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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11月 2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執行秘書：陳信宏副校長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兼教務長、陳俊勳副校長兼總務長、張翼代理研發長(溫

瓌岸副研發長代)、黃美鈴學務長(柯富祥副學務長代)、裘性天主任秘

書、林寶樹主任、李耀坤院長、杭學鳴院長、曾煜棋院長、韋光華院長

(黃烱憲副院長代)、陳俊勳代理院長、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

張維安院長、許根玉院長、張翼院長(許恒通副教授代)、陳鄰安委員、

翁志文委員、高文芳委員、戴亞翔委員、陳科宏委員、李佩雯委員、劉

柏村委員、黃經堯委員、王蒞君委員、袁賢銘委員、莊榮宏委員、曾建

超委員(陳穎平教授代)、金大仁委員、陳智委員、林宏洲委員、唐麗英

委員、張靄珠委員、劉奕蘭委員、趙瑞益委員、王雲銘委員、簡美玲委

員、林建中委員、倪貴榮委員、廖威彰委員(詹益欣助理教授代)、陳明

璋委員、黃孝宏委員、黃吏玄委員 

請  假：張翼副校長、周世傑國際長、鐘育志院長、蘇育德主任委員、劉尚志院

長、李威儀委員、洪景華委員、王晉元委員、黃興進委員、魏玓委員 

缺  席：李峻德委員、楊承翰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黃世昌主任委員(沈煥翔組長代)、人事室

蘇義泰主任、主計室楊淑蘭主任、綜合組張漢卿組長、大數據研究中心

籌備處盧鴻興主任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4年 5月 14日 103學年度第 4次校

務規劃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7)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報告： 

(一)業於 104年 3月 11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

工作小組會議，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2，P.8~P.10)，重要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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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如下： 

1、本小組主任委員於每學年第 1 次會議中提案推選之，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2、有關本校光復校區機車 D棚頂棚增建案，本案原則通過，並請 

依委員意見確實檢討修正。 

(二)業於 104年 9月 30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 1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

工作小組會議，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3，P.11~P.12 )，重要決議

報告如下： 

1、本小組 104學年度主任委員，經投票後，由黃世昌委員當選。 

2、本小組電機學院代表委員改由李育民副教授代表。 

3、本校「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前經 104年 3月 11日 103 學年 

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經 104 年

4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三)業於 104年 9月 3日至 9月 10日及 104年 10月 27日至 10月 30

日辦理 104學年度第 1次(附件 4，P.13~P.16 )及第 2次(附件 5，

P.17~P.18 )通訊審查完竣，通過單位所提懸掛帆布廣告案如下： 

1、藝文中心懸掛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藝文活動廣告布幔於活動中

心外牆、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大門旁外牆及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

處，懸掛時間 103 年 9月 13日至 105年 2月 14日。 

2、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於 104年 11月 1日至 105年 1

月 31日懸掛招生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C面)，依規定屬

系級活動宣傳計收費 5,000元。 

四、其他報告 

(一)秘書室報告 

104年 9月 9日校長與資訊學院教師座談，座談中院內教師所提建

議與校務規劃相關，爰提本會議報告。建議事項如附件 6(P.19)。 

(二)教務處報告 

103學年度系所調整報部狀況(附件 7，P.20~P.22)： 

1、申請調整成立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業經教育部 104

年 8月 19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函同意停招管理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新設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在案。 

2、申請增設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案，業經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9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函同意增設在案。 

3、申請增設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案，業

經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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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同意增設在案。 

4、申請顯示科技研究所整合併入光電工程學系案，業經教育部

104年 8月 19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函同意整併

為「光電工程學系」。 

5、申請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

組」與「電信組」合併成「電機組」案，業經教育部 104年 8

月 19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函同意分組整併，因

整併後已無分組，核定更名為「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三)總務處報告 

1、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本案已完成地下一層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作業，並取得耐震

標章及綠建築候選證書。目前進行一樓鋼承鈑組立及機電管

線配線作業中，工程進度為 14.6%，施工期間預計至 106年 3

月。 

2、人社三館新建工程： 

本案工程已竣工並於 6月 8日取得使用執照，7月 21日起辦

理正驗，經會勘後仍有細部缺失尚未完成改善，已於 9月 24

日開會檢討正驗缺失改善事宜，後續將依契約規定處理並要求

廠商儘速完成缺失改善；另目前亦與使用單位洽談搬遷及相關

協調事宜中。 

3、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 

本案已進行結構體施工，目前進行北棟地下一樓版鋼筋綁紮

及南棟一樓鋼筋綁紮作業中，工程進度為 20.12%，施工期間

預計至 106年 2月。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電子研究所擬申請為獨立所，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子系說明： 

(一)依據本校103年6月20日102學年度第29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

決議辦理(附件8，P.23~P.24)。 

(二)目前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在本校組織系統表中之定位

為系所合一(附件9，P.25~P.28)，但是在教育部 「大學校院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管制」提報作業系

統中，電子研究所為獨立所，系統中教師之聘任全數為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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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研究所無任何師資。系統填報已產生問題，恐影響電子

研究所師資質量計算與生師比。 

二、教務處說明： 

(一)早年大學部與研究所分立，例如機械工程學系負責大學部，

機械工程研究所負責碩士班、博士班。教育部自85學年度開

始實施系所合一，機械系所合一為機械工程學系，各學制學

籍分稱為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機械

工程學系博士班。無學系之教學單位為獨立研究所，例如環

境工程研究所。 

(二)系所合一政策後來落實為現行大學法第11條：「大學下設學

院或單獨設研究所，學院下得設學系或研究所。大學得設跨

系、所、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三)本校於85年1月30日84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系所合

一後之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附件10，P.29~P.31)，當時電

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維持原來的分列，學生學籍部分自

85學年度(85年8月)起即依系所合一原則處理，其中電子工程

學系及電子研究所因此仍維持原來的分列，當年工業工程與

管理學系及工業工程研究所也是維持分列。 

(四)教育部對於本校85年1月30日84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的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有意見，其中包含電子系所系所

合一問題。本校85年5月15日8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提案討

論相關問題(附件11，P.32~P.33)，決議包含對於維持電子研

究所名稱的堅持與向教育部力爭等。 

(五)88年1月27日87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中有關組織規程及

組織系統表的討論案並未涉及電子系所(附件12，P.34~P.38)，

因此電子系所於組織系統表呈現「電子工程學系(含電子研究

所碩士班、博士班)」應為85年9月16日教育部核定內容。 

(六)學生學籍部分，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自85學年度起維

持原來的分列至今，並未因組織系統表的改變而再調整。 

(七)有關於本校102學年度第29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決議，係提醒

相關單位就主聘或合聘確認師資員額分配，在期限前審慎處

理，以符合教育部招生總量作業生師比相關規定。其後有關

於電子系所師資問題，在104年6月的招生總量作業中，向教

育部說明電子研究所的師資都是來自於「電子系所」；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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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最近申請「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

並已獲教育部104年10月1日臺教高(四)字第1040129414號函

同意(附件13，P.39)，未來電機學院生師比將以學院計算，

教育部不再檢核院內個別系所生師比。 

(八)本案經104年5月21日電子工程系所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附件14，P.40)、104年6月17日電子工程

學系及電子研究所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附件15，P.41)及104年11月5日104學年度電機學院院務會議

第1次會議通過(附件16，P.42)。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為設置「交大國際產業設計園區」需要，擬爭取新竹縣政府

無償撥用縣管綠能園區之土地案，提請同意。(總務處提) 

說  明： 

一、鑒於本校新竹之校區發展已趨飽和，近期新設立之國際半導體產

業學院為吸引國際人才加入，雖規劃設立國際半導體大樓、國際

學人宿舍及產學合作中心等相關設施，惟現有校地已無法滿足上

述需求。經校方會同新竹縣政府洽談後，縣府表示樂意全力促成

本校所需校地之取得。 

二、目前以縣府地14公頃綠能產業園區規劃為「交大國際產業設計園

區」，如經校規會決議辦理，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預計12月底提

報教育部審查，以配合縣府相關用地變更與取得作業。 

三、本案業經104年11月6日104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附件17，

P.43)。 

四、檢附本案「預定撥用土地範圍與分區規劃構想」(附件18，P.44~P.45)

及「需用土地取得方式評估」(附件19，P.46~P.47)。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三：一級行政單位-「大數據研究中心」設立申請案，請討論。(大數

據研究中心籌備處提) 

說  明： 

一、104年6月26日103學年度第31次行政會議通過成立大數據研究中心

籌備處(附件20，P.48)，並於104年11月13日104學年度第8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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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正式成立大數據研究中心，並於會中討論中心的定位及

相關業務(附件21，P.49)。 

二、本中心設置目的為推動跨領域之大數據研究，促進校務資訊分析

研究及協助大數據應用。透過建構「整合性校務研究資料庫」的

決策系統，協助學校各級決策者得以依客觀數據分析，進行橫向

（廣度）與縱向（深度）的評估以提昇決策品質，發展以證據為

本的校務研究管理系統。 

三、本中心現編制主任1名，由專任教授兼任，另聘請專任博士後研 

究員2 名、碩士與學士級計畫助理各1名。 

四、目前經費來源包含教育部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補助經費及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校長統籌款，以完備校務辦公室之空間規劃 

、資訊軟硬體設備及人員聘用。 

五、辦公室規劃使用之空間為工程五館五樓， 533A、533C兩間辦公室，

面積合計 87.9平方公尺，作為執行校務管理研究數據分析及成效

研討辦公室。 

六、本案經校務規劃委員會通過後,擬依校內行政程序提送校務會議 

審議。 

七、檢附本校「大數據研究中心規劃書」(附件22，P.50~P.66)。 

決  議： 

一、本案原說明五辦公室規劃使用之空間為「行政大樓一樓，編號115 

、116兩間辦公室，面積合計110.4平方公尺」，經於會前協調已修

正為「工程五館五樓， 533A、533C兩間辦公室，面積合計 87.9

平方公尺」，爰據以修正本案說明五及規劃書中「十、空間規劃」

之文字。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案由四：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備忘錄案，請討論。(校長交議) 

說  明：為迎接新世代契機與挑戰並共創未來，國立陽明大學與本校擬推

動合校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簡稱陽明交大)，雙方協調議訂

合校備忘錄(附件23)，通過後將續提校務會議。 

決  議：本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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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本校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電子

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與「電

信組」擬自 105 學年度起合併成

「電機組」案。 

本案業以 104年 6月 9日交大教

綜字第 1041005971號函函報教

育部，並經教育部 104年 8月 1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

號函同意分組整併，因整併後已

無分組，核定更名為「電機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 

教務處 

二 

本校傳播與科技學系擬申請於

105 學年度增設「傳播與科技學系

碩士班」案。 

本案業以 104 年 6 月 9 日交大教

綜字 1041005971 號函函報教育

部，並經教育部 104年 8月 19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

函同意增設在案。 

教務處 

三 
本校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組織編

制案。 

本案依照 103學年度第 29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之「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組織章程」執行辦理。 

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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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3 月 11 日（三）10 時 0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黃世昌主任委員 

出席：莊榮宏委員、許倍銜委員、陳永富委員、陳俊勳委員、陳建嘉委員、曾成德委員、黃

瑞彬委員、鄭智仁委員、龔書章委員(依筆畫排列) 

請假：王協源委員、黃憲達委員、羅烈師委員(依筆畫排列) 

列席：營繕組長楊黎熙、事務組長李自忠、校園規劃組長沈煥翔、李璧昀、梁秀芸、盧怡秀、

資工系吳兆裕先生、黃俊憲建築師事務所 

記錄：黃慈愛 

壹、報告事項 

一、 本小組於 103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0 日、104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6 日暨 2 月 11 月至

2 月 16 日，分別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次、第 3 次及第 4 次通訊審查完竣，通過各單位

所提懸掛帆布廣告案，包括： 

（一） EMBA 申請懸掛招生廣告於 13 舍西側外牆 D 面，懸掛時間 103 年 11 月 10 日至

104 年 2 月 9 日。 

（二） 策略發展辦公室原懸掛 BioICT Consortium 產業技術論壇廣告於 B13 舍(舊南大

門)，續依規定申請延長懸掛時間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三） 梅竹後援會申請懸掛梅竹賽活動宣傳布幔於中正堂外牆，懸掛時間 104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5 日。 

（四） 電機系為慶祝成立 50 年，申請懸掛巨幅海報於工程四館及工程五館外牆，懸掛

時間 104 年 2 月 24 日至 6 月 24 日。 

（五） 策略發展辦公室申請懸掛 104 年度 BioICT Consortium 產業技術論壇廣告於 B13

舍(舊南大門)，懸掛時間 10 4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六） 藝文中心申請懸掛三塊巨幅海報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圖書

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處，懸掛時間 104 年 2 月 24 日至 9 月 13 日。 

二、 為因應本小組林欽榮委員借調至臺北市政府擔任副市長乙節，104 年 2 月 9 日奉簽核

准，由校長就總務處提交之專長教師名單，重新指派人文社會系「羅烈師」副教授替

代林委員之職務，任期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三、 為利本小組任務之執行，業依本學年第 1 次會議決議內容，將本小組設置要點、重大

工程審議作業規範及流程等相關資料供各委員參閱（或請詳參總務處校園規劃組/校園

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網頁）。 

四、 103 年度校樹諮詢團執行情形報告，詳附件 1。（事務組提）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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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工三館戶外地坪整修工程案」預估工程費用新臺幣約 263 萬元（由資訊工程系

104TDCP 項下支應），符合本校「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範」第 4 點規定：「…景觀工程

總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但未達新臺幣 300 萬元者，於財源確認後應送建築景觀小

組報告」，詳附件 2。（資工系提） 

決  議：本案建議以解決現有之實務問題整修為主，如破損材料更換、無障礙動線通暢及使用

安全等面向整修之，免再提本小組報告。若本案以中庭景觀設計為主要目的，則請參

考下列委員意見修正，再提送本工作小組報告。 

一、 本案應以整體景觀設計為前提，考量工三前庭、軸線、工三與工四中庭、使用

動線（無障礙動線、行人動線等）等因素進行設計，並應著重景觀細部設計，

包含花圃、水池及鋪面之間的收頭設計。 

二、 請考量於鋪面設計文字之適宜性，並考量拆除原有木平台後之木料再利用方式。 

三、 若欲重構木平台，並應以螺栓接合，同時考量後續維護問題（白蟻）。 

四、 建議增加中庭透水性鋪面，並整併左右兩側之高低花圃，另可種植喬木增加綠

蔭。景觀水池建議以「魚菜共生」概念設計之。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小組主任委員任期，提請討論。（校規組提） 

說 明：  

一、 依本小組設置要點第 2 點第 5 款規定：「本小組設主任委員 1 人，處理本小組事務；主

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惟未明確規範其任期。 

二、 前循本小組歷次會議紀錄，本小組之主任委員皆於每學年第 1 次會議中提案推選之。 

決  議：主任委員於每學年第 1 次會議中提案推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案由二、本校光復校區機車 D 棚頂棚增建案，詳如附件 3，提請討論。（營繕組提） 

說 明： 

一、 本案業參酌本小組本學年第 1 次會議委員意見修正，並依本校「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

範」第 3 點第 1 款第 1 目及第 11 點規定，提送「基本設計書」供遴選（專業）委員審

閱，爰續送本小組審議。 

二、 本校全校師生約計 15,000 人，每年約核發 6,500 張機車通行證，校區各機車棚使用頻

繁。本校機車 D 棚位於光復校區東南側外環機車道旁，民國 93 年完工，總樓地板面

積約為 3,801.6 m2，地下一樓為機房及停車空間、一樓及頂層目前均作為機車停車空

間，現共可容納約 1,900 輛機車停車。機車 D 棚係建於民國 93 年，原設計考量採光、

通風及耐用性，故採鋼筋混凝土結構與格柵板交錯構築，惟近年來使用發現，透光性

格柵板結構常造成漏水、積水、車輛打滑、雜物掉落、女性跟鞋被格柵板卡住、曝光

等不利使用之情事，且近年來本校招生人數增加，機車停車位數量不足，為符合師生

使用需求性及安全性，機車 D 棚亟待加以改善。依據本校 102 學年度 4 月 15 日校務

基金會議提案通過機車 D 棚改善工程經費 3,251 萬元。  

三、 本建築為地上一層、地下一層建物，佔地面積約 1917.65 m
2，總樓地板面積為 3,801.6 

m
2。有關機車 D 棚之改善方案，依據既有建築形式及使用狀況，檢討建築法規、結構

耐震強度、消防設備等，以及未來使用需求後，初步規劃將現有各層樓板格柵部分改

為 RC 結構，頂樓露天停車區上方加設輕型遮雨頂棚方式進行改善。 

委員意見： 

一、 許倍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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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陽能發電之光電板需要考量最佳方位與傾斜角，這部分的設置需要與屋頂設計

一併考量。 

（二） 屋頂的水平範圍要再檢討，周圍部分考量出挑距離，盡量減少雨水的進入。 

（三） 分片樓板之間的重疊深度也可再評估。 

二、 龔書章委員: 

（一） 請確認格柵樓板之改善方式是否因應問題逐一解決。 

（二） 請確認沿屋頂、柱子、柱墩至排水溝之排水系統型式，應考量細部收頭設計。 

（三） 請確認屋頂結構之細部收頭設計。 

（四） 請檢討建物之照明設計是否過量。 

三、 黃世昌委員: 

（一） 設計請以簡潔為主，樽節經費，並避免裝飾性物件。 

（二） 請檢討建物新增之照明設計是否過量，同時應考量後續之維護管理。 

（三） 請再確認依現有設計排水系統及地面層積水情形是否改善。 

（四） 請再考量屋頂面設置太陽能光電板之效益，若效益低建議不予設置。 

（五） 請再確認地面格柵樓板之改善方式。 

決  議： 本案原則通過，並請依委員意見確實檢討修正。 

案由三：本校「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詳如附件 4，提請討論。（事務組提） 

說 明： 

一、 考量本辦法係屬行政規則，擬配合修正第「條改為點」，以符合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

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二、 原規定「二、旗幟掛於活動地點 2 公尺範圍內」，距離建築物或活動地點過近，與現行

申請單位需求不符，亦與現建築物周圍適合插旗位置距離不符，申請單位執行困難，

管理單位管理不易，爰修正本要點第五點。 

三、 部分院系所配合活動、節慶、計畫等執行自行懸掛宣傳文宣，基於考量館舍自主性及

管理權爰修正本要點第八點。 

四、 本校「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附件

4）。 

決  議： 

一、 第 8 點第 2 款建議修正為：「其餘館舍以不開放懸掛為原則，如仍須懸掛，須經館舍管

理單位同意後始得懸掛，免收費，懸掛時間最長一年」。 

二、 請修正各點中本小組名稱。 

三、 請續提行政會議決議。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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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9 月 30 日（三）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黃世昌主任委員 

出席：王協源委員、李育民委員、莊榮宏委員、許倍銜委員、陳俊勳委員、楊承翰委員、鄭

智仁委員 (依筆畫排列) 

請假：陳永富委員、黃憲達委員、曾成德委員、羅烈師委員、龔書章委員(依筆畫排列) 

列席：副總務長楊黎熙、事務組長李自忠、校園規劃組長沈煥翔、盧怡秀、沈里遠 

記錄：顏麗珊 

壹、報告事項 

六、 為因應本小組黃瑞彬委員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年休，由電機學院重新指派「李育民」

副教授替代黃委員之職務，任期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七、 本小組於 104 年 9 月 3 日至 9 月 10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次通訊審查完竣，通過藝

文中心申請懸掛三塊巨幅海報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處之文宣廣告物布幔案，懸掛時間 104 年 9 月 13 日至 105 年 2 月 14

日。 

八、 「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為本小組審議特定建築物外牆：圖書館、活動中心(校際藝文

中心活動宣傳優先使用)、圖書館 B1 入口弧形處(全校性活動申請使用)及學生宿舍 13

舍(各類校內活動宣傳申請使用)之依據。有鑑於先前要點規定在建築物範圍與其實務

執行上有疑義，前經 104 年 3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

組會議討論，後經 104 年 4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案（附件 1）。 

九、 有關校園樹木植栽處理方式（附件 2），依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

會會議紀錄（附件 3）案由二之附帶決議暨 102 學年度第 3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

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4）案由一之決議辦理方式彙整如下: 

（一） 一般例行性校樹修剪工作：事務組徵詢校樹諮詢團意見及注意事項後，自行辦

理。 

（二） 新移、植栽具意象景觀或非例行性樹木修剪工作：事務組徵詢校樹諮詢團意見

及注意事項後，提出辦理計畫（或辦理評選作業），邀請總務長、景觀會委員

（1 至 2 位）及校樹諮詢團成員（1 至 2 位）進行討論。彙整建議後事務組執

行修剪工作。完成修剪工作後，於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工作成果。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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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褐根病或安全顧慮需移除時：移除過程應公告讓師生瞭解，為求時效，同意

總務處逕行處理，並於隔次會議報告。 

十、 104 年度校園樹木植栽處理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5）。（事務組） 

 

委員有關樹木植栽處理及景觀規劃意見，建議如下： 

1. 有關羽球館鄰近患有褐根病之校樹處置方式，請評估考量作業人員之安全性及屋頂作

業安全相關法規。 

2. 請事務組於下次會議報告近年來校區樹木患有褐根病之分布圖。 

3. 請校園規劃組於下次會議報告目前校園景觀之相關規劃案。日後若有關校園規劃之階

段性會議（例如期中報告或期末報告）亦請校園規劃組邀請本小組委員與會。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推選主任委員，提請討論。（校園規劃組提） 

說 明： 

1. 依本校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設置要點（附件 6）第 2 條：「本小組設主任委員一人，…

主任委員由互選之」，擬請委員互選本學年度主任委員（本學年度委員名冊如附件 7）。 

2. 主任委員於每學年第 1 次會議中提案推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104 年 3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決  議：與會委員提名黃世昌委員擔任主任委員。經投票後，由黃世昌委員當選本學年度主任

委員。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0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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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第1次通訊審查紀錄 

通訊審查時間：104年9月3日至104年9月10日 

審查委員：王協源委員、莊榮宏委員、許倍銜委員、陳永富委員、陳俊勳委員、 

          曾成德委員、黃世昌委員、黃瑞彬委員、黃憲達委員、楊承翰委員、 

          鄭智仁委員、羅烈師委員、龔書章委員(依筆畫排列) 

壹、提案內容： 

本次提案計 1 件。藝文中心申請擬於 104 年 9 月 13 日起至 105 年 2 月 14 日止於活

動中心外牆（E）、圖書館（A）、圖書館 B1 入口弧形處（F）等 3 處懸掛文宣廣告

物(詳如案由一) 

案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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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同意。（藝文中心提） 

說  明： 

(一) 為了宣傳推廣本校藝文中心於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之藝文性活動（屬校級

之活動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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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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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廣告彩樣稿與實景模擬圖三式。 

(三) 本次新申請懸掛時程為 104 年 9 月 13 日至 105 年 2 月 14 日，懸掛處實景照片

詳見附件之廣告彩樣稿。 

 

提案單位廣告效益評估： 

(一) 因帆布廣告位於學生於經常穿越走過的圖書館廣場、圖書館與活動中心之間的

走道等懸掛位置，便於提醒學生於課餘時間安排參加藝文活動，尤其是大一生

有必修零學分之藝文賞析教育課程（藝文護照），每學期須參加至少三次展覽

與一次表演或演講，方可畢業。透過帆布廣告之懸掛，可使學生更清楚校園內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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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藝文活動訊息，便於參加課程所需展覽或表演演講，以順利通過藝文賞析教

育課程（藝文護照）。 

(二) 活動中心懸掛位置位於環校道路旁，亦方便於校外人士與教職員開車族檢閱藝

文活動日期而擇期參加。本中心舉辦之藝文活動，有了大樓外牆帆布廣告的醒

目宣傳，也增加了不少活動參與人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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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畢業的優秀設計師校友協助製作精緻、優美、富知性之帆布廣告設計懸

掛。帆布廣告的編排設計均歷經一審再審的監製與校稿，並搭配優雅的色彩配

置，一方面可使本校一成不變的校園環境，增添不少視覺上的優雅氣息，令人

賞心悅目，成為校園風景之一，另一方面也符合本中心致力於藝術與生活結合

的視覺生活美學環境之具體實踐。 

事務組初審意見： 

(一) 藝文中心擬新案申請懸掛帆布廣告三塊於浩然圖書館大門旁外牆(位置 A) 、活

動中心外牆(位置 E)、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處(位置 F)，懸掛期間 104/9/13

至 105/2/14，申請懸掛位置及期限皆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

之規定，並依規定屬校級活動宣傳免收費。 

(二) 懸掛期滿請申請單位自動拆除，懸掛及拆除使用固定鐵元件(鐵絲等)務必清理

完成，以免再次造成工安事件，責任歸屬及賠償皆由申請單位負完全責任。 

 

序

號 

欲懸

掛處 

帆布廣告

內容 

帆布廣

告尺寸 
擬申請懸掛圖片及懸掛實景模擬 

一 

活 動

中 心

外牆 

104 學年

度第一學

期主辦之

藝文性活

動  

1040(H

)x 

1850(

W)cm 

（ 1300

cm+55

0cm 處

牆面轉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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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 書

館 大

門 旁

外牆 

104 學年

度第一學

期主辦之

藝文性活

動 

680 

(H) X 

780(W)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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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 書

館 B1

側 門

弧 形

外牆 

104 學年

度第一學

期主辦之

台灣聯合

大學駐校

藝術家活

動 

176(H) 

x 

2076(

W)cm 

 

 

貳、委員投票：共計 10 回覆，3人未回覆。 

案由一：計10票同意，0票不同意。 

監票人：校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 

參、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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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第2次通訊審查紀錄 

通訊審查時間：104 年 10 月 26 日至 104 年 10 月 30 日 

審查委員：王協源委員、李育民委員、莊榮宏委員、許倍銜委員、陳永富委員 

     陳俊勳委員、曾成德委員、黃世昌委員、黃憲達委員、楊承翰委員 

     鄭智仁委員、羅烈師委員、龔書章委員(依筆畫排列) 

壹、提案內容： 

案由一：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擬懸掛帆布招生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

(C 面) 提請同意。（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提） 

說  明： 

(三) 為了宣傳本校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招生活動，擬循往例刊登大型戶外帆布廣

告，以擴大招生活動可見度。 

(四) 105 學年度招生作業本學程委由專業公司製作精緻、優美之帆布廣告，預定於

104 年 11 月 1 日起懸掛於十三舍西側外牆 C 面，以傳遞 EMBA 學程招生訊息，

增加曝光機會並吸引未來潛在考生注意力。 

(五) 本次新申請懸掛時程為 104 年 11 月 1 日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懸掛處實景照片

詳見附件之廣告彩樣稿。 

提案單位廣告效益評估： 

    105 學年度招生作業本學程委由專業公司製作精緻、優美之帆布廣告，預

定於 104 年 11 月 1 日起懸掛於十三舍西側外牆 C 面，以傳遞 EMBA 學程招生

訊息，增加曝光機會並吸引未來潛在考生注意力。 

 

事務組初審意見： 

(一)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擬新案申請懸掛帆布廣告一塊於十三社西側外

牆(C 面)，懸掛期間 104/11/1-105/1/31，懸掛位置及期限皆符合「國立交通大學

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之規定，並依規定屬系及活動宣傳每面每次 5,000 元，

共計 5,000 元。 

(二) 懸掛期滿請申請單位自動拆除，懸掛及拆除使用固定鐵元件(鐵絲等)務必清理

完成，以免再次造成工安事件，責任歸屬及賠償皆由申請單位負完全責任。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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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欲懸

掛處 

帆布廣告

內容 

帆布廣

告尺寸 
擬申請懸掛圖片及懸掛實景模擬 

一 

十 三

舍 外

牆 

EMBA 學

程形象暨 

招生資訊 

550 cm 

x 250 

cm  

 

 

 

貳、委員投票：共計 10 回覆，3人未回覆 

案由一：計10票同意，0票不同意。 

監票人：校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 

參、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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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9月 9日校長與資訊學院教師座談 

院內教師建議： 

一、國內各大學的校級組織幾十年來沒有大改變，如教務處、學務處與總務處，及

後來新加的研發處及國際事務處。這些校級組織大多以行政與執行為主軸，策

略發展規劃只能依靠主管與副主管。各處之上只有校長、副校長，也缺乏統籌

全校策略發展、規劃與考核的組織與機制（目前的策略發展辦公室主要是為了

募款）。另外，校級各委員會都是審議委員會。所以整個學校缺乏策略發展規劃

的組織與機制。這樣的機制將無法有效的面對一些重大問題，例如： 

– 面對台清成大的競爭，交大如何創造經營成功的機會？ 

– 如何成為一卓越的大學？ 

– 台灣經濟、產業發生困境，交大在教學與研究上如何因應？ 

– 少子化之效應，交大該如何因應？ 

– 如何提昇學生的未來競爭力？ 

– 如何真的做好國際化？ 

建議校方重視此問題，至少在各處及校方設立策略發展規劃委員會。 

二、建議積極與陽明大學溝通，兩校合併並命名為陽明交通大學(張俊彥校長曾

推動過)，使本校成為更為完整的大學，相信有助於本校的世界排名。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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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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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2學年度第29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3年6月20日(五)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許千樹副校長、黃志彬副校長（請假）、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請假）、台南分部陳

信宏主任（柯明道院長代理）、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黃

世昌總務長（王旭斌副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研發長代理）、周世傑國際

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楊谷洋副院長代理）、理學院盧鴻

興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謝啟民老

師代理）、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長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

學院曾煜棋院長（李毅郎副主任代理）、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

錫鈞主任（曾建超副主任代理）、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

員（陳仁姮老師代理）、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張愷宏會長、

學生代表黃昱凱同學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請假）、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請假）、策

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綜合組張漢卿組長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参、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校庫師資資料配合「公私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

報作業系統」之相關問題，請討論。（教務處、人事室提） 

說 明：  

一、招生總量作業涉及系所師資質量與生師比計算，往年均由系所參考人事室師資資

料填報師資，教育部於今年5月30日辦理招生總量作業說明會，高教司承辦單位主

管說明，自今年起師資與學生資料將直接由大學資料庫匯入。 

二、大學資料庫應用於教育部各項計劃是為政策，6月12日全國教務大學校院教務主管

聯席會議中高教司再次提案呼籲各大學確實填報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避免影響

學校資訊。 

三、「104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明會」

手冊載明：「今年係首年將校庫資料匯入總量內使用，因定義不同或學校填報不

一致，故今年讓學校先確認校庫，並允許修改；明年起將一律採用校庫的資料，

不允許修改，對於不合理的數據將予以排除，不予列計，請學校慎重填報」。 

四、目前本校部份學院教師聘任均歸屬學系，各獨立研究所無師資。還有，目前教育

部系統不允許校本部與分部跨區支援師資，今年招生總量系統填報台南分部部份

已產生問題，正在跟教育部協調中。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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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年尚可請系所手動修改師資歸屬，但明年起教育部已預告不再提供手動修改，

若無因應措施，明年起將會直接影響各系所師資質量計算與生師比。 

六、本校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中師資資料系由人事室負責，師資分配與合聘師資理當

由系所規劃。 

七、人事室103學年度教師聘書發聘已進行中，擬請各院系所檢視單位內教師聘任歸屬

單位之妥適性，若103學年第1學期教師員額擬改列主聘單位者，請於103年9月30

日以前完成經教師本人同意及經雙方系/院教評會通過後程序，送人事室提校教評

會報告，俾辦理更換聘書主聘單位，及高等教育資料庫填列教師主聘單位事宜。 

決 議：請相關單位妥慎分配師資員額，確認所屬教師之主聘、合聘單位。如擬辦理主聘

單位異動，請儘速完成系級會議通過及簽陳程序，於7月20日前送人事室辦理發聘

事宜。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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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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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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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4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中午 12:10~13: 30 

地  點：工程四館 108 室 

召集人：陳紹基主任 

出  席：陳紹基主任、郭峻因所長、顏順通副主任、李建平教授、李鎮宜教授、林大衛教授 

周世傑教授、吳介琮教授、莊景德教授、溫瓌岸教授 

記  錄：鄭炎莉 

 

(略) 

 

壹、討論事項： 

三、為配合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管制」提報作業，請討論電

子研究所是否應該獨立，以符合本系所全方位考量之最大優勢。 

說明：目前電子工程系及電子研究所在交通大學之組織系統中之定位為系所合一，但是在教育

部 招生名額總量管制提報作業系統中，電子研究所為獨立所，系統中教師之聘任全數

為系聘任，研究所無任何師資。系統填報已產生問題， 恐影響電子研究所師資質量計

算與生師比。是否該將電子研究所獨立出來，並妥善分配師資，以完成電子研究所獨立

之作業程序。 

決議：10位出席委員一致同意呈報電子研究所獨立。 

 

 
以下略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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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一百零三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起 
地點：工四館５２８室 
主席：陳紹基主任、郭峻因所長、顏順通副主任               
出席：王毓駒、吳介琮、林大衛、林聖迪、周世傑、陳明哲、郭峻因、吳重雨 

      李建平、汪大暉、林鴻志、林國瑞、侯拓宏、桑梓賢、陳冠能、陳柏宏 

      郭治群、莊景德、崔秉鉞、張錫嘉、黃俊達、黃經堯、曾俊元、鄭裕庭 

      劉志尉、簡昭欣、李佩雯、郭建男、張國明、張添烜、溫瓌岸、蔡嘉明 

      鄭晃忠、簡鳳村、陳龍英、雷添福、朱一峰、高祺淳。 

 (一~三略) 

四、討論事項： 

    1.請討論電子研究所是否應獨立。 

說明：1.目前電子工程系及電子研究所在交通大學之組織系統中之定位為系所合一，但

是在教育部招生名額總量管制提報作業系統中為獨立所，系統中教師之聘任，

全數為系聘任，研究所無任何師資。是否該將電子研究所獨立出來，並妥善分

配師資，以完成電子研究所獨立之作業程序。 

             2.本案業經104.5.21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詳見P.43(略)。 

       決議：本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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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電機學院院務會議第 1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至 13：0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10 會議室 

主席：杭學鳴院長     

參加人員：  

黃經堯副院長、簡仁宗副院長、鄭裕庭主任、林聖迪教授、顏順通教授、 

鄭晃忠教授、王蒞君主任、吳炳飛教授(請假)、鍾世忠教授(請假)、蘇育德教授、 

陳智弘主任、盧廷昌教授、陳方中教授、李柏璁教授、李佩雯主任、 

楊  武主任(請假)、洪崇智主任、侯拓宏主任、林顯豐所長(董蘭榮副所長代理) 

                                                        記 錄：呂沼燕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4.5.19)已 E-mail 核閱確認。 

參、 討論事項： 

一. 案由：電子研究所擬申請為獨立所案，請  核備。(電子系提案) 

說明:  

1. 依據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9 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2. 目前電子工程系及電子研究所在交通大學之組織系統表中之定位為系所合

一，但是在教育部 「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管制」

提報作業系統中，電子研究所為獨立所，系統中教師之聘任全數為系聘任，

研究所無任何師資。系統填報已產生問題， 恐影響電子研究所師資質量計算

與生師比。 

3. 本案經電子系104.05.21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及104.10.21系務會議決議通

過。 

   決議：本案通過。(同意 14 票，不同意 0 票)  

 

以下略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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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4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年11月6日(五)上午10時10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8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請假）、台南分部

杭學鳴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張翼研

發長、周世傑國際長（張家靖副國際長代理）、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請假）、電機學

院杭學鳴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陳俊勳代理院長、人

社學院曾成德院長（劉奕蘭所長代理）、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長代理）、

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羅烈師老師代理）、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理）、

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倪貴榮老師代理）、國際半導體產業

學院張翼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黃明居副館長代

理）、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生

代表陳建仰同學（李建勳同學代理）、學生代表黃吏玄同學（缺席） 

列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請假）、策略發展辦公

室溫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姜芳馨小姐 

記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七：交大國際半導體產業設計園區都市計畫變更與用地取得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鑒於本校新竹之校區發展已趨飽和，近期新設立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為吸引國際人

才加入，雖已規劃設立國際半導體大樓、國際學人宿舍及產學合作中心等相關設施，

惟現有校地已無法滿足上述需求。經與新竹縣政府洽談後，其表示樂意全力促成交大

所需校地之取得。 

二、目前以縣府地14公頃綠能產業園區規劃為國際半導體產業設計園區，如經行政會議同

意後，將依校內程序提近期校規會與校務會議審議，預計本年度12月底提報教育部審

查，以配合縣府相關用地變更與取得作業。  

決議：通過，並請積極辦理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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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產業設計園區 

預定撥用土地範圍與分區規劃構想 

壹、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本校光復校區北北東方 5公里處，約 10~15分鐘車程;計畫面積

為 134,275.68平方公尺(約 13.43公頃)，目前屬於都市計畫之綠能園區，須

變更為文教區始得辦理無償撥用與後續運用。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使用 

分區 

面積 

(m2) 

所有權

人 
管理者 

1 竹北市 莊敬段 747 (空白) 134275.68 新竹縣 新竹縣

政府 

合計     134275.68   

表 1 土地清冊表 

 

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貳、 分區規劃構想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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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院教學與研究空間 

二、 產學研究發展中心 

三、 學人宿舍 

四、 相關配合硬體建設(如國際會展商務中心、國際雙語學園等) 

 

圖 2 園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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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產業設計園區 

需用土地取得方式評估 

壹、 客觀條件分析 

一、 土地所有權與使用分區 

本案基地原屬文大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縣府於民國 100年辦理變更，

目前都市計畫屬「綠能園區」，土地管理機關為新竹縣政府，所有權人

為新竹縣。 

二、 土地取得模式探討 

本案取得土地使用權方式計有租用、利用、借用與撥用等方式，經分析

後，為降低本校財務負擔及園區長期穩定發展，本案以採無償撥用方式

辦理。 

方式 法令依據 撥用金額 說明 

撥用 土地法第

26條(縣有

地) 

採無償撥用 

(本基地如採有償

撥用經計算需新台

幣 58.95 億元，本

基地如經變更為文

教用地，則合乎無

償撥用之條件) 

需取得 

1、 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故須

先經教育部核認計畫適用都

市計畫第 27條並完成變更。 

2、 縣府同意撥用函。 

3、 經教育部層轉內政部，再由

內政部層請行政院核定撥

用。 

貳、 辦理方式 

一、 本校為校務需要辦理公有地撥用，因撥用計畫書規定要件及辦理無償撥

用之正當性要求，應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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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迅行進行都市計畫變更並因縣府要求，本案須報請教育部核認。 

三、 經詢教育部表示，類似變更及撥用案件因屬重大事項應經校務會議決

議。 

四、 本案辦理順序整理如下: 

    校內決議[校務規劃委員會(註 1)→校務會議(註 2)] 

    →教育部核認→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申請無償撥用 

    →實質建設 

註 1: 依據本校「國立交通大學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略以，校規會任務如

下:…3、有關本校校區及工程建築規劃事宜…。 

註 2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13條略以，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八、其他有

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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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3學年度第31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4年6月26日(五)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代理校長  

出 席：黃志彬副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請假）、台南分部杭學鳴主任、

裘性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柯富祥副學務長代理）、陳俊勳總

務長、張翼研發長（簡紋濱組長代理）、周世傑國際長（張家靖副國際長代理）、電

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陳永富副院長代理）、

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俞明德院長（陳安斌副院長代理）、人社學院曾成德院

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袁俊傑老師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

棋院長、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倪貴榮老師代理）、國際

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請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請假）、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

任、學生代表陳信同學（請假）、學生代表陳建嘉同學（缺席）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

岸執行長（請假）、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校友會陳俊秀執行長、秘書室邱

美玲 小姐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參、討論事項(略)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擬成立Big Data(大數據)研究中心籌備處，請討論。(陳副校長室提)  

說 明：  

一、研究分析方法。  

二、校務資訊分析研究：校務專業管理應用(詳如附件五，P19-20)。  

三、其它應用：IOT，Smart Campus。  

決 議：通過，並由盧鴻興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  

 

以下略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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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4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年11月13日(五)上午10時10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8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請假）、陳俊勳副校長（請假）、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台南

分部杭學鳴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楊黎熙

副總務長代理）、張翼研發長（請假）、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

學鳴院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陳俊勳代理院長（陳安斌副院

長代理）、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理）、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

長代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律學

院劉尚志院長、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請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

書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

學生代表陳建仰同學（請假）、學生代表黃吏玄同學（缺席） 

列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請假）、策略發展辦公室溫

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記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参、討論事項(略)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擬成立本校一級行政單位「大數據研究中心」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大數據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目的為推動跨領域之大數據研究，促進校務資訊

分析研究，及協助相關的大數據應用。透過建構「整合性校務研究資料庫」的大數據決策

系統，將協助學校各級決策者得以依據客觀數據分析，進行橫向（廣度）與縱向（深度）

的評估以提昇決策品質，進而發展以證據為本的校務研究管理系統。 

二、本校已於104年6月26日103學年度第31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成立中心籌備處，並由盧鴻興

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104學年度並獲教育部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補助200萬元，本

校大數據研究中心規劃書請見另附件。 

決議：通過。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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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規劃書 

一、中心緣起與設立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目的為促進並提升本校大數據相

關領域研究發展。除提供本校師生與研究人員大數據分析技術支援之外，更是本校從頂尖大學

提升至偉大大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處於科技時代，無論各個行業，資料已然成為新的資產，

然而，高等教育面臨績效責任表現之時代，針對資料進行彙整、分析與闡釋，進而轉換成為有

用資訊，提供各層級決策者參考，係大學有效進行校務推展之重要基礎。 

本校依據教育部 104 年 5 月 1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48294B號令發布之「教育部補

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推動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由陳副校長信

宏擔任召集人並組成「校級校務研究工作小組」，執行與協調全校校務研究業務之規劃和推動，

並著手撰寫「國立交通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申請書，同時草擬本校校務研究中心

組織及相關法規，並於同年 6 月 17 日、6 月 22 日、6 月 30 日、10 月 22 日召開四次正式會議

討論中心定位與執行策略，並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正式提案至學校最高行政層級之校行政會議

討論，通過成立大數據研究中心籌備處，執行與協調全校校務研究業務之規劃。 

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35026E號來文核定補助「國立交通大學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另於籌辦大數據研究中心期間，校內相關領域專家亦組成專家

團隊，針對本議題多次討論，為符合前揭審查作業要點，以「建立大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

機制」為主題，本校預計規劃四項設立宗旨： 

(ㄧ) 整合全校校務專業管理相關的資料庫 

本校以邁向頂尖大學為目標 ，在延續104年本校所舉辦的校內教學單位評鑑「確保教學

單位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精神下，於課程、教學、師資及學習資源各層面上就「確保

學生學習成效」持續進行資料庫更新，持續發掘問題，未來將透過本計畫結合校務專業管理資

訊系統整合各資料庫，以利提升評鑑之應用結果層次，作為持續改善、管理與決策之高層次應

用。 

(二) 運用資料庫協助輔導學生的課業學習與生涯規劃 

本校以科學化及實證化之校務管理為基礎，強化培育能與社會及產業結合的接棒人(學生)

之終極目標，認定學生並非是工具，而是需要更多的鼓勵及耐心以栽培青年學子成為未來國家

之主人，必須以提供精緻適性的教學為目標，各項植基於校務與教務等的實務研究成果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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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同時結合本校校友的力量，輔導學生建立生涯規劃。 

(三) 建構校務專業管理的大數據決策系統 

積極建立以證據/數據為本的校務管理體系，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協助學校高層行政

長官制定決策、校級/院級/系級落實行政效能、系所教學單位提升與創新教學品質等面向，能

善用現有各項軟體與硬體之教育資源與資訊，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並且與國際的教育發展同

步，培育學生成為國際社會的優良公民。本校管理學院共22個學程通過AACSB認證、電機學院

及工學院共21個學程通過IEET的工程教育認證。將透過本計畫建構校務專業管理的系統，轉換

國際化學系認證的經驗，及參酌其他國際認證（ABET）的學生學習能力評核做法，發展學生核

心能力評核工具與方法，檢證各學系所的教學環節，達到國際上的教育品質。 

 (四)連結 Smart Campus 計畫以利校園即時與動態訊息之蒐集與應用 

搭配學校網路傳輸設備的提升，本中心將建構大數據平台，一方面提供校內即時訊息分

析，包括即時生活資訊、即時活動公告、校園設施資訊等；同時，本中心也將透過此平台與互

動式軟硬體設施(例如電視牆)，以及連結學校的MOOCs 與e-campus教學平台，蒐集大量與學

生相關的動態數據，並促進學生更多的人際互動與教學時的師生互動，以期更能即時了解學生

在校園學習時的需求與動態。此外，本中心也將逐步利用Smart Campus所建構的高覆蓋率無線

網路與即時影像分析系統，由定點或不定點的攝影機所取得影像資料，提供包括教學影像與學

生回饋的即時傳送、校內車輛管理、人數流量監測、異常事件通報、特定區域出入控管與校內

校園硬體設施維護等。進一步的，透過大數據之蒐集，未來期望將能達成了解與掌握學生的個

別化需求，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校園生活品質。 

綜上，本校大數據研究中心設立宗旨為研究大數據分析方法，推動校務資訊分析研究，

及協助相關的應用。具體目標為整合大數據分析技術，建構校務專業管理的大數據決策系統，

協助校務專業管理應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智慧校園(Smart Campus)、與其它的

相關應用。 

二、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一) 設立依據 

本校依據教育部 104 年 5 月 1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48294B 號令發布之「教育部補

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積極推動校務專業管理研究。教育部同年

10 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35026E 號來文核定補助「國立交通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

能力計畫」，獲得教育部經費補助支持本研究中心。並於申請教育部經費同時，校內亦於同年 6

月 26 日提案至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成立大數據研究中心籌備處，設立學校層級的大數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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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推動跨領域之大數據研究，促進校務資訊分析研究，及協助相關的大數據應用；包含

校務專業管理應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智慧校園(Smart Campus)與其它的相關應

用。 

因此，在國際重視以數據為本的校務研究潮流下，國內教育部刻正全力推動全國大專院校

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而本校擁有全國最優秀之教學及研究團隊，通過校務專業管理及大數據

的協助發展，本校可以從頂尖大學提升至偉大大學。在前述背景下，本中心計畫積極整合大數

據分析技術，建構校務專業管理的大數據決策系統，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協助制定決策、

落實行政效能、善用現有各項軟體與硬體之教育資源與資訊，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並且與國

際的教育發展同步，培育學生成為國際社會的優良公民，達到國際上的教育品質。 

(二) 必要性 

校務專業管理(Institutional Research)的發展超過 50 歲，幾乎所有美國的大學和許多其他世

界各地的大學都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以及相關機構。例如校務專業管理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在 1966 年成立於美國，為非營利組織，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校務

專業管理之協會。該協會目前服務超過 4000 位的美國會員及 160 位的國際成員

(http://www.airweb.org/AboutUs/Pages/AboutAIR.aspx)。美國白宮在 2012 年 3 月 29 日發布了大

數據的研究與發展計劃(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請參閱美國白宮發布的相

關網頁文件如下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 

/ostp/big_data_press_release_final_2.pdf)，正式地宣佈數據科學(Data Science)以及大數據的關鍵

重要性。 

本中心計畫發展一套系統性、可行性、證據性、實用性、持續性的「整合性校務研究資料

庫」機制，使各級決策者得以依據客觀數據分析，增進自我的了解，並做橫向（廣度）與縱向

（深度）的評估。藉由學校蒐集資料與政策決定時導入證據等的新管理模式，不僅能提升決策

品質，且有利校務的長期規畫、精進與創新，發展以證據為本的校務研究管理系統。最終，透

過此ㄧ校務管理系統，期望能達成學校辦學品質之提昇與促進學校的良善發展，並實踐以研究

為本的校務行動。 

 

 

三、中心之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一) 指導委員會：張懋中校長擔任召集人(圖 1) 

http://www.airweb.org/AboutUs/Pages/AboutAI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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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研究中心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設立”大數據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 指導中心規劃

未來發展方向及擬定重要決議。由張懋中校長擔任大數據研究中心推動指導小組的召集人，其

他成員包括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學務長、總務長，其工作職責如下： 

1.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審定。 

2. 統籌校內各行政單位與院系所協調工作。 

3. 監督推動校務研究計畫執行成效。 

4. 將實務研究成果產生議題，應用於學校政策決策與管理。 

(二) 主任 

負責辦公室計畫行政業務規劃以及連繫校內資源建立，且負責計畫成效評估與管考，執行

本校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研究案之評估。其工作職責如下： 

1. 制定校務研究的工作計畫。 

2. 召集校內專家團隊及專任人員推動校務研究工作計畫。 

3. 召集幕僚支援工作團隊及行政人員，推動校務研究之支援工作，包括校內資料庫接   

 取介面之發展、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提供等。 

4. 將相關實證資訊與成果，定期提至學校層級會議報告或決策討論案。 

5. 校務研究工作計畫之成果評估。 

(三) 專家研究組 

1. 聘請本校教育、統計、資訊及相關領域教授擔任，協助執行校務專項研究計畫。 

2. 以實證方式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現有資料之研究，協助本校學生正向發展為目標，提 

供研究成果與建議供學校各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做決策參考。 

(四) 行政管理組 

1. 執行與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議題研究案。 

2. 出版績效報告推廣成果廣為重要利害關係人周知。 

3. 配合教育部或校內校務臨時性政策或其他研究案進行研究與評估。 

4. 整合校內各單位專屬系統及巨量資料，建立校務資料系統網站，以利即時彙整與回饋

各關鍵性指標資訊。 

5. 協助推動校務研究工作計畫。 

(五) 幕僚支援組 

1. 由各處室指定之人員組成，包括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學生學習資料提供支援

團隊、校內資訊系統開發與管理團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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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不定期開會討論及推動校務研究支援工作，包括校內資料庫接取介面之發展、

domain knowledge 提供等。 

3. 得視各階段任務禮聘校務研究諮詢專家。 

(六) 產業界顧問 

校務研究資料庫的整合與建立，以及資料分析進階功能的設計，將聘請傑出校友石靜雲博

士(Dr. Jing Shyr, IBM Fellow, IBM 研究院院士)與相關的業界專家指導，協助本校校務研究資料

庫建置與開發。 

 

 

 

 

 

 

 

 

 

 

 

 

 

 

 

圖 1、國立交通大學跨領域大數據研究中心組織架構 

 

四、具體推動工作 

(一) 研究大數據分析方法，整合大數據分析技術之軟體與硬體，提供大數據分析的諮詢服務，

促進並提升本校大數據相關領域研究發展。 

(二) 有效活化學校決策模式及整合校內各類量化與質化校務資料，進行分析並轉換成資訊，提

供行政與教學單位能即時掌握訊息，從中提升辦學績效。 

主任 

指導委員會 

（校長擔任召集人，其他成員包括

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學務長、總務長） 

專家研究組 行政管理組 

 

產業界顧問 幕僚支援組 



55 
 

(三) 以本校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行教學精進計畫，訓練學生專業知能、提升正向心理資產，將引

導學生全面性的正向發展（稱為「軟實力」或「心理素質」）。 

(四) 建構以學生為教育主體的學生核心能力評核機制，精確掌握學習目標設定、多元評量方

法、多元教學方法及課堂/系所/校務之教育成果表現良窳，回饋教學改進。 

(五) 成功引導各行政單位以及教學單位的行政專員，以實證資料為依據發掘問題呈現資訊，讓

數據與資訊能夠提升轉換為知識，供校內主管依資訊進行總結性決策。 

(六) 配合學校目前各項重要產學研數據資料庫，結合校內外各種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要求，積

極建立一套定期檢視校內相關數據的機制，冀能從過去成果經驗尋求積極著力未來辦學方

針，明確地預測規劃未來，以提升教育品質。 

(七) 促進產學研合作，協助校務專業管理之應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智慧校園

(Smart Campus)、與其它的相關應用。 

(八) 執行全校性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計畫。 

五、未來規劃與校內現有資料庫簡介 

(ㄧ) 未來規劃 

1. 本校大數據研究後盾：整合大數據分析技術之軟體與硬體，提供給本校從事跨領域大數據

研究之研究與應用之教師與研究人員。 

2. 發展校務專業管理的大數據決策系統：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協助學校高層行政長官制

定決策，達到國際上的教育品質。 

3. 參與產學研合作：成為國際級的大數據研究中心，協助校務專業管理之應用、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智慧校園(Smart Campus)、與其它的相關應用。 

(二) 未來將建置的整合型校務研究資料庫 

有關本校「整合型校務研究資料庫」未來擬建置的系統，擬在校內現有資料庫的基礎上，

分實務研究與各業務單位的系統行政管理雙軌進行建置。有關校務辦公室的實務研究所需的資

料部分，將由專責資訊工程師進行校內各項資料庫的資料存取，並嚴格遵守個資法等相關法

規，以獲取研究所需資料；另，各業務單位的系統管理部分，將強化資料庫的功能，協助資料

庫的產出具有分析化、視覺化、交差分析與跨年度比較等功能。因此，在本計畫下，未來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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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系統試述如下圖2： 

 

圖 2 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建置脈絡圖 

為因應本計畫之執行與校務研究之永續發展，將建置一套校務研究資料庫系統，系統建置

概念如下： 

1、強化現有資料庫直接自動產生圖像化資訊功能：從 A到 A+ 

本校各項業務資料庫已完成數位化，係由校內「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工程師統一開發與管

理，但各項資料庫功能不一，部分僅有資料庫儲存功能、部分有簡易統計功能、部分則有產生

報表功能。然，在本計畫下，應該依循與釐清資料庫的重要性與常用性，逐步擴大資料庫的產

出功能，主要的做法如下： 

(1) 資料庫系統建立 SOP 的分析：本校統計所可支援統計圖表與分析方法之程式設計，

另各系所可依需求進行額外的分析統計所可提供諮詢服務。 

(2) 協助行政專員能夠以單純統計、交叉分析、跨年度等的方式呈現自己的業務成果。本

校擬聘請傑出校友石靜雲博士(Dr. Jing Shyr, IBM Fellow, IBM研究院院士)與相關

的業界專家指導，其相關資料可參考IBM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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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bm.com/ibm/ideasfromibm/us/ibm_fellows/2015/jing_shyr.html)。 

(3) 以數據分析作為政策擬定或是調整參考：解讀資訊須避免因果錯置(關聯性不等於因

果關係)，除決策者外仍建議有各系所與統計、教育專業同仁共同參與討論。 

因此，於行政管理資料方面的管理與建置，將分三階段逐步逐年完成，如下圖 3、圖 4、

圖 5所示。  

 

 

圖 3  學校現有資料庫系統(重要資料 E 化程度高) 

                            

 

 

 

 

 

 

圖 4 本校行政專員根據業務產生的學校成果績效報表 

行政專員

自繪表格 

校內目前系統：資料庫數字 

每年績效成果報告：手 動產出表格 

階段 1 

階段 2 

導入 IBM 資

料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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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IBM SPSS 資料分析之示意圖表 (於 2015 年 7 月 3 日擷取 IBM SPSS 網站 

https://www.ibm.com/developerworks/community/blogs/ibm-bi-capabilities/entry/pred

ictive_analytics_with_ibm_spss_basic_q_as?lang=en) 

2、實務研究報告資料由技術工程師專責協助現有資料撈取 

由於校內各項資料庫內容龐大，將由本校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工程師統一協助管理與資料撈

取，以提供各項實務研究報告所需。目前本校現有資料庫簡述如下。  

(1) 校務資料 

教師資料統計、系所資料統計、核心能力與指標評量、畢業校友追蹤記錄、雇主滿意度調

查、大學自評紀錄、圖書館資源、校務資金。 

(2) 學務資料 

服務學習紀錄、生理健康（衛保組）、心理健康（衛保組、諮商中心）、學習適應弱勢(資

源教室等)、校外租屋紀錄、校內住宿紀錄、學生獎懲紀錄、課外活動紀錄。 

(3) 教務學生部分 

a) 新生背景資料（家庭社會經濟地、家庭組成、性別、族群，心理特質傾向等），

高中入學管道，學測指考成績。 

b) 學籍相關資料（報教育部資料）、國際生相關資料 （國際處）。 

c) 學生修課歷程（例如修課記錄、外文、數理選修、輔系、雙主修、學程），修課

滿意度、霹靂優修課記錄。 

d) 學生學業成就，包括修課成績、成果發表、大一至大四及研究所必選修成績。 

e) 學生自我能力評鑑指標（台中教育大學有交大學生基本能力資料）。 

f) 退學、復學。 

g) 學生畢業表現（多久找到工作，職位等級，收入分布，創業與否) 

階段 3 
隨時掌握績效：自動產出圖像化表格 

https://www.ibm.com/developerworks/community/blogs/ibm-bi-capabilities/entry/predictive_analytics_with_ibm_spss_basic_q_as?lang=en
https://www.ibm.com/developerworks/community/blogs/ibm-bi-capabilities/entry/predictive_analytics_with_ibm_spss_basic_q_as?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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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課外打工記錄、課外活動參與（社團、校系球隊、體保生、競賽得獎紀錄）。 

(4) 教務教師部分 

a) 教師背景資料（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組成、性別）。 

b) 專業訓練背景資料：授與學位學校，年資，級別等。 

c) 校內研究獎勵、彈性薪資記錄。 

d) 校外學術獲獎情況，學術表現（例如學術出版、展演次數）、評量、升等紀錄。 

e) 研究表現，外部官方計畫，如科技部、經濟部與教育部等等，外部產業計畫，內

部校務計畫 

f) 教師專業成長紀錄(參與薪傳計畫等等)  

g) 研究助理訓練、教學助理訓練紀錄。 

h) 教學或課程評鑑。 

i) 教學時數。 

j) 指導學生背景（學士、碩士、博士）。 

k) 課程背景資訊：開課類別（必選修、觀念課程，實作課程、e3、MOOCs、OCW等等），

班級人數、開課時間、學習評量方式（考試或只交作業或報告等）、給分紀錄。 

l) 教學得獎記錄、行政服務記錄 

(5) 待整合於校務行政資訊化系統 

        以人為中心之師生雲端 Portfolio建立、學號/人事代碼、院系、IP、新增在校相關 

        記錄（修課、教課等）。 

六、推動期程與重要工作項目 

目前本中心配合「國立交通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暫以下分為三個階段的主

要任務，以及各項重要工作項目的執行項目做說明。 

（一） 第一階段從104年8月到105年7月：成立「大數據研究中心」 

1. 增能教職員於「校務研究機制」與「學生學習成效」知識：聘請旨揭國內外專家進行

演講與訓練為主；或交流參訪國內外相關單位汲取設立校務研究辦公室經驗。 

2. 設置專職於校長下任務單位，負責規劃執行與傳播：為利蒐集跨院系所等教研資料，

及協調、獲得各行政單位支持合作，並能有效參與校內決策等，單位定位於學校一級

幕僚單位，並由校長指導。 

3. 增聘具專職碩士級人員以上至少2名：聘請有統計、教育、資訊等研究人員，辦公室

至少2名以上博士級研究人員，以協助校務研究計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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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校內專業研究團隊與幕僚支援團隊：結合校內統計、教育、管理、資訊、法律等

領域之教授與行政工作團隊，成立專家研究團隊；另亦組成指導委員會，提供研究議

題建議與溝通對話的指導。 

5. 依現有資料庫相關資料進行「學生學習品質保證機制」實證研究，總體檢視校內學生

學習的情況與成效。 

（二） 第二階段從105年8月到106年7月：強化以校務研究為基礎的基礎發展機制 

1. 完成研究成果相關報告，以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連結本校各行政單位之產、

學、研等單位發展政策。 

2. 營造以實徵資料為依據的校內決策文化：包括邀集校內各教學與行政長官參與成果發

表會，並宣示蒐集高品質實證資料重要性的學校立場。 

3. 動態增加學生學習成效資料與系統的資料蒐集與問卷發展，發展待蒐集資料與議題，

並進一步發展待蒐集資料與議題，依現有數據評鑑與診斷學校現況，形成正向回饋。 

4. 開發國際認證標準的評核學生學習成效的各種工具與評核方法，並且重點試辦與修

正。 

5. 實務研究議題部分的擴充，納入本校中長程發展方向、行政、教學、學生輔導、學術

研究、國際化策略、產學與推廣社會服務等之執行成效進行研究。 

（三） 第三階段從106年8月至107年7月：完成以實證數據作為各項決策參考依據之機制 

1. 辦理研究成果評估，瞭解「以證據為本的實務研究帶動實務決策」之成效，做下階段

任務目標設立與新研究團隊成立之基準。 

2. 業務單位已熟悉分析軟體系統於平常業務成果展示，能定期檢視與修正業務之資源分

配與投入。 

3. 推廣國際認證標準的評核學生學習成效的各種工具與評核方法，結合第三週期教學單

位自我評鑑計畫，協助與規畫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辦學品質成效的檢視指標。  

4. 連結本校欲發展之雲端預算系統資料庫，讓所有的資料蒐集、宣傳、與應用更方便，

以結合現況化科技技術。 

5. 結合本校欲申請的Smart Campus產學大聯盟計畫，整合校內各項數據及軟硬體設備，

將校內各項資料數據數位化與智慧化，以加廣辦公研究成果之影響範圍及維持辦公室

高績效的永續發展。藉由建置高覆蓋率校園無線網路，建構智慧影像存取系統，提供

即時影像分析與各類即時資訊。推動並落實IoT研究在校園安全與生活便捷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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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一） 保證本校校務研究提升辦學成效的競爭力 

本校獲得教育部同意，依「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

則」執行教學單位自我評鑑，自訂評鑑機制與追蹤考核機制，然而，透過本校發展校務管

理能力之規劃，擬確實化與活化本校填報「教育部大學院校校務資料庫」相關數據，建置

全校整合性校務研究資料庫，以提升本校大數據研究中心即時追蹤各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

運作數據之能力。因此，在依循自我評鑑機制現有填報資料具有高合理性與確實性下，除

了目前本校各項資料庫的數據已高品質之外，若有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員，進行數據的活化

與分析，提出實證研究的結果，即能提升本校校務管理能力及決策品質。 

（二） 促進校內各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展現「以證據為本」的辦學績效 

具體而言，大學校園的各級行政單位與教學研究單位雖然各司其職，然而，學校各項

資料與成效皆仰賴教學現場單位執行教師教學，服務教師研究、確保學生學習成果的實際

產出。因此，雖說權責涇渭分明，但實際上行政單位的績效來自教學單位的填報與表現此

無庸置疑，無論在整體校務研究之運作概念應依循「由上而下－由下而上」（top-down and 

bottom-up facilitation）的運作模式，由全校性教務研究辦公室引導各單位確實進行證

據為本的行政管理，確實填報、檢核、追蹤各項資料與數據。在各項教育議題的決策、發

展與解決上，能以適時適合的資料為證據，確保辦學績效。 

（三） 回饋校內學生學習成效品保機制以加強學習資源重點投入 

有關本校校內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向來就有嚴謹之自我規劃與評量整體架

構，然而藉由本次計畫案之申請，持續加強本校各教學單位教學品質與行政資源的重點投

資。有關由實務研究的成果應用，不僅是本校本期申請大數據研究中心的工作重點，更是

在各項研究案結果產出後，各行政與教學單位必須據以持續自我提升必要改善之教學與行

政任務，因此，本校將依據實務研究成果應用方式如下。若研究結果為正向肯定業務表現，

則持續定期之業務推動與持行成果報告；若研究結果為負面，則必須提報各重要學校會議

並且討論案，接受學校行政會議之考核，若有積極改善的必要，則必須委託校內外專家參

與以協助輔導。以確保本校善用各項資源以保證學生學習品質。 

（四） 提高校務資訊自由化的程度及其在校務決策上的應用 

提高學校資訊自由是保障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及社會大眾有權自由取得各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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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次校務研究計畫案的申請，一方面為系統性整合校內重要相關資訊，一方面亦推廣

本校的辦學成果，此亦可結合本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開研究成果資訊

（http://public.nctu.edu.tw/），以爭取獲取利害關係人的肯定。另，本辦公室的成立

獲得校內行政長官的支持與肯定，將推廣大數據時代以證據為本之概念，善用研究成果於

校內各項決策上。 

（五） 建構 Smart Campus 擴大全校數據資訊之應用 

本中心建構的大數據平台，未來將連結互動式軟硬體設施(例如電視牆)，與學校的MOOCs 

與e-campus 教學平台系統，蒐集更多樣化與大量的學生學習動態訊息，以期瞭解與掌握學生

個別化的學習需求，並促進學生更多的人際互動與教學時的師生互動。進一步的，期望能達成

增進學生的學習與動機，並提升其學習成效與校園生活品質之目標。同時，此平台也會將現有

的校內資訊加以整合分析，以提供全校師生校園即時資訊，例如 1.即時生活資訊：如最新氣象，

包括天氣預報，空氣品質監測，校內餐廳營業狀況與促銷活動、公車、校車與公眾運輸每日班

次等。2.即時活動公告：如演講、比賽、各類活動的時間與地點。3.校園設施資訊：各類設施

(如建身房、游泳池)開放時間與使用人數等。此外，此平台將逐步利用Smart Campus所建構的

高覆蓋率無線網路與即時影像分析系統，由定點或不定點的攝影機所取得影像資料數據，提供

相關服務，例如：1. 教學影像與學生回饋的即時傳送。2. 校內車輛管理：出入口車牌辯識、

停車費計價、停車場空位數量、違規偵測、停車場內異常車況通報(如車燈未關、外觀毀損)。

3.人數流量監測：提供校內如餐廳、健身房等各設施即時人數估計。4. 異常事件通報：如交通

事故或人員受傷。5. 特定區域出入控管：如系館、實驗室的人員辨識與進出控管記錄。6. 校

內校園硬體設施維護：如建築物/路面損壞偵測與故障通報, 髒亂通報等。 

（六） 到達國際認可的全人教育與學術卓越之世界頂尖大學目標 

本校在研究成果受到國際機構評比機構高度認可，若能透過本次計畫案的申請，相信

將能在學生學習品質保證機制方面展現突破性之成果。尤其本校有堅強的專家團隊協助，

並將聘請專職研究人員執行計畫與方法，在教務、學務、教學單位的全力配合下，以落實

學生為主體的各項數據具體分析，以及開發與國際接軌的課程/學系學生學習評量方法，

將能夠引領本校整體教學跳躍式成長，提升國際競爭力與畢業生素質。 

八、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一) 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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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將與相關之專家及單位進行合作，進行各項全校性校務研究之執行與推動，發掘與

解決議題，建立自我檢討與改善的正向循環機制，展開各項實務型的研究計畫，發展本校跨領

域大數據研究之平台。  

(二) 不重複性 

本校跨領域大數據研究中心可以整合校內各類量化與質化校務資料，促進全校性校務研究

之執行與推動，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 

九、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本中心擬運用教育部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補助經費（附錄一），結合本校規劃經費，

進行各項全校性校務研究之執行與推動。將與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研究合作，增聘研究人員，

展開各項實務型的研究。經費使用規劃列舉如下。 

(一) 博士後研究員與助理研究員：以利長期留住核心人員，建立校務專業管理系統，將依循研

究人員系統，引導其升等（博士後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正研究員）。人員的

領域分布規劃為「發展、學習、課程分析專長(learning and developmental analytics)」，統計

分析專長(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數據庫分析專長(資料庫建立、維護、分

析等) …等等。 

(二) 學士與碩士級專任助理：分別為「發展、學習、課程分析專長(learning and developmental 

analytics)」、「統計分析專長(statistics and analytics) 」、「數據庫分析專長(database and data 

mining)」…等等。 

(三) 整合大數據分析技術之軟體與硬體：為使用現行分析大數據的技術(Hadoop、HDFS, STORM, 

SPARK, INFORSPHERE…等)，除添置一般文書處理用電腦設備外，另有中高階專業型電腦

主機供資料庫分析與設計統計模型、網路伺服器建置資料庫系統，與儲存裝置做資料備份

與管理使用。。 

(四) 顧問工作費：擬聘任國內外知名學者為本中心顧問，指導大數據之研究，協助本校校務研

究資料庫建置與開發。包括 Harvard 大學孔祥重院士(Prof. Hsiang-Tsung Kung,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n U. S. A., 中央研究院院士)、Stanford 大學王永雄院士(Prof. 

Wing Hung Wong,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in U. S. A., 中央研究院院士)、

IBM 研究院院士石靜雲博士(Dr. Jing Shyr, IBM Fellow)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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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差旅費：安排主任與博後參加國際會議，如美國 AIR 年會等相關會議。本中心專任人員必

須參加大數據相關、學生學習成效、校務研究等活動與研討會，並不定期舉辦校外教學參

訪、企業實習或相關會議，並透過會議交換成果心得。 

(六) 業務費：聘請校外資訊專家及校務研究諮詢專家參與校務辦公室會議及系統開發會議，透

過辦理校務研究相關研習或演講，編輯年度成果。 

(七) 空間規劃費用：專任人員及中心主任辦公室與會議室整修，添購辦公家具、會議桌椅、會

議設備(如白板、投影布幕)、空調設備等。 

十、空間規劃 

本中心擬使用之空間為工程五館五樓， 533A、533C 兩間辦公室，面積合計 87.9 平方公

尺（如下圖），做為專任人員以及中心主任的辦公室與會議室。 

 

十一、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大數據研究中心人事聘任包括由本校教師兼任、專任及約聘三種。本中心設中心主任一

人，負責綜理中心事務，可設立副主任若干人，負責各研究計畫之推動與事務處理。而本中心

的三個組別在未來得視中心營運與發展狀況，委請本校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另外，本中心

擬聘任國內外知名學者為本中心顧問。本中心的專任人員名單如下表所示: 

表 1： 本校大數據中心現任專職人員學經歷資料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專長 工作項目 

林宜穎 
專任博

士後研

1. 美國喬治亞大學教育學

博士。 

美國與台灣的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教育

負責建置教育學習

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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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 2.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講

師。 

研究法、老年學、學

習動機 

廖彥欽 

專任博

士後研

究員 

1.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所博

士。 

2. 瑞銘科技主任工程師。 

通訊原理與通訊系統

設計、機器學習、製

成資料分析 

負責協助規劃分析

數據分析方法。 

劉育君 

專任碩

士級研

究人員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

教育所資訊科學組碩士。 

2. 華騰科技公司研發工程

師。 

資料庫、資料探勘 協助校務研究計畫

的執行 

蘇柔勻 
專任行

政助理 

1.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工業

安全與衛生系學士。 

2. 國立交通大學教研所計

畫助理。 

1. 執行大學行政各

項業務。 

2. 教育計畫助理。 

 

協助各項行政庶務 

 

十二、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本中心每年將進行一次自我評鑑，邀請校內外相關研究領域之專家共同進行評鑑，評鑑

指標如下： 

(一) 服務成果：提供大數據分析的諮詢服務之成果，包含大數據分析的諮詢服務數量、各單位

應用分析結果於實務情況等。 

(二) 研究成果：協助並參與校內外各項研究計畫等之成果，包含協助提昇校內學生之學習成效

相關研究成果，以及參與校內外大數據之相關研究與計畫之成果等。 

(三) 跨單位及跨組織合作成果：與校內外各部門合作、與國內外研究單位之交流互動、資源共

享、及團隊合作之績效。 

(四) 教育部計畫的執行成果：依教育部期中或期末成果報告等規定提供成果報告書，及配合教

育部活動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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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ㄧ  教育部核定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