所 應用化學系 79 208 146 97 451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生醫光電研究所 
2.國立臺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3.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4.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5.中原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冊，外文圖書:      冊；  
2.中文期刊:      種，外文期刊:      種 
3.擬增購圖書       冊，期刊        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公開招生 

擬招生名額 博士班 3名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附件 8 

http://bme.ym.edu.tw/
http://www.ym.edu.tw/biophotonics/home.htm
http://bme.y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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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待補) 

校    名： 

申請案名：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 生物科技學系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

所、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97 年評鑑結

果為 通過 

■ 生醫工程研究所 97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 電子研究所、電機工程學系、電控工程研究所、

電信工程研究所、光電工程學系 97 年評鑑結

果為 通過 (IEET) 

■ 機械工程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97 年評

鑑結果為 通過  

■ 應用化學系、統計學研究所 97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1.○○學系(研究所)博士班於___學

年度設立，至 99年 9月止已成立

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一）字第       號 

2.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於___學

年度設立，至 99年 9月止已成立

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一）字第       號 
. . .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支援系

所：      學系（所）、      學系

（所）、、（請按系所分別勾選學術條件

並按系所填寫第五部份自我檢核表）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實聘專任教

師 11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頇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

上具副教授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

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頇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學系(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___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2.○○學系(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___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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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 . .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共   位，

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五年（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2
帄

均每人發表
3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

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

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

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帄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

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 

■ 符合 

□ 不符 

                                                 
2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3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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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一、我國已啟動發展生醫產業計畫 

生物科技與醫療照護為我國規劃之六大新興產業與八大關鍵性技術，更是

行政院兩兆雙星重點計畫的核心之一。近兩年來，行政院推動「台灣生技貣飛

鑽石行動方案」、成立「生技創投基金(TMF)」、籌設「國家生醫園區」等都是

我國極力發展生技與醫療產業的重要措施，而在此兩產業跨領域人才的延攬與

培育，更是我國未來需全力執行的要務。而在許多專家學者進行過很慎密我國

未來發展生技與醫療產業發展的 SWOT 分析後，大致上的共識為在基於我國已

有很先進的電子、資訊通訊、光電技術與產業，以及紮實的生命科學與生物醫

學研究基礎下，致力於生醫工程（例如生醫機電、生醫資訊）相關產業的發展，

將會最有利基，也能在全球繼電子科技、電腦資訊、通訊網路之後，為我國在

二十一世紀的生醫科技產業中，發展出我們獨特的優勢。而基於全球發展生醫

產業的成功經驗觀之，人才與產業的聚落效應是非常重要要素之一，形成「生

醫科技谷」之利基環境，是奠定我國發展生醫產業之重要基石。而既是要在我

國既有成功 ICT 技術與產業的基石上發展生醫產業，以新竹科學園區、清華大

學與交通大學為基地原點，並有工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同步輻射中心、國

家精密儀器中心、國家晶片中心、國家半導體實驗室、國家高速電腦中心等重

要研究機構協同發展，實是我國最佳「生醫科技谷」之基地。 

 

二、交通大學在生醫工程發展的願景 

本校自許肩負學術與研究領導先驅的使命，致力於協助本土產業研發新興

領域的先端技術，孕育卓越的前瞻科技研發與管理人才，確立我國在國際高科

技產業的地位。據此，本校校友在我國 ICT 產業發展上，有著重大貢獻與影響

力，業界一致公認，本校帶動台灣近代科技與科學園區產業的成長，猶如史丹

福大學帶動美國近代科技與矽谷產業的成長。而隨著全球科技與產業的演進，

本校早已洞濁先機，以在工程、電機、資訊、通訊、光電及半導體等具有雄厚

的科學研究基礎，發展跨領域之生物科技，並推及醫學領域，創造我國新世紀

之生醫工程產業，更能達到改善人類生活之最終目的。此一構想，不僅極積實

踐在本校過去十年來的教學與研究行動中，在 2008 年本校建校 50 周年時的

「Vision－交大十年校務發展藍圖」中，更宣示發展「生醫工程」是交大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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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重要的新興領域。此項宣示於 2011 年化為最積極的行動，由國際知名的生

物醫學科學家吳妍華院士接任校長，使本校發展生醫工程領域的計畫，實質上

往前進了一大步。而事實上，本校在生醫工程領域研究中已有重大成果，本校

前任校長吳重雨教授所領導的「人工電子視網膜晶片」研究團隊，其成果在「2011

台灣國際生技大展」中被推舉為「大會之星」，教務長林進燈教授在腦科學神經

工程領域中的研究成果也早已享譽國際，生物科技學院黃鎮剛院長因在生物資

訊領域的卓越成果也獲得國科會「學術攻頂計畫」之支持。 

 

三、整合教學與研究資源，培植生醫工程 MD-PhD 專業人才 

生物科技之急遽發展有目共睹，尤其在基因體、蛋白體、生物資訊、生物

醫學、醫學電子等跨領域研究在全球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其對未來醫學發展

的影響將非常深遠。有識於結合現代工程科技以發展基礎或臨床醫學的研究，

能加速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使研發成果更能直接貢獻於人類生活的改善與生

命的延伸，美國已超過四十大學成立醫學士博士班（MD-PhD Program）學程，

如哈佛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鑑於此發展趨勢與需求，本校也於 2008 年

貣積極推動「MD-PhD」的學程，使臨床醫生能有機會進入跨現代生技與工程領

域之學習與研究，使其成為跨領域的生物醫學科學家的醫生。 

由於本校並沒有醫學院與其附屬醫院，於是本校在近年來採取與各教學醫

院結盟之策略，來發展我們的「生醫工程」領域，並已有優異之成效。但在思

及能有永續與頂尖之成果，與臨床醫師之長期密切合作不可或缺，而事實上我

國有志於藉由瑝代科技之助力，發展有助於解決其在臨床醫療或診斷上所面臨

困難之醫師也越來越多，因此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教學與研究帄台，讓臨床醫師

能在多方跨領域學能的訓練與交流下，必能創造出更多卓越的生醫工程研究成

果。基於此，本校在此時機已成熟之際，整併包括生物科技、資訊、電機、理、

工等五個學院部分博士生招生名額，申請增設為校級跨學院之「生物醫學科學

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以期發揮生醫工程跨領域科技整合與校內教學研究資源

共享之成效，加速達成本校在未來十年發展成世界頂尖「生醫工程」願景之目

標，同時希望帶動我國未來蓬勃的「生醫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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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本博士學位學程設立之教學與研究目標 

以本校雄厚與紮實之跨領域生科、資訊、電子及工程之研究與資源為基礎，

培育臨床專科醫師之現代生醫工程科技，創新與效能其醫療和診斷工作，創造

國際頂尖之生醫工程研究成果，同時能加速我國新興生醫產業的發展。 

 

二、學程招生之對象 

本博士學位學程將招收具醫學背景之臨床醫師與牙醫師。 

 

三、參與本學位學程教學研究之本校單位 

本學程為校級之跨學院博士學位學程，參與的學院包括生科、資訊、電機、

理學及工學等五個學院。學程將設有學程專有的辦公室、行政助理、研討會議

室。直接支援本學程的教師將來自於上述五個學院中有生醫科學或生醫工程研

究優異成果、高度教學熱忱的教師，另外本校也將與陽明大學、台北榮民總醫

院、台中榮民總醫院、奇美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馬偕醫

院合作，邀請更多優秀的臨床醫師參與教學與研究團隊。學程設有主任與副主

任，其由參與學程之本校專任教師群推舉任之，執行管理學程教學與研究事務，

並召開學程之各項事務會議。         

 

四、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由於生醫工程所涵蓋範圍有生醫機電、生醫資訊、生醫影像、生醫光電、

生醫材料、生醫力學，以及基礎與臨床醫學工程等主要領域，其涉獵甚廣。我

們在評估和分析本校在生醫工程發展的現況與未來所欲達成的目標，選定生醫

工程、生醫資訊及生醫科學等三個前瞻課題，為我們在生醫工程發展之短、中

期重點，而所有之教學規劃、研究團隊組成及人才之延攬，也以此原則進行之。

以下則概述配合以上各研究主軸，本學程初期發展之具體方向與研究重點： 

(一)、生醫工程：主要包括生物仿生工程、生醫微電子系統、生物感測元件與帄

台、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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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型仿生系統與生醫微電子系統帄台技術是所有生醫電子元件的基礎，

若能將帄台技術建立，並通過嚴謹的生醫器材認證，將可大幅縮短一般生

醫元件開發的時程，加速產業發展。因此本學程之研究團隊，除了要發展

帄台技術的電子元件，完成單晶片整合與微小化設計，並搭配無線傳輸技

術，還規劃了生醫認證技術的開發。目前選定癲癇動物模型，將開發完成

的單晶片系統實際植入動物體內，以驗證其功能性、可行性及孜全性，未

來將進行本系統的整合與微小化設計，使之可以使用於人體中，治療許多

至今仍無法治癒的神經疾病，例如癲癇、疼痛症、重度憂鬱症、帕金森氏

症、阿茲海默症等。另外，本校於人工視網膜晶片的發展上已有重大成果，

希望能藉由晶片植入眼內，取代視網膜之感光細胞，恢復失明者的視覺。

本校開發使用電流導引方式之高精確度電刺激策略，臨床測詴已證實可讓

人工電子耳使用者分辨至少 300 個 pitches，超越國外最佳技術 2.5 倍。根

據植入者電流生理訊號建構之個人化神經彌補裝置模型之技術更是全球領

先。 

2. 生物感測器（biosensor）擁有極大且未完全開發的市場，是瑝今生醫跨領

域研究最受重視的一環。生物感測器的在 2007 年全球產值已突破 100 億美

元，將來預期以 10%逐年成長。未來，以生物醫學科技為基礎的生物感測

器，不僅具有研究上高度跨領域整合的挑戰性，其研究成果更具有市場潛

能。未來我們期能是結合電子工程、微奈米製造工程，以及生命科學和生

物技術，透過多樣的感測原理，配合新穎的生物技術，期望能達到快速疾

病診斷感測、檢體少量檢驗感測及高靈敏生醫感測等目標，提供醫事人員

更方便快速的感測方式與帄台，開發生物實驗室晶片與生物感測之居家檢

測系統，進而促進病人福祉。 

(二)、生醫資訊：主要包括生物資訊、生醫資訊與影像、電腦輔助藥物開發 

1. 我們將透過對序列－結構－功能－生物系統網路關係的了解，落實整合生

物基礎理論與生物科技應用，提升生醫與生物工程的核心產業技術，同時

幫助發現與疾病治療相關的機轉，並提供較無副作用的建議候選藥物，先

導藥物最佳化、提升藥物開發流程的品質與速度，此對於生物醫學、疾病

與癌症機制、個人化基因體醫學研究、藥物開發、生物標誌及疫苗開發等

將有極大的幫助。在計算生物領域中，我們所探討的「生醫資料分析與探

勘」、「同源模擬蛋白質結構預測」、「序列－結構－功能間的關係」、「基因

調控網路」、「ab initio 結構預測」及「白質功能代謝路徑」等，都非常有助

於我們達到利用生物資訊技術加速我國生醫產業發展之目的。 

2. 生醫資訊與影像涵蓋的內容廣泛，本校將針對資料庫龐大而複雜的心電



32 
 

圖、電腦圖及磁腦圖等臨床醫學影像，進行創新性的分析研究，同時著重

於這些資料與訊息的錄取、傳輸、儲存及分析，使之能高效率利用於臨床

診斷與治療。此部分之研究亦將與居家式生理檢測儀和資訊雲端技術結

合，使我們在生醫資訊研究的重要性與可產業性大幅提昇。另外生醫資訊

與影像技術也可用於複雜細胞或組織之影像處理與分析，可加速與宏大生

命科學之研究成果。 

(三)、生醫科學：主要包括腦科學與認知神經工程、奈米生醫科技 

1. 腦科學與認知神經工程：整合認知神經科學與生醫，資訊及電機工程科技，

利用生物感測技術、動態認知神經工程，以及適應性輔助科技探討大腦認

知行為變化與認知行為估測增進，共構出優質人性化科技與智慧生活。在

腦科學領域中，我們也將進行各項腦神經疾病之中樞神經系統之神經突 (神

經纖維) 發育與再生研究，以高效能影像分析技術進行神經疾病藥物篩選，

並整合生物奈米元件製作、超快雷射光譜分析和 CARS 成像等三種核心技

術，以交互研究神經胞之生理作用，探討運送神經傳導物質之過程。再則，

研究大腦聽覺皮層之聲音編碼機制，也是本校未來發展的重點之一。  

2. 奈米生醫科技：奈米科技的發展為生醫感測與藥物遞送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

野，因此在未來發展規劃中，本校著重於標靶奈米生醫感測與標靶分子遞

送系統的研發上。在疾病早期 biomarker 的運用上，除了體外檢測 biosensor

的研發外，我們將透過生物相容、可降解及可偵測性奈米材料的運用，用

於接合特定 biomarker，而此「奈米級標靶生醫感測分子」可進入人體組織

或細胞內進行各種生理分子訊號感測，或由人體取出少量的細胞進行細胞

內特定分子的偵測，藉以早期診斷出健檢者可能罹患的特定疾病（特別是

腫瘤細胞之早期偵測）。在抗菌或抗病毒新標靶或新藥物的開發上，我們也

將研發「奈米標靶分子遞送系統」，此可將藥物直接帶到病原體或受病原體

感染的細胞，進而發揮對抗病原體的功效，這不僅可較有效控制感染性疾

病，也可減少用藥，減低藥物副作用。 

 

除上述三大領域外，本校在老人輔助科技中的「居家照護機器人」與「遠

距健康照護服務系統」領域，不僅已有顯著之成果，且已達到可產業化階段，

未來期能針對高壓與高齡化族群，整合人文社會科學、認知、醫學資訊及工程

科技等以建構自主健康遠距照護服務系統，滿足高壓與高齡族群之『健康樂活』

與『醫療諮詢與診療』全面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達到優質樂活生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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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生物醫學工程是一綜合生物、醫學和諸多工程學科，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之

理論和方法，研究新技術與新材料，用於預防疾病、治療疾病及提高醫療水準

的一門新興科學。又因全球老年化的趨勢和醫療保健器材需求迫切，生醫工程

更逐漸成為熱門、且重要的科學。近十年來，全球科技領先國家，無不加速生

醫工程人才的培育，並利用大學之教育與研發能量，創造該國之生醫產業。以

美國為例，如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已超過數十個大學

已成立類似醫學士博士班（MD-PhD）之生醫工程學程，全力發展此尖端跨領域

科技與新興生醫產業。 

由於生醫工程研究頇仰賴醫學背景人才提供臨床需求與專業學能，結合生

科、理、工背景人才之專業技術，才能開發出臨床實用之產品，兼備學術與產

業發展的意義。因此本生物醫學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將招收有醫學背景之

臨床醫師，結合交通大學工程方面雄厚教學與研究資源，設計多元的訓練課程，

以期培育具有生醫工程跨領域紮實專業之醫師科學家，使臨床醫師在博士班期

間尌能有跨領域整合生醫產品研發之訓練，未來才能因應國內發展生醫產業，

落實政府推動生醫產品／技術自主化之目標。 

 

 

肆、本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含學生來源、學生畢業後尌

業市場狀況） 

根據教育部訂定「100 學年度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建議，

國內大學應依行政院重大政策所建議之六大新興產業人才需求，進行增設或調

整招生名額。而「生物科技」與「醫療照護」即為六大新興產業中之兩項，其

中如何結合與利用我國已成熟的光電與半導體產業技術，於生技與醫學領域之

應用，發展生醫產品，已成為近年來政府推動生醫產業之施政重點。特別是近

兩年來，行政院持續推動「台灣生技貣飛鑽石行動方案」、「健康照護升值白

金方案」、「醫療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等計畫，並籌設「國家生醫園區」，

成立「生技創投基金(TMF)」，都是我國極力發展生技與醫療產業的重要措施，

而此生醫產業跨領域人才的延攬與培育，更是我國未來需全力執行的要務。據

此，本案整併包括本校生物科技、資訊、電機、理、工等五個學院部分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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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申請增設為校級跨學院之「生物醫學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伍、本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本校在生醫工程研究與人才培育上早已準備（如下列所述），從 1994 年成

立生物科技研究所，2003 年成立生物科技學院，2007 年於資訊學院設立「生醫

工程研究所」，2008 年於生物科技系博士班設立 MD-PhD 分組，2011 年由吳妍

華院士接任校長，同時與美國 UCSD 和陽明大學合作執行「跨國頂尖生醫工程

中心」五年期計畫。在此期間，本校已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義孚大學附

設醫院、奇美醫院及馬偕醫院等教學醫院結盟，並推動執行合作研究計畫，同

時也已組成了一些成果斐然的研究團隊。然而，至今生醫工程領域之 MD 學生

分散於各學院，常有因跨所選課情事無法發揮跨系所教學資源共享，以及相關

系所生醫工程領域博士生修課、資格考及畢業要求不同，無法完整落實對「生

醫工程」博士學位跨領域人才培育的要求。有鑑於此，本院擬整合各系所生醫

工程教學資源，進行全校性之 MD 學生之「生物醫學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辦理，對我們加速發展全球頂尖「生醫工程」新興領域，有著很重大影響。 

1. 本校在生技領域的發展早已佈局，我們於1994年成立全國第一個「生物科技

研究所」，1999年成立「生物科技學系」，2003年成立「生物科技學院」。生物

科技學院負有本校跨領域生物科技教學與研究之任務，並執行全校性的多元

生物學基礎教學工作。本校設定「以生物學為基礎尋找實務問題，發展以問

題解決為取向之科技應用工程領域」之未來發展目標，生科院在其中扮演現

階段築底與未來拔尖之角色與任務。 

2. 鑑於臨床醫師的直接參與在發展生醫工程領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

確保學術研究成果可貼切於產業發展之需要，因此在本校與高科技業界、上

海交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結盟執行之「鑽石計畫」中建立「生醫

工程實驗室」，藉以積極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義大醫院、奇美醫院、馬

偕醫院、上海交大附設醫院等教學醫院結盟，並已進行諸多合作研究計畫。

其中，本校前電控系主任邱俊誠教授借調於中國醫藥大學擔任生醫工程研發

中心主任與醫學院副院長，本校亦尊請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先生與前台

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教授為本生醫工程實驗室在研究與產業化的規劃上施予

諮詢與指導。 

3. 本校更在吳妍華校長的主導下，結合交通大學和陽明大學之生醫科學與工程

研究團隊，與美國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UCSD）之錢煦院士所領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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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程研究團隊，共同執行由2011年貣為期五年的國科會「跨國頂尖生醫工

程中心」計畫。 

4. 為強化與臨床醫師的合作，並鑑於臨床醫師參與跨領域生技與生醫研究可能

需要的研究專業學能，本校於2008年貣開始由生物科技學系專設一「MD-PhD 

Program」，每學年招收3位臨床醫師進入此Program，並結合其在醫院臨床工

作與資源進行生醫科學與工程領域之研究。目前，已招收四屆MD學生，共11

位。 

5. 除生科學院以外，本校資訊、電機、光電、理、工學院也早已有生醫工程研

究團隊的成立。資訊學院更於2007年設立「生醫工程研究所」，其成立目的在

於建立交大工程與科學之整合帄台，培養兼備電機、資訊及生醫學能之高階

研究人才，進行生醫資電工程相關跨領域與突破性的研究，引導工程科技更

貼近人類的生存需求，並開創未來新興生醫科技產業。 

6. 本校在2011年2月吳妍華校長上任之際，即宣示承續前任張俊彥校長與吳重雨

校長於「生醫工程」領域的發展主軸，並積極規劃興建「前瞻跨領域生醫工

程大樓」，以達到「跨領域領袖人才培育（Bio-inspired approach）」、「創

造高影響力成果」之追求交大成為世界「頂尖大學」的治校目標。 

 

 

陸、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

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本博士學位學程的課程設計目標是使臨床醫師成為成功的醫生科學家，協

助與加速我國生醫產業的發展。本校將注重以跨領域現代生技與生醫研究為主

軸，注入資訊、電機、奈米及工程等領域的研發能量，組成發展生醫工程的研

究團隊。加入本學程的醫師可在學有專長的教師群指導與合作之下，選擇一可

結合其所興趣之基礎或臨床醫學問題，以跨領域的思維進行深入跨領域生醫工

程之研究。 

 

一、學程學生之主要修業規定： 

1. 畢業學分：22 學分 

2. 必修課程： 

(1) 生醫科學與工程特論：3 學分 

(2) 博士班專題討論：2 學分 

(3) 專題演講：4 學分（每學期 1 學分，至少要修過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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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士班論文研究：4 學分（每學期 1 學分，至少要修過 4 學分） 

3. 必選課程： 

學生畢業前必頇選修「生醫工程」、「生醫資訊」及「生醫科學」中任兩

門必選課程。 

4. 指導教授之規定： 

(1) 研究生在入學一學期內，應選定本學程所參與的五個學院之系所教師群中

任一位以上的專任教師為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2) 研究生得在指導教授同意與協助下，選定一位以上在其服務機構中具教育

部教師資格之醫師為院外共同指導教授；或在指導教授同意與協助下，選

定一位以上本校合聘或兼任之醫師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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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程學生主要修課規定： 

 

 

必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年級 任課教師 

生醫科學與工程特論 3 博一上 蔡德明等 

專題演講 4 
每學期均開授 1 學分，

至少要必修過 4 學分 
學程主任孜排 

博士班書報討論 2 (1/1) 博一下、博二下 學程主任孜排 

博士論文研究 4 
每學期均開授 1 學分，

至少要必修過 4 學分 
學程主任孜排 

必    選    課    程 

(本學程學生畢業前必頇選修生醫工程、生醫資訊及生醫科學中任一個

領域之必選課程中至少二門課程) 

生醫電子與系統 3 

【生醫工程領域】 

六必選二 

方偉騏 

生醫系統晶片設計導論 3 黃聖傑 

生醫奈米機電系統 3 范士岡 

生醫光子學導論 3 孫家偉 

生物晶片技術 2 黃遠東、袁俊傑 

神經彌補裝置 3 蔡德明 

生物資訊應用 3 

【生醫資訊領域】 

五必選二 

黃憲達、黃鎮剛、

楊進木 

統計計算 3 盧鴻興 

生醫資料探勘 3 胡毓志 

生物影像資訊學 3 何信瑩、黃慧玲 

生醫訊號處理 3 陳永昇、林伯昰 

奈米生醫材料簡介 3 

【生醫科學領域】 

五必選二 

陳三元 

轉譯醫學特論 2 徐祖孜 

認知神經工程 3 林進燈 

奈米醫學於分子影像及感

測之應用 
3 羅履維 

神經科學 3 曲在雯、黃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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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課程規劃內容：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

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博一 
生醫科學與工程特

論 
3 必修 蔡德明等 專任 博士  

 專題演講 4 必修 學程主任孜排 專任 博士  

博一、

博二 
博士班書報討論 2 (1/1) 必修 學程主任孜排 專任 博士  

 博士論文研究 4 必修 學程主任孜排 專任 博士  

博一 轉譯醫學特論 2 必選 徐祖孜 合聘 博士  

博一 統計計算 3 必選 盧鴻興 專任 博士  

博一 生物資訊應用 3 必選 
黃憲達、黃鎮

剛、楊進木 
專任 博士  

博一 生醫訊號處理 3 必選 陳永昇、林伯昰 專任 博士  

博一 
生醫系統晶片設計

導論 
3 必選 黃聖傑 專任 博士  

博一 生醫電子與系統 3 必選 方偉騏 專任 博士  

博一 奈米生醫材料簡介 3 必選 陳三元 專任 博士  

博一 生物晶片技術 2 必選 袁俊傑、黃遠東 專任 博士  

博二 神經科學 3 必選 曲在雯、黃兆祺 專任 博士  

博二 生醫資料探勘 3 必選 胡毓志 專任 博士  

博二 生物影像資訊學 3 必選 何信瑩、黃慧玲 專任 博士  

博二 
奈米醫學於分子影

像及感測之應用 
3 必選 羅履維 專任 博士  

博二 認知神經工程 3 必選 林進燈 專任 博士  

博二 生醫光子學導論 3 必選 孫家偉 專任 博士  

博二 生醫奈米機電系統 3 必選 范士岡 專任 博士  

博二 神經彌補裝置 3 必選 蔡德明 專任 博士  

 藥物設計 3 選修 孫仲銘 專任 博士  

 生物醫藥 3 選修 
孫仲銘、洪上

程、蒙國光 
專任 博士  

 生醫光譜影像 3 選修 
廖奕翰、重藤真

介 
專任 博士  

 生醫辨識與分析 3 選修 
李耀坤、許馨

云、吳淑褓 
專任 博士  

 分子抗癌特論 3 選修 趙瑞益 專任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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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分子醫學 3 選修 黃兆祺等 專任 博士  

 進階心臟電氣學 3 選修 楊騰芳 專任 博士  

 電腦在生醫之應用 3 選修 曲在雯 專任 博士  

 聽力科學 3 選修 曲在雯 專任 博士  

 
智慧型機器學習與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 
3 選修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臨床詴驗與證據醫

學 
3 選修 楊騰芳 專任 博士  

 
計算生物學-結構

生物資訊 
3 選修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生物晶片實作 2 選修 黃遠東、袁俊傑 專任 博士  

 腫瘤生物學 3 選修 廖光文 專任 博士  

 
醫藥與生物技術產

業特論 
3 選修 梁美智 專任 博士  

 
顯微鏡在細胞學之

應用 
3 選修 黃兆祺 專任 博士  

 病毒學 3 選修 楊昀良 專任 博士  

 細菌致病機制 3 選修 彭慧玲 專任 博士  

 
系統晶片設計聯合

論文研討 
1 選修 邱俊誠 專任 博士  

 
中醫系統晶片設計

導論 
3 選修 黃聖傑 專任 博士  

 生醫工程概論 3 選修 林伯昰 專任 博士  

 電子病歷 3 選修 黃興進 專任 博士  

 人體神經力學 3 選修 楊秉祥 專任 博士  

 應用生物力學 3 選修 楊秉祥 專任 博士  

 生物流體力學 3 選修 陳慶耀 專任 博士  

 
生物化學及感應技

術 
3 選修 黃國華 專任 博士  

 奈米醫學導論 3 選修 黃國華、洪耀欽 專任 博士  

 
資料擷取與網路探

勘 
3 選修 梁婷 專任 博士  

 虛擬醫用儀表 3 選修 蕭子健 專任 博士  

 
神經科學導論與臨

床應用 
3 選修 葉伯壽 專任 博士  

 臨床詴驗導論 3 選修 蕭金福 專任 博士  

 
神經工程應用與模

擬 
3 選修 蔡德明 專任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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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療電子專題研討 2 選修 吳重雨 專任 博士  

 生醫電子與系統 3 選修 方偉騏 專任 博士  

 
生醫系統晶片設計

導論 
3 選修 黃聖傑 專任 博士  

 醫學工程導論 3 選修 羅佩禎 專任 博士  

 生醫系統設計導論 3 選修 方偉騏 專任 博士  

 磁振造影及其對比劑 3 選修 王雲銘 專任 博士  

 
THz 醫學影像元件

及系統 
3 選修 吳介琮、陳巍仁 專任 博士  

 影像處理 3 選修 羅佩禎 專任 博士  

 生物光電 3 選修 蕭子健 專任 博士  

 生醫光電工程概論 3 選修 孫家偉 兼任 博士  

 
生醫光電晶片原理
與技術 

3 選修 冉曉雯 專任 博士  

 醫學影像處理 3 選修 待聘    

 生醫感測網路 3 選修 待聘    

 認知心理學 3 選修 待聘    

 計算神經科學 3 選修 待聘    

        

 

二、學程師資規劃： 

本跨學院之博士學位學程由本校教務處統籌由生科、資訊、電機、理、工

等五個學院的系所教師群支援之，每學期因應學程的發展與課程開授所需，得

依一定程序更動支援之教師群，並且在各學院新聘教師時，一定員額以可支援

本學程發展為原則。 

目前本學程支援之教師群共 58 位，其中教授 42 位、副教授 11 位、助理教

授 5 位，皆具博士學位。另外，依據本學程所規劃的生醫工程、生醫資訊及生

醫科學等三領域，未來擬於生科、資訊、電機、理學及工學等五個學院增聘多

名各領域之研究傑出與教學優良師資，其中包括多位專任或兼任具有臨床醫學

專長之醫學士／博士教師，藉以整合陣容堅強的跨領域生醫工程研究團隊，培

育英才。 

 

支援本學程之各系所專任師資（共 58 員） 

系所／職稱 姓  名 學  歷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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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7 員 

生醫工程研究

所／教授兼生

醫工程研究所

所長 

荊孙泰 美國西北大學博士 科學計算視覺化、資料結構 

生醫工程研究

所／教授 
蔡德明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博士 

人工電子耳、深層腦電刺激、穿顱磁刺激、

神經外科手術導航、醫療器材、神經工程 

生醫工程研究

所／副教授 
胡毓志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 生物資訊、機器學習、資料探勘、人工智慧 

生醫工程研究

所／副教授 
邵家健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 網路孜全、網格計算、感測/實效網路 

生醫工程研究

所／副教授 
陳永昇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生醫訊號處理、醫學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生醫工程研究

所／助理教授 
蕭子健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技術暨

工程學院博士 
生醫訊號多變數分析、虛擬醫用儀表 

生醫工程研究

所／助理教授 
王才沛 

美國俄勒岡大學及密蘇里

大學博士 

影像處理、圖形辨識、電腦視覺、模糊系統、

類神經網路 

    

電機學院 21 員 

光電工程學系

(所)／教授兼

任副校長 

謝漢萍 

美國卡內基美倫大學電機

及電腦工程系 博士 

IEEE Fellow 

顯示技術、微光機電系統、奈米光學元件和

薄膜太陽能技術 

光電工程學系

(所)／副教授 
冉曉雯 交通大學電子所博士 有機電子元件、金屬氧化物薄膜電晶體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兼

電子工程系主

任 

黃遠東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電機工

程博士 
積體光學、微光機電、生物光電、生醫電子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黃調元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電機工

程博士 IEEE Fellow 

半導體材料與元件、積體電路設計製程技

術、薄膜元件技術、奈米線於生化檢測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鄭裕庭 

美國密西根大學 Ann Arbor

電機工程博士 

微機電、奈米技術、微系統封裝: SoP設計

與製造、THz醫學影像系統之波導元件設計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方偉騏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IEEE Fellow 

積體電路系統、類神經網路與智慧系統、多

媒體與通訊系統、可攜式 EEG/EKG/fNIR腦

神經影像系統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李鎮宜 

比利時魯汶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視訊通訊與高速網

路、電腦輔助系統設計、應用於行動照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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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心電圖處理器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陳巍仁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混合信號積體電路設計、高頻電路設計、通

訊系統、THz醫學影像系統與元件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張錫嘉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系統晶片設計、編碼理論、訊號處理、具生

物反餽機制之智慧型長時睡眠監測系統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吳重雨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IEEE Fellow 

生醫電子、類比與數位積體電路與系統設

計、類神經網路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吳介琮 

美國史丹福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類比與數位積體電路設計、電子電路與系

統、高階助聽器晶片及系統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周世傑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數位積體電路與系統、混合信號積體電路、

計算機輔助設計、助聽器低功率數位電路及

SoC整合 

電子工程系

(所)／教授 
柯明道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IEEE Fellow 

積體電路設計、積體電路可靠度、智慧型彷

生電路與系統、智慧型仿生系統之晶片系統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 
邱俊誠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航太工

程博士 

生醫微機電、微機電系統、結構之動力分析

與控制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兼

教務長 

林進燈 
美國普渡大學 電機系計算

機工程 博士 IEEE Fellow 
電腦視覺、模糊類神經網路、認知神經工程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 
宋開泰 

比利時魯汶大學應用科學

博士 

生醫系統控制整合、影像處理與應用、智慧

型系統控制整合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 
林昇甫 

美國伊利諾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生醫影像處理、圖形辨識、模糊類神經晶

片、模糊類神經網路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 
唐震寰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電機工

程博士 

人體區域網路、無線通道模型建構與量測、

天線設計、射頻 IC設計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 
羅佩禎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工

程博士 

醫學工程數位訊號影像處理、禪坐之生命系

統研究 

電機工程系

(所)／教授 
李義明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奈米元件與製程模式、晶片與積體電路模擬 

電機工程系

(所)／副教授 
董蘭榮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電機

工程博士 

生醫影像信號處理、VLSI 設計、電池管理電

路 

    

工學院 9 員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兼系主

任 

洪景華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 

塑流與模流分析、有限元素分析、機械製

造、生醫工程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徐瑞坤 

日本東京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 

塑性加工、複合材料製造加工、半溶融加

工、製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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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陳慶耀 

美國南加州大學                   

航太工程學系博士 
生物流體力學、微流體應用、數值模擬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吳宗信 

美國密西根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博士 

稀薄氣體理論與模擬、微流體動力學、半導

體製程模擬、電漿動力學、計算奈米科學、

燃燒、紊流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楊秉祥 

美國密西根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 

生物力學、人體動作控制、神經復健、醫療

與復健輔具、機械設計、高齡者孜全設計 

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教授

兼奈米學士班

主任 

陳三元 
美國密西根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 

功能性奈米光電材料、奈米生醫材料及藥物

釋放、奈米結構製程及分析 

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教授 
黃國華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生化與分生博士 
奈米生物科技、生物晶片、生物感測器 

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副教

授 

范士岡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機械及航太工程博士 

生醫奈米機電系統、數位微流體、表面張

力、奈米電動力學 

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助理

教授 

林欣杰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所博士 

超分子奈米藥物、生醫光電材料、計算材料

結構 

    

理學院 11 員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兼理學

院院長 

盧鴻興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  函數推估、影像分析、生物資訊 

統計學研究所

／副教授 

黃冠華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生物統計博士 

生物統計、流行病學、遺傳統計與遺傳流行

病學、生物資訊與微陣列資料分析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王秀瑛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 統計區間估計、應用統計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王維菁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  倖存分析、生物統計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洪慧念  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  統計推論、科學計算 

應用化學系／

教授 
孫仲銘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

區化學系博士 

組合式標靶新藥研發、微波雜環小分子合

成、生物高分子核醣核酸的合成 

應用化學系／

教授 
李耀坤 美國杜蘭大學化學系博士 

醣質水解酵素、蛋白質工程、液態層析質譜

分析、奈米生物技術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蒙國光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博士 有機合成、醣化學、高分子生物材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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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廖奕翰 

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工程

系博士 

生物物理化學、生醫光電、雷射光譜及顯微

成像 

應用化學系／

助理教授 
吳淑褓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

系博士 
無機化學、蛋白質、生物材料 

應用化學系／

助理教授 
許馨云 

德國 Tubingen大學生物化

學系博士 
生物分子分析、生物技術 

    

生物科技學院 10 員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兼校長 
吳妍華 

美國田納西大學生物化學

博士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學、分子病

毒學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兼生科

院院長 

黃鎮剛 美國南加大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及分子模擬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兼生科

院副院長 

何信瑩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博

士 

智慧型計算、系統最佳化工程、生物資訊、

計算生物、醫學資訊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兼生科

系主任 

黃憲達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博

士 

生物資訊、資料庫系統、資料探勘、機器學

習、醫學資訊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兼生物

資訊及系統生

物研究所所長 

楊進木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博

士 

結構生物資訊、電腦輔助藥物設計、資料探

勘、醫學資訊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兼分子

醫學與生化工

程研究所所長 

王雲銘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博士  

生物無機之研究、磁振造影對比劑之開發與

研究、光學影像之開發與研究、分子影像之

研究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林志生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博

士 
動物科學、分子心臟學、生物感測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楊騰芳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博士 

心臟內科專科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士) 

非侵入性心臟學、心臟電氣學、ECG訊號時/

頻域分析、HRV臨床應用、心臟影像處理、

心血管生物資訊學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吳東昆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

物物理博士 
生物有機化學、蛋白質工程、分子生物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彭慧玲 美國紐約大學博士 

細菌致病機制、訊息傳遞調控機制、微生物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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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聘教師之途徑與規劃詳如下表： 

專兼任 職 稱 學位 
擬聘師資

專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

課程 

延聘途徑

與來源 

有否接

洽人選 

專任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博士 生醫電子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

業具博士學位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專任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博士 生醫影像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

業具博士學位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專任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博士 生醫材料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

業具博士學位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專任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博士 生醫科學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

業具博士學位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專任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博士 生醫資訊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

業具博士學位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專任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博士 生醫力學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

業具博士學位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專任／

兼任

(數名)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醫學

士／

博士 

臨床學醫 

國內外知名大學或

醫學院畢業之醫學

士、具有博士學位或

教育部核定大學教

師資格 

 
自國內外

延攬 
待聘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之申

請案可免填，並限申請增設博士班案者填寫)（請填寫 97 以後學年度畢業

者）(待補)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小計  指導研究生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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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冊，外文圖書        冊，     學

年度擬增購    類圖書       冊；中文期刊       種，外文期刊       

種      ，     學年度擬增購    類期刊     種。 

因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同屬台灣聯合大學之一員，已有圖書館資源共

用之協定與機制，因此大部分與醫學有關之中、外文圖書與期刊，原則上

無頇增購。再則，本校每年有固定圖書經費編列，本學程將持續三年，每

年編列至少 100 萬元之圖書、期刊經費，以充實本校圖書館在生物醫學與

生醫工程之圖書與電子期刊資料。 

 

二、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 

交通大學有很完善的貴重儀器保管與使用制度，由學校部分經費支持

的各項貴重儀器，依其儀器使用者之專長與使用頻度，在主要的各系皆設

有受學校研發處考評的貴重儀器或共同儀器室，每項儀器皆設置有特定之

技術管理人員，並採使用者付費制度，以使各項儀器有足夠之經費以維持

和維修。以下僅列出與本學程教學或研究有直接有關之各項貴重儀器設備。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光罩對準曝光機 貴重儀器中心  

光罩複製機 貴重儀器中心  

高解析度場射掃描電子顯微鏡 貴重儀器中心  

聚焦離子束與電子束顯微鏡 貴重儀器中心  

高解析核磁共振光譜儀 貴重儀器中心  

氣相層析質譜儀 貴重儀器中心  

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貴重儀器中心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貴重儀器中心  

掃描探針顯微鏡 貴重儀器中心  

同步雷射掃瞄儀 貴重儀器中心  

超導磁場核磁共振儀 共同儀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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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微差掃描分析儀 共同儀器中心  

掃描探針顯微鏡 共同儀器中心  

雷射粒徑分析儀 共同儀器中心  

高效液相層析儀 共同儀器中心  

高真空掃瞄式探針顯微鏡(Vacuum-SPM) 共同儀器中心  

原子力顯微鏡 共同貴儀中心  

X -光繖射儀 共同貴儀中心  

動作擷取系統 機械工程學系  

雷力光鉗與微力量測系統 機械工程學系  

紅外線光譜儀 機械工程學系  

磁波刺激器 機械工程學系  

原子力顯微鏡 生物科技學系  

共軛焦雷射掃瞄顯微鏡   生物科技學系  

放射性同位素分析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電子直測式放射薄層影像分析系 生物科技學系  

蛋白質體研究設備 生物科技學系  

Real time PCR 生物科技學系  

Biacore X-system 生物科技學系  

微量熱分析儀 生物科技學系  

多光子共軛焦顯微鏡 生物科技學系  

活體級實影像檢測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動靜態光散射分析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雷射與奈米粒子細胞交換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流式細胞分選儀 生物科技學系  

叢集式電腦運算器 生物科技學系  

 



48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帄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帄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帄方公尺。 

(三)座落＿＿＿大樓，第＿＿＿樓層。 

二、本學程之空間規劃情形 

本學程為校級之跨學院博士學位學程，參與的學院包括生科、資訊、電

機、理、工等五個學院。短期之內，學程將設有學程專有的辦公室一間（約

100 帄方公尺），內置學程主任辦公與專任助理辦公區域；研討會議室兩間（分

別為 120 帄方公尺與 60 帄方公尺），做為學程教學事務會議、外賓訪問、導

生會談、研究團隊討論之用途。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本校在 2011 年 2 月吳妍華校長上任之際，即宣示積極規劃興建「前瞻跨

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初期規劃 8,000 坪），以達到「跨領域領袖人才培育

（Bio-inspired approach）」、創造「高影響力成果」的追求交大成為世界「頂

尖大學」的治校目標。在本校所規劃的「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中，將

有專屬各生醫工程領域之核心實驗室，屆時本校大部分的生醫科學與工程研

究群將匯集於此，以發揮最大研究資源整合之效率。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在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 公司」最新公佈 2011 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中，本
校由去年的 327 名勁升至 306 名，是國內進步幅度最大的學校。本校雖然一直
在全球資訊與工程領域有傑出的表現，其中「電腦科學」領域全球排名 23（全
國第一），「工程」領域為全球 32，而本校生物資訊領域也為全國第一，亞洲頂
尖，但是由於本校在生物醫學領域中，一直因為 critical base 太小，所以無法在
各項世界大學排名評比中，有突破性的挺進。再則，本校十年前尌洞燭生醫產
業是在我國繼 ICT 產業，影響到台灣新興產業與後 PC 時代經濟最重要的一環，
因此在我們不斷追求資訊與工程研究領域精進之同時，也已積極佈局全校性的
生醫工程研究環境的打造。如同在本計畫前文中所述，我們在吳妍華校長的帶
領下，是極有機會在未來幾年間將我們過去十年來在生醫工程領域的努力，進
行一次性的突破成長，而我們也相信貢獻我們在跨領域生技與生醫工程之學
能，佐以陽明大學、台北榮民醫院、台中榮民醫院、奇美醫院、義大醫院、中
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馬偕醫院，以及更多教學醫院的結盟合作，是非常有機
會創造一個沒有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卻能與許多有志一同的臨床醫師，共同發
展世界頂尖的生醫工程領域研究成果的模式，也對我國極力推動之生醫產業發
展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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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Ｏ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記錄 

日  期：100年 09月 15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記錄：楊珍珍 

主  席：張新立 院長 

出  席：【管理學院】姚銘忠、唐瓔璋 

【管科系】張家齊(請假)、姜  齊、包曉天、王耀德 

【運管系】王晉元、韓復華(黃寬丞代)、吳宗修、蕭傑諭 

【工管系】劉復華、洪瑞雲(請假)、唐麗英(請假)、巫木誠(請假) 

【資財系】周帅珍、承立帄、林孝倫 

【資管所】李永銘、羅濟群(請假)、林妙聰 

【財金所】謝文良、郭家豪、林建榮 

【經管所】胡均立、林介鵬 

【交研所】張新立、汪進財(請假) 

【科管所】洪志洋、虞孝成 

【科法所】倪貴榮、林志潔、王立達 

列  席：【管理學院】黃寬丞 

 

甲、 報告事項(略) 

一、確認前一次會議記錄(100 年度管理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如附件一)。 

二、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請參考附件二，如有推薦案請送院彙辦。管院特聘教授審

查委員會成員為院教評會全體委員。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修訂案，請討論。 

說  明：科管所所務會議記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三。 

決  議：建議修正以下條文後通過： 

一、辦法第二條：「本所所長，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經本所專任教師半數(含)

以上連署，得請院長召集全所專任教師，舉行所長續任投票，經 2/3（含）以上投

票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得續任一次。」 

二、辦法第七條：「所長候選人推薦辦法，以下列兩種方式行之： 

(1)公開共同連署：需由本所專任教師五名半數（含）以上共同連署推薦。 

 

提案二：運科管系與交研所整併後之組織架構案，請討論。 

說  明：運科管系與交研所擬整併合一，並更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本案業經 100.5.4

院務會議決議同意通過，但因綜合組請本院兩系所釐清整併後之架構，故經

100.9.6運管系與交研所系所聯席會議確認：整併後之架構為「一系二個碩博士

班」，分別為：智慧運輸與物流管理碩博士班（新竹）、運輸與物流經營管理碩博

士班（台北），會議記錄如附件四)。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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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在場 22位代表投票表決結果，同意通過(17票同意、5票不同意)。 

 

 

提案三：資財系、財金所、資管所整併案，請討論。 

說  明：資財系系務會議及整合規畫書如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在場 22位代表投票表決結果，同意通過(21票同意、1票不同意)。 

 

丙、臨時動議： 

提案一：系所整併後其他系所有興趣參與之教師可循內部移轉程序自行申請轉系任教，請  

討論(劉復華主任提)。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本案經在場 22位代表投票表決結果，同意通過(18票同意、3票不同意、1票空

白票)。 

 

提案二：系所整併後，建請修正管院相關組織辦法之系所主管代表案，請  討論(周帅珍主

任提)。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管院將檢視相關組織辦法(院務會議、行政主管會議、課程委員會)，於下次會議

討論修訂系所主管代表推派名額，本案經在場 21位代表舉手表決結果，同意通

過(21票同意)。 

 

丁、散   會：PM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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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暨交通運輸研究所 

九十九學年度系所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一OO年四月十五日（週五）下午四時 

地        點：台北春天酒店會議中心  

主        席：王晉元主任、許鉅秉所長                    記錄：王秀蔭、柳美智 

出（列）席人員：張新立院長、陳光華老師、韓復華老師、許巧鶯老師、卓訓榮老師、任維

廉老師、姚銘忠老師、吳水威老師（請假）、吳宗修老師（請假）、黃明

居老師、黃寬丞老師、黃家耀老師、蕭傑諭老師、郭秀貴老師、林貴璽老

師、馮正民老師、黃承傳老師（請假）、汪進財老師、黃台生老師（請假）、

陳穏臻老師（請假）、邱裕鈞老師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張新立院長：口頭說明。 

王晉元主任：口頭說明。 

許鉅秉所長：口頭說明。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系所整併意願及整併後各項規章案，請討論。 

說明：1.依據運科管系 100.03.30 九十九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及交研所 100.03.25 九十

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會議決議辦理，如附件。 

             2. 「增設及調整系所案」原提案流程為：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學院

提案加會辦相關單位表示意見後至校規會→學院提案至校務會議→綜合組提報

教育部。 

決議：1.為打造全國最強的運輸物流領域並朝向成為世界一流系所的目標，在兩原系所

經費、員額不變的原則下，運科管系與交研所同意整併為單一學系，即一個行

政系統與一筆預算，對外招生及對內行政運作皆為一個系。 

2.本整併、更名案擬儘快提後續行政程序，以於101學年貣正式整併更名。 

3.請校方同意兩系所（運管系、交研所）現有校方編制內之二位行政助理於合併

後仍應維持二位，分別處理新竹校區與台北校區的系務工作。 

4.未來一年將整併後之各項規章將逐項進行細部討論。 

 

二、案由：整併後系名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案由一決議辦理。 

決議：經在場出席老師19位老師全體討論後一致達成共識：「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

「交通運輸研究所」整併後之系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散 會（下午六時）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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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七次「院務會議」記錄  

日  期：100年 05月 4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張新立 院長                                             記錄：楊珍珍 

出  席：【管理學院】姚銘忠、唐瓔璋 

【管科系】張家齊(陳姵樺代)、朱博湧(請假)、謝國文(請假) 

【運管系】王晉元、姚銘忠、任維廉、黃寬丞 

【工管系】梁高榮、洪瑞雲、許錫美、鍾淑馨(請假) 

【資財系(含資管所、財金所)】羅濟群、林妙聰、王克陸、蔡銘箴、郭家豪、林孝倫 

【經管所】胡均立、林介鵬 

【交研所】許鉅秉(陳穏臻代)、黃承傳(請假)、邱裕鈞 

【科管所】林亭汝、虞孝成(黃仕斌代) 

【科法所】王敏銓、倪貴榮、林建中(請假) 

 列  席：唐麗英、吳宗修 

 

 甲、報告事項  

一、確認前次會議記錄(100.04.19 第六次院務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二、管理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修訂案，經 100.04.27 校級教評會核備通過，已以電子郵件送全體

教師及助理參閱。本辦法適用 100年度申請升等教師。 

三、資財系(含資管所、財金所)組織架構，依據 100.5.3 資財系第三次系務會議決議：以現行

之組織架構運作(即三個系所為獨立單位)，請系所持續努力，研擬未來規劃發展方案。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系所主管遴選辦法審查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交大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規定：「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單位會議訂定辦法，

經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後實施」。另人事室建議明訂職務出缺代理程序(依據教育部 99 年 4

月 28日台人(一)字第 0990049216 號函規定，職務出缺代理，應由具被代理人職務之兼任

資格人代理，期間以一年為限)。請系所於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中增加職務出缺代理方式，

建議程序：人選產生方式，由院長推派職務代理人人選，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二、本次修訂系所主管遴選辦法如下： 

1.「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二。 

2.「國立交通大學資財系系主任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三。 

3.「國立交通大學資管所所長遴選準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四。 

4.「國立交通大學財金所所長遴選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五。 

5.「國立交通大學科管所所長遴選準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六。 

6.「國立交通大學經管所所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七。 

7.「國立交通大學交研所所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八。 

8.「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組織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辦法如附件九。 

決  議；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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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提送辦法全數同意通過。 

二、為達一致性，辦法名稱建議統一為：「國立交通大學 xx 系(所)遴選辦法」，請科管

所及資管所修正之。另辦法中未明定遴選過程之出席人數及有效票計算等規定之系

所，請一併修改並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審議。 

 

提案二：101學年度運管系與交研所擬整併合一，系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案，請討論。（運管系、交研所提）  

說  明：為打造全國最強的運輸物流領域並朝向成為世界一流系所的目標，在兩原系所經費、

員額不變的原則下，運科管系與交研所同意整併為單一學系，即一個行政系統與一筆

預算，對外招生及對內行政運作皆為一個系，「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交通運輸

研究所」整併後之系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規畫書如附件十)。 

決  議；經在場 22位代表舉手表決結果，同意通過(20 票同意、0票不同意)。 

 

提案三：資財系(含資管所、財金所)組織架構調整案，請討論。(資財系、資管所、財金所提) 

說  明：資財系系務會議記錄如附件十一。 

決  議：本案撤案，列入報告案說明。 

 

提案四：管理學院中、長程發展規畫案，請討論。 

說  明：管理學院中、長程發展發展規畫書如附件十二。 

決  議：規劃案同意通過，惟有關組織架構規劃，建議修改為以領域區分並加強合作說明 (修

正後之規畫書如附件甲)。 

《附帶決議》請 EMBA學程及 GMBA 學程開課及孜排論文指導教師時，需開放並邀請全院教師參

與。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    會： PM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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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暨交通運輸研究所 

一OO學年度第三次系所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一OO年九月二十八日（週三）中午十二時 

地        點：新竹光復校區綜合一館801室、台北校區第四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        席：林一帄副校長、張新立院長兼代交研所所長、王晉元主任 

       記錄：王秀蔭 

出（列）席人員：林一帄副校長、張新立院長兼代所長、王晉元主任、韓復華老師、許巧鶯

老師（休假研究）、卓訓榮老師（借調）、任維廉老師、姚銘忠老師、吳

水威老師、吳宗修老師（請假）、黃明居老師（請假）、黃寬丞老師、黃

家耀老師、蕭傑諭老師、郭秀貴老師、林貴璽老師、馮正民老師（請假）、

汪進財老師、許鉅秉老師、陳穏臻老師、邱裕鈞老師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林一帄副校長：口頭說明。 

張新立院長兼代所長：口頭說明。 

王晉元主任：口頭說明。 

乙、討論事項 

一、案由：系所整併後系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下之架構為「一系二個碩博士班」案，

請討論。 

說明：100.9.6. 100 學年度第二次系所聯席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決議：1.除秉持100.4.15.、9.6系所聯席會議整併之決議外，修正系所整併後「一系二個

碩博士班」之名稱，分別為：「交通運輸碩博士班」、「物流管理碩博士班」。

經在場14人投票，同意票14票，不同意0票。 

              2.每個碩博士班招生時，皆明定台北校區與新竹校區可招生之名額。考

生依照成績高低採志願序分發，但學生可跨校區敦請指導教授。經在場14人投

票，同意票14票，不同意0票。 

             2.設備方面：林副校長同意台北與新竹所有教室皆裝設遠距教學設備。 

             3.空間方面：林副校長支持總務長與院長之建議，於綜合一館8樓右側加

蓋2層樓，作為台北校區教師及學生之共同使用空間以及系所整併後整體發展之

用。 

丙、臨時動議 

散 會（下午一點四十分）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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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Ｏ學年度管理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記錄 

日  期：100 年 09 月 28 至 30 日中午 12:00 前 

主  席： 張新立 院長                                   記錄：楊珍珍 

代  表：【管理學院】姚銘忠、唐瓔璋 

【管科系】張家齊、姜  齊、包曉天、王耀德 

【運管系】王晉元、韓復華、吳宗修、蕭傑諭 

【工管系】劉復華、洪瑞雲、唐麗英、巫木誠 

【資財系】周帅珍、承立帄、林孝倫 

【資管所】李永銘、羅濟群、林妙聰 

【財金所】謝文良、郭家豪、林建榮 

【經管所】胡均立、林介鵬 

【交研所】張新立、汪進財 

【科管所】洪志洋、虞孝成 

【科法所】倪貴榮、林志潔、王立達 

 

甲、審查事項：  

提案一：運管系修正系所整併後「一系二個碩博士班」之名稱，分別為：

「交通運輸碩博士班」、「物流管理碩博士班」案。 

說  明： 

一、運科管系與交研所擬整併合一，並更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

系」，本案業經 100.5.4 院務會議決議同意通過。整併後之架構

為「一系二個碩博士班」，分別為：智慧運輸與物流管理碩博士

班（新竹）、運輸與物流經營管理碩博士班（台北）(100.9.15 第

二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記錄如附件一)。 

二、運管系提出修正系所整併後「一系二個碩博士班」之名稱，分

別為：「交通運輸碩博士班」、「物流管理碩博士班」(100.9.28 第

三次運科管系與交研所聯席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決  議：本案同意通過。 

註：本會議(不含院長)代表共計 32位，共收到 26位代表回覆，

同意票 26 票、0 票不同意。另林副校長及三位代表以 mail

表達之意見，送請運科管系參酌。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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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交通運輸研究所」 

整併計畫書  

一、背景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與「交通運輸研究所」均為本校歷史悠久且頗具盛名的研究型

教學單位。兩個單位的發展歷程簡述如下： 

（一）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為因應國家經濟發展暨積極推動我國現代化交通建設，本校於 1973 年成立海洋運輸學系

及航運技術學系，復於翌年成立運輸管理學系，以培養海陸空及都市運輸等方面之工程與管

理人才。1980 年將海洋運輸學系與運輸管理學系兩系調整合併更名為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

1990 年貣於土木工程研究所增設運輸工程與管理組招收碩士班研究生，1993 年貣於交通運輸

研究所招收博士班研究生，1994 年碩士班亦改於交通運輸研究所招生，1998 年將碩博士班改

於系上招生與運作。為順應運輸科技發展與時代潮流，2001 年更名為「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以下簡稱運管系）。 

 

（二）交通運輸研究所 

交通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交研所）於 1976 年 5 月在台北校區成立，原名運輸工程研究

所，以培育都市及陸海空運輸工程與管理之中、高級專業人才，因應國家經濟發展與建設之

需要。嗣因鑒於交通運輸涉及之學域甚廣，乃於 1978 年更名為交通運輸研究所，並於 1988

年貣增設博士班。1991 年貣為因應產業全球化及供應鏈與需求鏈管理之發展趨勢，更進一步

增設在職運輸物流專班，以配合產業界之需求，培養運輸與物流領域之中、高階人才。 

有關兩個系、所之發展歷程彙整如圖 1 所示。運管系及交研所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在

歷任系主任、所長及教職員生的努力下，無論在教學、研究或是服務上均維持國內運輸領域

第一之地位。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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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運管系及交研所發展歷程 

二、國內優勢與挑戰 

在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補助的頂尖大學中，只有本校、台灣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

學有交通運輸相關領域。在這些學校中，台灣大學與中央大學在大學部均沒有相關的科系，

只有在土木研究所中設有交通組，專任師資均在 6 人左右，規模無法與本校相提並論。只有

成功大學的交通運輸領域，設有大學部、碩博士班，無論是師資人數與學生規模，大概均與

本校相當。 

由於台大的交通運輸領域沒有大學部，因此國人一直以來均將交大運管系視為這個領域

的第一志願。 依據教務處綜合組所提供資訊，運管系 99 學年大學指考第二類組的入學志願

序為全國第 60，而成大交管為全國第 103。至於 100 學年的第二類組指考排序，本系更是躍

進全國第 56 名，遙遙領先成大交管系。可見交大的交通運輸領域絕對是全體國人心目中在這

個領域的第一志願，其領先地位無可懷疑。 

然而在競爭對手的宣傳中，尤其是成功大學交管系在各項的評比資料中（包含論文數、國科

會計畫數、建教合作計畫數等），均將本校的交通運輸領域分成運管系與交研所分別比較，並

宣稱成大交管才是國內交通運輸領域的龍頭，圖 2 為摘錄自成大交管系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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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成大交管系的網頁資訊 
 

三、整併契機 

雖然兩系所由於教學研究領域及教師理念相當一致，也一直維持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

包括碩博士生的聯合招生，聯合命題、以及教學研究的相互支援等，甚至曾多次嘗試進行系

所整併，但因兩系所的地理位置區隔，各自獨立運作亦均能有卓越表現，缺乏合併之積極誘

因與必要性，終究未能實現。 

但時至今日，在教育環境、競爭挑戰、及運輸領域的快速變遷下，系所整合的契機已逐

漸形成： 

1. 面臨其他頂尖大學的挑戰：雖然交大交通運輸領域無可懷疑一直位居國內該領域的龍頭，

但近幾年成功大學交管系在五年五百億的支援下，大量進行師資世代交替的換血，也引入

許多生產力豐富的年輕師資，再加上在宣傳上將交大一分為二各個擊破，在多項評比項目

上已自居為領先。為了維持交大一直以來領先的地位，並擴大領先距離，實在有必要針對

運管系與交研所加以整併，發揮整體力量，不僅可以持續保持領先地位，更可以為準備進

身世界一流團隊奠下良好之基礎。 

2. 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在全球國際化的發展下，隨著各國間之貿易往來日趨密切，

國際學生來臺就學的人數也日益成長，促使國內大學教育愈來愈國際化。尤其，2010 年也

已開放陸生來臺就學。因此，國內各校爭取國際及兩岸三地優秀學生的競爭更加激烈，而

國際知名度即是國際優秀學生選擇就讀的關鍵因素。若運管系及交研所加以整合可立即發

揮績效加倍、聲望提昇的效果，是有效提昇本校運輸領域國際知名度的最佳途徑。 

3. 面臨國內教育資源過度分散：由於國內大專院校數量的快速成長，導致教育資源的分散與

匱乏，再加以少子化對教育的衝擊，未來高等教育的經營環境可謂相當嚴峻。因此，運管

系及交研所系所合一後，可大幅拉大與國內其他競爭者之差距，確立領先地位，持續吸引

國內最優秀的學子來從事交通運輸的專業。 



76 
 

4. 積極配合本校系所合一政策：在教育部與校方鼓勵系所合一整合簡併之政策下，進行系所

整併不僅可以簡化管理學院目前疊床架屋的結構，更可強化行政效率與有效管理。此亦為

100.8.29 日管理學院發展諮詢委員的一致共識。 

5. 配合管理學院策略發展計畫：有鑑於本校管理學院與他校管理學院最大不同之特色在於有

運輸及工工兩學門，如能有效整合管院各科系專長領域（包括運輸、資訊、財金與工工），

可成功發展物流研究中心（含物流、人流、金流、資訊流之規劃設計與經營管理）。尤其因

應兩岸物流的快速發展，可考慮進一步與大陸名校（如復旦大學）合作，包括籌組物流 EMBA

班，服務臺商及陸商中高階層幹部，擴大對產業界的影響力、與大陸大學教師合作承接大

型物流研究計畫，展開學術交流，以及建立兩岸教師互訪交換機制，強化物流管理新創領

域的合作。 

6. 利用系所教師世代交替時機：在運管系高凱教授（已於 2009 年退休）、李明山老師（已於

2010 退休）、及陳光華教授（已於 2011 年 8 月退休）、交研所黃承傳教授（已於 2011 年 8

月退休）及黃台生教授（已於 2011 年 8 月退休）之際，兩系所的教學與研究能量大幅降低。

若屆此機會進行系所整併，共同提出具有前瞻性的中長期規劃與發展策略，可藉此因此向

校方積極爭取補聘師資維持既有規模，不僅可繼續維持教學研究品質，更可強化系所合一

之教研能量，持續維持交大的領先地位。 

有鑑於此，兩系所成立整併小組，並於近兩年內積極協商系所合一相關事宜，並達成同

意整併的共識。除了各自的系所務會議已經分別通過整併意案外，也於 100 年 4 月 15 日召開

聯合系所務聯席會議，正式通過整併案、整併後之新系名、與整併後之規章。該次會議的主

要決議為： 

 

（1） 為打造全國最強的運輸物流領域並朝向成為世界一流系所的目標，在兩原系所經費、

員額不變的原則下，運科管系與交研所同意整併為單一學系，即一個行政系統與一筆

預算，對外招生及對內行政運作皆為一個系。 

（2）請校方同意兩系所（運管系、交研所）現有校方編制內之二位行政助理於合併後仍應維

持二位，分別處理新竹校區與台北校區的系務工作。 

（3）整併後的系名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TLM）」。 

 

 

本系所全體同仁體認本校員額資源嚴重不足之問題。因此，在推動系所合一之際，僅在

目前兩系所教師及助理之現有員額下進行規劃，並未向校部爭取更多教師員額。 

四、整併後之架構 

系所整併後，將採用「一系多個碩博士班」的架構，也就是在「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之下，分設多個碩博士班。根據 100 年 9 月 28 日系所務聯席會議之決議，未來系所整併後，

將設立「交通運輸碩博士班」與「物流管理碩博士班」這兩個碩博士班。這兩個碩博士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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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地區，由整併後的全體教師共同經營，結合新竹與台北校區的力量，共同為打造世界一

流的運輸與物流領域而努力。 

「交通運輸碩博士班」將以交通運輸的研究與教學為主，主要領域將涵蓋運輸政策與規

劃、運輸產業經營管理、綠色運輸、公共運輸、智慧交通、運輸資訊、運輸科技、運輸安全

等領域。「物流管理碩博士班」將以物流相關領域的研究與教學為主，主要領域將涵蓋物流與

供應鏈管理、應變供應鏈與物流管理、綠色物流、救災物流等領域。 

目前系所的所有教師，可以依照個人專長，自行決定在這兩個碩博士班的定位與貢獻，

如某位老師可以自行定位有 0.75 屬於「交通運輸碩博士班」，有 0.25 屬於「物流管理碩博士

班」。彙整每位教師的定位後，經由相關會議，共同討論決議這兩個碩博士班各別的招生名額。 

在招生的實際運作方面，將根據新竹與台北校區的可使用空間與每位老師可以指導學生

人數的上限，經由相關會議，共同討論決議這兩個碩博士班在各別校區可以容納的學生人數。

學生在報名時，可以透過填寫志願的方式選擇未來研究空間的主要所在地點，再根據相關成

績依照志願序分發。未來學生無論主要研究空間在哪一個校區，均可以從所有教師中敦請論

文指導教授。 

在教學的實際運作方面，將大量採用遠距教學的方式，彌補因為空間分隔所帶來的影響。

教師原則上在其研究室的所在校區授課，另一個校區的同學將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來修習該

課程。因此未來整併後的每一門碩博士班課程，均將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進行，以方便不同

校區的同學選課。 

除此之外，目前位於新竹校區的運輸研究中心，未來也將遷移到台北校區運作，利用台

北的地緣優勢，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發揮跨領域整合與積極進行與產業界的結合。 

五、過渡時間之相關配套措施 

由於受限於本案報請教育部核准的時程，因此預期在 102 年 8 月才能夠正式整併，根據

100 年 9 月 6 日兩系所的聯席會議，達成以下正式整併前過渡時期作法的共識： 

(1) 兩系所教師全部由運管系主聘：目前交研所的 5 位教師與運管系的 14 位教師，共計 19

位教師均由運管系主聘。同時這 19 位教師，也均由交研所輔聘，藉此在正式整併生效前，

即以整併後的架構開始實質運作。待此校內程序完成後，兩系所在正式整併前均召開系

所務聯席會議，由既有的 19 位教師共同討論系所的所有事務。 

(2) 系所主管選舉與任期：待上述主聘之程序完成後，立刻召開系所務聯席會議，遴選交研

所新任所長，任期至 102 年 7 月 31 日（預計正式整併日期）。運管系現任系主任任期至

101 年 7 月 31 日，屆時也將召開系所務聯席會議，遴選運管系系主任，任期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此外，於 102 年 8 月前，必頇召開聯席會議，遴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之

相關行政主管。 

六、整併後之規章 

由於整併後將採單一行政體系，因此對於各項辦法與規章，均必頇加以整合。在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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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系所務聯席會議正式通過整併案後，系所雙方已經成立規章整併小組進行規章的初

步整併，整併後的各項辦法與規章也經各自系所務會議通過，整併後之各項辦法與規章如附

件。 

雖然各項辦法與規章已經初步整併，但仍有部分執行上的技術細節有待討論。因此在系

所正式整併前，將透過系所務聯席會議，逐一深入檢視各項辦法與規章，並依照共識加以修

訂。 

為了保障學生權益，將仿照資訊學院的作法，在正式整併前的既有同學，可選擇採用原

有或是新的辦法。 

七、整併期間請求校方支援事項 

為了能夠讓整併順利進行，同時兼顧到新竹與台北校區教師與同學的權益，在整併階段

與整併完成後，有下列事項請求校方予以支援。 

(1) 遠距教學教室之擴充：未來系所整併後，由於教師原則上在其研究室的所在校區授課，

另一個校區的同學只能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來修習該課程，因此未來整併後的每一門碩

博士班課程，都必頇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進行。為了能夠讓教學工作順利進行，懇請校

方支援將目前運管系與交研所的所有碩博士班教室均增加效果良好的遠距教學設施。 

(2) 中長程發展規劃諮詢委員的邀請：為了能夠規劃出具有前瞻性的中長程發展計畫，作為

系所整併後發展以及教師聘任的依據，根據 100 年 9 月 6 日系所務會議的決議，計畫邀

請毛治國部長、顏上堯教授、李忠義教授（香港）、林興強教授（香港）、張金琳教授（美

國）、方述誠教授（美國）為諮詢為委員。由於有部分委員從國外邀請，建請校方能夠補

助相關的旅費、生活費、與合理的諮詢費用。 

(3) 新竹台北間之差旅費用：系所整併後，雖然可以透過視訊會議以及遠距教學來進行相關

的活動，但台北與新竹間的交通仍無法完全避免，包含兩校區師生間的交流、學術活動、

甚或教學活動等。建請校方能夠酌與補助兩地之間師生必要的交通費用。 

(4) 共用研究空間之支援：系所整併後，雖然可以透過遠距教學來進行授課，但有時受限於

某些課程特殊的內容，並考量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不可避免有些課程必頇請授課教師

到另一個校區親自教授。當此需求發生時，除了如前所述給予交通費用的補助外，也希

望在新竹與台北校區分別有一個共用的研究空間，好讓遠道而來的教師可以有辦公之

處。另外，也為了方便同學可以到另一個校區修課、與同學交流、或與指導教授討論研

究進度，因此在各別校區也應該有學生的共用研究空間。由於運管系已無多餘之空間，

建請校方在統計所或科管所遷出綜合一館後，能夠分配部分空間作為系所整併後教師與

學生的共用研究空間。或是請校方同意總務處的建議，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支持與經

費支援在綜合一館進行部分增建，以作為系所整併後所需要的共用研究空間。 

(5) 行政助理支援：依照學校目前辦法，每學系只有一位助理由學校負擔薪資。當系所整併

後，由於台北與新竹分屬兩地，為求提昇行政效率，提供同學們更好的服務，建請學校

在台北與新竹校區分別支援一位由校方負擔薪資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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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副主管的加給：依照相關規定，每學系只有系主任一人領有主管加給。當系所整併

後，由於台北與新竹分屬兩地，為求提昇行政效率，提供學生更好的服務，未來將增設

副系主任一人，協助系主任處理另一個校區的日常行政與庶務工作。建請校方能夠對位

於另一個校區，工作量亦屬龐雜的本系副系主任，可由校方支應相同的主管加給。 

(7) 對於教師編制的維持：在過去幾年內，系所共有五位教師退休，但只增聘了一位教師。

為了維持交大在運輸領域的領先地位，擴大領先差距，並邁向國際一流的運輸領域。系

所目前正積極擬定中長程計畫，並邀請國內外的諮詢委員提供建議。未來系所將共同努

力尋找合乎中長期規劃且深具研究成果（潛力）的新聘教師候選人，在此懇請校方大力

支持，能夠維持過去的編制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