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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3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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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鴻興教務長 

出  席：張翼副校長兼代理研發長、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柯富祥副學

務長代)、陳俊勳總務長(楊黎熙副總務長)、徐文祥國際長(張家靖副國

際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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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均立院長、曾成德院長、鐘育志院長、許

根玉院長、張翼院長、蘇育德主任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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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庭教授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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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委員、洪景華委員、林宏洲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奕蘭委

員、趙瑞益委員、王雲銘委員、簡美玲委員、倪貴榮委員、廖威彰委員、

陳明璋委員、黃孝宏委員、黃吏玄委員 

請  假：陳信宏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張維安院長、劉尚志院長、李威儀委員、

金大仁委員、王晉元委員、黃興進委員、李峻德委員、張靄珠委員、魏

玓委員、林建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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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楊淑蘭主任、綜合組張漢卿組長、資訊工程學系曾新穆教授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校務規劃是非常重要之部分，尤其今年度在教務方面有許多推動的方

針。如各位委員有創新的想法或其他意見亦歡迎隨時提出。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4年 11月 25日 104學年度第 1次校

務規劃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6)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報告 

有關本工作小組辦理 104學年度第 3次通訊審查之決議事項如下(附件

2，P.7~P.11)： 

同意「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於 105年 2月 1日至 105年 4月 30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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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2016 OPEN HOUSE 交通大學企業校園徵才」之帆布廣告於 13舍

(面新安路側)案，但懸掛圖樣內容應避免為某特定廠商宣傳。 

四、其他報告 

總務處報告 

(一)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本案已於105年2月l日召開空間使用及搬遷檢討會議；同時就後續

相關實驗設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前新建

工程正進行4樓結構體施作，國際會議廳部分則進行1樓柱鋼筋之

續接及綁紮作業，工程進度為23.77％。 

(二)人社三館新建工程： 

本案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104年10月8日開會檢討正驗缺失改

善相關事宜，因廠商改善時問已逾3個月且部分缺失無法改善，業

已彙整資料函報教育部辦理減價收受事宜，教育部於2月5日同

意，並於105年2月24日辦理正驗複驗。另刻正辦理搬遷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勞務招標案採購程序，並積極與使用單位洽談搬遷及相

關協調事宜中。 

(三)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 

本案目前進行結構體工程施工，已完成南棟地上四樓及北棟地上

三樓結構體施工，現正施作南棟地上六樓樓板鋼筋綁紮及北棟地

上四樓柱牆鋼筋綁紮、模板組立及機電配管作業中，工程現場進

度為33.29%。 

 

貳、討論事項 

 

案  由：資訊學院擬申請於 106學年度新設「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資訊學院說明： 

(一)資訊學院擬於 106學年度申請增設「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二)中文名稱定名為「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英文名稱定名為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三)本碩士班設立之目的: 

1、因應大數據領域迅速發展之全球趨勢及其所帶來之需求與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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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育數據科學與工程領域所需之專業人才，以符國家發展

與產業升級之需。 

3、發展數據科學與工程領域之頂尖研究以及符合產業所需之

創新性跨領域應用。 

(四)本碩士班成立之發展重點: 

1、以資訊學院現有之相關專業學科為核心，與理學院等學院

合作建構完整之數據科學學科與教育平台。 

2、招收多元領域之學生，於人才培育上導入扎實之核心技術

知識與跨領域應用能力，培養兼具理論知識與實際應用能

力之數據科學專業人才。 

3、與國內外頂尖研究機構合作發展先進之數據科學核心技

術，提升研究能量，並與代表性產業合作發展創新之跨領

域應用。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案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依據教育部規定，

於 105 年 6 月依「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

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時程辦理。 

(二)本案經審議報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

請教育部核定。 

(三)招生名額另案研議。 

三、本案業經 105年 2月 17日 104學年度資工系第二學期第 1次臨時

系務會議(附件 3，P.12)及 105 年 2 月 19 日資訊學院 104 學年度

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 4，P.13)。 

四、檢附本校「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增設計畫書。 

決  議： 

一、本案之招生名額除資訊學院資訊科學工程研究所己組現有 10名名

額及另向教育部申請外，如仍有不足之名額，則由資訊學院內部

調整。 

二、刪除本案之計畫書第 1 頁「國內設有本學系博(碩)士班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學校」欄位中第一頁「5.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

資訊科技中心」及「6.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數據科學

與應用研究所」。 

三、其他有關會中委員所提出計畫書之修正意見，包括規劃納入除資

訊學院、理學院以外之相關支援學院(如電機學院、管理學院、生

物科技學院等)、有別於其他學校類此科系之特色、國內醫療大數

據資料整合之規劃、規劃內容須與申請系所名稱符合……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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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參酌後修正計畫書。 

四、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於會後修正之本校「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增設計畫書」

請另參閱附件 5。 

參、臨時動議 

案  由：電機學院擬申請於 105學年度增設「電機學院博士班」案，請討

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說明： 

(一)擬申請於 105 學年度增設「電機學院博士班」。 

(二)本博士班設立之目標：為配合「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成立，目標為建立國內產業界及學術界合作典範，培育具有

產業觀點且具備最高等級研究能力的博士人才，創造針對產

業界需求之創新技術。 

(三)本博士班的發展方向：銜接現有電機學院各系所之強項領

域，也考慮到國內產業界升級以及新創事業亟需的新技術，

達成產學雙贏。 

(四)本博士班的課程規劃：本院課程規劃向來重視學用合一，本

院畢業學生絕大部分順利於國內外高科技產業就業。然而本

博士班不只著眼於滿足產業目前之技術人力需求，更展望未

來產業所需人才、並進一步引領未來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同

時應對快速變遷的產業型態和經濟趨勢，本校近年來即大力

推動產業及創新導向的特色課程。 

(五)未來因應國際化需要，提升本院及培育人才之國際地位，目

前世界各國的高等學府均積極朝向國際化發展，無不透過國

際交流合作，一方面吸引優秀外國學者和學生研究或就讀，

一方面提昇本國學者和學生的國際觀與全球視野；另外為使

本院電機電子光電專業工程師能發展成功的生醫工程應用，

以跨領域的思維進行深入之研究，以協助與加速我國生醫產

業的發展，後續本院也將加入國際合作領域及生醫工程類博

士班，以維持國際化競爭優勢。 

(六)申請計畫書內容包含： 

1、申請理由。 

2、本博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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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博士班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4、本博士班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5、本博士班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6、本博士班課程規劃與修業規定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本案若獲教育部同意，105學年度僅能

對內招生(甄選本校其他博士班學生後依轉所程序辦理學籍

轉移)，106學年度起方得對外招生，106學年度招生名額另案

研議。 

(二)本案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依據教育部103年11

月12日臺教高(二)字第1030159550D號函(附件6，P.14~P.15)

及105年2月22日臺教高(二)字第1050012840號函(附件7，

P.16~P.17)規定，於105年4月15日前報部。 

(三)本案經審議報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

請教育部核定。 

三、本案經 104年 5月 19日電機學院 103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審議

通過(附件 8，P.18~P.19)。 

四、檢附本校「電機學院博士班」增設計畫書。 

決  議： 

一、本案之招生名額由電機學院內部調整。 

二、刪除計畫書中畢業論文篇數之要求。 

三、其他有關會中委員所提出計畫書之修正意見，包括刪除與本案不

相關之資料、確認組織編制之正確性、用詞文字之一致性、內容

應詳實填具……等，請提案單位參酌後修正計畫書。 

四、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於會後修正之本校「電機學院博士班增設計畫書」請另參閱附件

9。 

 

肆、散會：13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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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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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電子研究所擬申請為獨立所。 

本案因電子系內部在相關議題的

師資安排及未來系所的定位與發

展上尚未達成共識，本案暫緩校

務會議提案，已於 104年 12月

14日簽准。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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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於 104年 12月 30日檢送「交

大國際產業設計園區」計畫書

予教育部；於 105 年 2 月 17

日電洽高教司承辦單位表示

俟綜整各單位及委員意見後

函復本校。 

二、於 104年 12月 30日檢送「交

大國際產業設計園區」計畫書

予新竹縣政府，函請列入重大

設施及施行方針；於 105年 2

月 17 日洽新竹縣政府綜發處

規劃科表示，本案業已召集相

關單位開會討論，現轉由教育

處彙整府內相關意見後函復

本校。 

總務處 

三 
一級行政單位-「大數據研究中心」

設立申請案。 

本中心設立案業經校務會議通

過，尚未納入本校組織規程；後

續已由秘書室協助辦理依程序進

行將本中心納入本校組織規程及

組織系統表陳報教育部事宜。 

大數據研究

中心 

四 
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校

備忘錄案。 

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

校備忘錄業已提送 104 年 12 月

1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校務會議討論，並經校務會議舉

手表決通過。 

秘書室 

附件 1 



7 
 

 

 
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第 3 次通訊投票審查紀錄 

 

通訊審查時間：105 年 1 月 14 日至 105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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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 2016 年 Open House 企業校園徵才活動，擬於 105 年 2 月 1 日 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期間，懸掛帆布廣告一幅於 13 舍(面新安路側)，提請

同意。（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提） 

 

說  明： 

    交大 Open House 企業徵才活動為桃竹苗區最具規模的校園徵才活動，為提供

交大同學參與活動企業最優質的校園就業求職媒合平台，至今已邁入第 28 個年

頭，已成功賦予 Open House 新意，並成為代表交大之不可或缺的大型活動盛事之

一。不僅可爲本校學生提供充足的產業資訊、建立良好的人才媒介機制，並協助

各企業覓得優秀人才；本活動可為學生帶來與企業機構、與校友間良性互動機

會，也為學校建立和產業間良好的合作配合關係。 

    本次活動搭配合座談會、分享講座、展示會、企業參訪等活動，透過多管道、

全方位的整合行銷傳播，讓學生了解產業趨勢、認識企業。於活動期間透過戶外

公共場合帆布廣告物布幔、文具品宣傳(紀念筆、L 型資料夾)等之宣傳，除以交

大 Open House 企業徵才為主體外，亦廣邀各企業之贊助合作方案，除籌措學務處

就業輔導組內人事經費及舉辦徵才活動等各項費用外，透過本校與企業共同徵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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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布幔與文宣文具等廣告宣傳，讓同學得到充足之企業產業徵才資訊，對籌

劃未來的就業藍圖有所助益，達到解決學生問題、幫助學生就業的良善效益。 

    本次活動將製作大型戶外帆布廣告懸掛於 13舍D處，以擴大提高Open House

企業校園徵才活動的能見度，配合透過贊助合作方案申請之台積電徵才廣告，對

本校教職員、學生與鄰近民眾，具有宣傳本次徵才企業說明會、就博會之效果，

併提升交大 Open House 企業徵才活動在桃竹苗區地區之效益；另亦能吸引鄰近

企業機構加入本校徵才活動，為學生開闢更多就業領域與管道。預計懸掛於 13

舍 D 處時程為 105 年 2 月 1 日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止(為期 3 個月)。 

 

 

提案單位廣告效益評估： 

    本校交通大學企業校園徵才活動，自 1988 年起舉辦至今已邁入第 28 個年

頭，是本校不可或缺的大型活動之一。每年吸引萬餘以上人次到場參觀，實為本

校一年一度的盛事。本組為了扮演交大全體學生及公司企業橋樑的角色，協助各

企業在本校覓得優秀人才，並讓同學得到充足的產業資訊，順利轉銜進入合適企

業。配合座談會、分享講座、展示會、企業參訪等活動，透過多管道、全方位的

整合行銷傳播，達到徵才活動最大效益，對同學籌劃未來的就業藍圖有所助益。 

    緊鄰 12 舍、研二舍、綜合一館與 F 機車棚與新安路，同學往來相關頻繁，

徵才活動資訊曝光對同學們求職有莫大的助益；另新安路也是通往園區的要道，

廣告大型布幔的醒目程度，對竹科公司車輛行駛或來往的校外人士經過時有極高

的宣傳與曝光效益，也對本組單位自籌款項的募集有非常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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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欲懸

掛處 

帆布廣

告內容 

帆布廣

告尺寸 
懸掛處實景照片模擬 

一 

13 舍 

(面新

安路) 

D 

2016Op

en 

House  

企業校

園徵才

活動宣

傳 

 

D ：

1515CM

*727CM 

 

 

事務組初審意見： 

(一) 就輔組擬新案申請懸掛大型帆布廣告於十三舍西側外牆(D

面)(105.2.1~105.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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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規定屬第一級活動宣傳每面每次 5,000，共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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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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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一) 有關本次提案之文宣廣告物建議應以校內活動宣傳為主，雖然提報單位

原約定之企畫方案為半版廣告，但考量本校徵才活動之主體性，企業贊

助版面仍惠請提案單位考量圖樣配置比重及呈現方式，需輔助本校活動

宣傳，以避免主客易位。 

(二) 未來有關提案單位之企業贊助方案，設計內容仍請考量校內主體活動之

呈現。 

委員審查意見: 

 王協源委員意見 

(一) 建議提報單位未來給廠商的企劃書中的布幔範本一定要依工作小組的

初審意見進行修正。像附檔今年企劃書中的布幔範本就嚴重違反工作小

組的初審意見。若提報單位忘記修改未來還是用舊版的布幔範本去招募

贊助廠商，未來此問題還是會每年重演。 

(二) 本人建議對此事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要建立具體原則（例如詳

細規範：交大活動布幔一定要掛在贊助廠商廣告布幔的上方，贊助廠商

廣告布幔面積大小不可超過交大活動布幔面積的 30% 等）且未來此類

活動的布幔廣告申請都要符合此原則方能獲得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

作小組審查通過。 

貳、 委員投票：共計 8 人回覆，5 人未回覆 

 同意 (代表同意以下決議內容），計7票 

同意「2016 OPEN HOUSE 交通大學 企業校園徵才」帆布廣告的懸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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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避免造成為某特定公司或廠商進行其徵才宣傳之情形，懸掛圖樣

內容「2016 台積電 校園徵才」就有此顧慮，建議可以其他較中性的

方式呈現，例如將所有贊助廠商呈現於懸掛圖樣內容內等。 

 反對 (代表不同意決議內容），計1票 

監票人：校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 

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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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臨時系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 中午 12:00～下午 13:53 

地點：工程四館 528 會議室 

主席：王國禎主任 

出席：全體教師 

紀錄：張巧涵、呂慧娟 

壹、前次系務會議（105 年 1 月 7 日）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参、討論事項： 

案  由：成立「資料科學研究所」相關事宜討論案。 

說  明： 

1.105 年 1 月 28 日(四)104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委員會議：12 票同意、0 票反對，通過成立

資料科學研究所。 

2.擬於 106 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新設研究所之名稱參考各委員提供之建議，經系務會

議討論後將提交至院務會議決議。英文名稱：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中文名稱：「資料

科學研究所」、「數據科學研究所」、「巨量資料科學研究所」、「數據科技與應用研究所」

或其他更適名稱。 

3.擬招生名額：每年 25 名。 

決  議： 

1. 32票同意、0票反對，通過成立此研究所。 

2. 研究所名稱提案及其得票數(如下表所示)將送交院務會議決議。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提案者 得票數 

資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原提案附議 19 

巨量資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g Data Science 原提案附議 0 

資料科學與知識工程

研究所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莊仁輝教授 27 

資料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彭文志教授 14 

應用資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Applied Data 

Science 

胡毓志教授 2 

3. 會後請系上補調查本院有多少教師願意放多少名額在此研究所。 

4. 教師收學生員額部分待教育部通過後再召開系務委員會進行細節討論。 

以下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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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5 年 2 月 19 日(五)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三館 411 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王國禎、荊宇泰、王協源、吳毅成、李毅郎、易志偉、林盈達(請假)、 

曹孝櫟(請假)、莊榮宏(請假)、彭文志、曾建超、謝續平 

列席：曾新穆 

記錄：紀珮詩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一、案由：新設資料科學相關領域研究所，請討論。 

說明：  

(一)資料科學相關領域研究所計畫書如附件二。 

(二)擬於106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新設研究所之名稱，經105年2月17日104學年度資工

系第二學期第1次臨時系務會議決議建議英文名稱：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中文名

稱：「資料科學研究所」、「數據科學研究所」、「巨量資料科學研究所」、「數據科技與應

用研究所」或其他更適名稱，會議紀錄如附件三。 

(三)所名經資工系系務會議投票後得票數如下表：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提案者 得票數 

資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原提案附議 19 

巨量資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g Data Science 原提案附議 0 

資料科學與知識工程

研究所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莊仁輝教授 27 

資料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彭文志教授 14 

應用資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Applied Data 

Science 

胡毓志教授 2 

(四)擬招生名額：待教育部通過後，系所再進行調查確定招生名額。 

決議：經在場出席院務會議委員討論後，中文名稱定名為「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英文名稱定名為「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將送交本案研究所計畫

書至校規會議討論。 

以下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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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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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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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電機學院 

院務會議第 3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至 14：0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10 會議室 

主席：杭學鳴院長       

參加人員：  

楊谷洋副院長、黃經堯副院長、陳紹基主任、李鎮宜教授、崔秉鉞教授、 

顏順通教授、王蒞君主任、吳炳飛教授(請假)、陳科宏教授、陳信宏教授(請假)、 

劉柏村主任(請假)、陳智弘教授、盧廷昌教授(請假)、戴亞翔教授、林鴻志主任、 

楊  武主任、洪崇智主任、侯拓宏主任、林顯豐所長(請假) 

                     記錄：呂沼燕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4.3.24)已 E-mail 核閱確認。 

參、 討論事項： 

一. 案由：本院擬申請增設 105 學年度電機學院博士班案，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務處來文，茲因教育部來函提及 10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申請，各

所核准 70%名額，另 15%由學校(校長)調控分配，在 8 月底要將分配結果報

教育部，最後教育部回收的 15%接受申請要回一些名額，要在 6/18 提出申

請，條件是： 

(1) 教育部 104 年核准 105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 

(2) 因應特殊領域或產業之人力培育需求，要有博士培育規劃等專案計畫及

博士培育機制。 

2. 依據教育部修訂「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作業

要點」，修訂後明定：「學校於獲計畫補助後，應於三年內完成申設博士學位

學程或招生分組作業」。 

3. 依據教務處統計，103 年電機院博士班名額 139，註冊 94；註冊率 67.63%， 

  十分接近 7 成。104 年電機院博士班名額 132 名，包含 6 名是暫借自工學 

院(10303 行政會議紀錄)。如果 104 年註冊率亦近 7 成，扣除 3 成後將缺 

乏成長空間。電機學院已申請產學菁英計畫及擬申請學術菁英計畫(國際 

合作培育人才)，因此在學院下配合設立博士學位，用不同訓練與畢業要 

求，增加博士生修讀意願。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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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機學院博士班之計畫書(稿)如附件(略)。 

5. 優質實踐準則(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工程博士班)如附件(略)。 

6. 類似學程舉例如附件(略)。 

   決議：本案通過。 

 

以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