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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9月 29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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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盧鴻興教務長、張基義

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林寶樹主

任、陳永富院長、唐震寰院長、莊仁輝院長、韋光華院長、胡均立院

長、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張維安院長(張玉佩副院長代)、

許根玉院長、李威儀委員、高文芳委員、翁志文委員、洪慧念委員、

吳文榕委員、劉柏村委員、董蘭榮委員、宋開泰委員(蕭得聖副教授

代)、陳巍仁委員、曾建超委員、陳仁浩委員(黃正昇副教授代)、陳軍

華委員、洪景華委員、呂志鵬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李秀

珠委員、陳一平委員、王雲銘委員、林志潔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

璋委員、黃孝宏委員 

請  假：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黃美鈴學務

長、鐘育志院長、劉尚志院長、陳紹基委員、莊榮宏委員、謝續平委

員、林妙聰委員、馮品佳委員、朱智瑋委員、魏玓委員、林建中委員、

許恒通委員、羅琮傑委員、張碩恒委員 

列  席：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綜合組張漢卿執行秘書、研

發處張慧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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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4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次臨

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以及 106年 5月 18日 105學年度 105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之執行情形） 

請參閱附件 1(P.6~P.7)。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報告 

有關本工作小組於 106年 5月 19日至 106年 9月 25日期間，依本校

「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辦理通訊審查之決議事項如下： 

(一)通過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於 106年 8月 1日至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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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止，懸掛招生廣告帆布一面於十三舍西側外牆 C面(附

件 2，P.8~P.10)。 

(二)通過藝文中心於 106年 9月 9日至 107年 2月 9日止，懸掛校際

藝文活動廣告帆布三塊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廣場旁

外牆、圖書館 B1側門弧形外牆等三處(附件 3，P.11~P.1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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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9月20日就2、3樓裝修細部設計召開會議檢討，另4

至7樓初步細設內容已移請使用單位就預算檢討。目前主體工程結

構體、外牆工程等已完成，現在進行內部消防、水電配管、裝修

工程及景觀工程等，工程現場進度為97.54%。 

(二)人社三館新建工程： 

本工程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另系所裝修部分已於106年4月27

日完成，且人社院音樂所(5、6樓)、英教所(3樓)及外文系已搬遷

完成，目前俟人社院院辦(2樓)排定搬遷時間後完成全棟搬遷事

宜。 

(三)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 

目前結構體已完成，現正施作景觀工程與機車道工程等。另於106

年6月26日完成第一次變更設計與第二次變更設計等事宜，工程現

場進度為99.55%。 

五、教務處報告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規劃委員會通過之系所調整案報部情形分述

如下(附件 4，P.15~P.24)： 

(一)管理學院「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碩士班、博士班」

107學年度擬調整回復為「資訊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案，業經教育部 106年 5月 24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073212B號

函，以及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

意 107學年度新增「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停招「資

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碩士班、博士班」。 

(二)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交通運輸博士班、物流管理博士班 107 學年

度整併為「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博士班」，業經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三)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學籍分組，業經教育部 106年 5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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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73159B號函，以及 106年 7月 28日臺教

高（四）字第 1060105636C 號函同意 107 學年度學籍分組為「產

學研究組」及「學術研發組」2組。 

(四)107學年度增設「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業經教育部 106年

5月 24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73159B號函，以及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五)107 學年度增設「客家文化學院博士班」，業經教育部 106年 5月

2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73212B 號函，以及 106 年 7 月 28 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六)資訊學院「網路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107 學年度起停招，

業經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

同意。 

(七)107學年度增設「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業經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八)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起停招，業經教育

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九)107學年度增設百川學士學位學程，業經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十)臺南分部 107 學年度增設「綠能國際博士位學程」，業經教育部

106年 5月 24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73212B號函，以及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 

(十一)106 學年度增設「理學院食品安全碩士在職專班」案，業經教育

部 106年 3月 2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33497K號函復未通過。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校級研究中心－「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立案，請討

論。(研究發展處提) 

說  明： 

一、為推動國內電信前瞻技術發展及跨領域應用研究，整合相關研究

資源，以提升臺灣電信產業整體競爭力。本校擬和贊助企業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設立「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盼

能以此中心之設立從事跨領域之產學合作，並整合研究人力與資

源，以期能提升國內電信營運建設技術、創新服務研發及前瞻性

新科技之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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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成立初期，中華電信將每年提出價值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

之委託研究案，持續四年為原則，並得向政府部門提出研究計

畫，以爭取更多研究資源，達成經費自給自足之目標。 

三、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副主任二人，襄助主任推動

並執行中心業務，聘任專任助理一名或兼任助理數名，以推動本

中心之業務，並執行主任及副主任所交付之任務以及經常性事務。 

四、本案業經 106 年 9 月 2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5，P.25)。 

五、檢附「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附件 6，

P.26~P.27)、「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逐條

說明及草案全文(附件 7，P.28~P.31)。 

六、另檢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附件8，P.31~P.32)

及「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附件 9，P.34~P.35)供參。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光電學院下設之「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照明與能源光

電博士學位學程」與「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等 3博士

學位學程擬自 108學年度起調整合併為「光電學院博士班」，請

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光電學院說明： 

(一)因應世界各知名大學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的發展趨勢，及

配合教育部提出以學院為核心教學之理念，將現有 3博士學

位學程(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

程、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申請於 108學年度調整

合併為光電學院博士班。 

(二)本案業經 106年 9月 18日台南分部 106學年度第 1次分部、

院、所聯席會議通過(附件 10，P.36)。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台南分部招生總量獨立計算，原 3博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共

9名，調整後招生名額維持原來 9名。 

(二)本案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依據教育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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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6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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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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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本案之整併計畫書(請另參橘色資料附件)。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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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規劃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05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107學年度增設「工學院機器人碩

士班」案。 

本案106 年4月28日經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紀錄修正通過本案之名稱為

「工學院機器人碩士班」。會後經

校內再協調，本案由工學院、電

機學院、資訊學院共同支持，以

跨學院碩士學位學程方式運作，

經 106年 5月 17日本校 105學年

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業

以 106年 5月 25日交大教綜字第

1061005580號函報部，並經教育

部 106 年 7 月 28 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60105636C 號函同意增

設。 

教務處 

二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

學程」107學年度起停招案。 

本案經 106年 5月 17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業以 106年 5月 25日交大教

綜字第 1061005580號函報部，並

經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

(四)字第 1060105636C 號函同意

停招。 

教務處 

三 
107學年度增設「百川學士學位學

程」案。 

本案於 106 年 4 月 28 日經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

劃委員會議紀錄通過修正本案之

名稱為「百川學士學位學程」，經

106 年 5 月 17 日本校 105 學年度

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業以

106 年 5 月 25 日交大教綜字第

教務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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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05580 號函報部，並經教育

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60105636C號函同意增設。 

四 
臺南分部 107學年度增設「綠能國

際博士學位學程」案。 

本案經 106年 5月 17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業以 106年 5月 25日交大教

綜字第 1061005580號函報部，並

經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

(四)字第 1060105636C 號函同意

增設。 

教務處 

105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本校「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修正案。 

本案業經 106 年 6 月 7 日 105 學

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已將

修正後之辦法於 106年 6月 14日

交大秘字第 1061006622 號書函

轉知本校各單位，並置於秘書室

網頁。 

秘書室 

二 
本校「光復校區工四館周邊景觀暨

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提送審議。 

本案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業

於 106年 9月 22日完成細部設計

審查，刻正辦理招標前置作業等

相關事宜。後續工作將依採購規

定及流程辦理。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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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105 學年度第 4 次通訊審查紀錄 

通訊審查時間：106 年 5 月 26 日至 106 年 6 月 2 日中午 12:00 

審查委員：王協源委員、王念夏委員、左帥委員、林建中委員、邱裕鈞委員、

侯君昊委員、張基義委員、莊雅仲委員、曾成德委員、黃世昌委員、

鍾崇斌委員、羅烈師委員、龔書章委員(依筆畫排列) 

壹、 提案內容： 

案   由：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懸掛帆布招生廣告一面於十三舍

西側外牆C面，懸掛時間為 106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30 

日，提請同意。 

說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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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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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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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學程為招生宣傳及增加學程的曝光度，歷年來申請懸掛帆布廣告於

13 舍外牆。本校鄰近科學園區，新安路乃通往園區的要道，交通往

來頻繁，醒目的大型廣告布幔，對於往來竹科的開車族、機車騎士或

校外人士途經時有極高的宣傳與曝光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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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西側外牆(C 面)，懸掛期間 106/08/01-106/10/30，懸掛位置及期限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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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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宣傳每面每次 5,000，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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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通訊審查情形：共計 13 人回覆，0 人未回覆。 

   本次投票計13票同意，0票不同意；另請參酌委員建議如下: 

 內容沒問題，顏色與字型可再考量，尤其是顏色可再好些。 

 

監票人： 校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 

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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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三舍外牆 
EMBA 學程形象

暨 招生資訊 

1950cm （高） ×

750cm（寬） 

 

帆布廣告內容(廣告彩樣稿及實景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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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106 學年度第 1 次通訊審查紀錄 

通訊審查時間：106 年 08 月 30 日至 106 年 09 月 6 日中午 12:00 

審查委員：王協源委員、王念夏委員、王斯右委員、林建中委員、邱裕鈞委員、

侯君昊委員、張基義委員、李美華委員、曾成德委員、黃世昌委員、

鍾崇斌委員、羅烈師委員、龔書章委員(依筆畫排列) 

提案內容： 

一、案   由： 

    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三塊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廣

場旁外牆、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等處，懸掛時間為 106 年 09 月 09 

日至 107 年 02 月 09 日，提請同意。 

二、說  明： 

(一) 為了宣傳推廣本校藝文中心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之藝文性活動

（屬校際藝文活動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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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關帆布懸掛效益評估詳附件一。 

三、事務組初審意見： 

(一) 藝文中心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之藝文性活動（屬於校際藝文活動

宣傳），暨搭配大一藝文護照課程推廣，擬新案申請懸掛帆布廣告於活

動中心外牆、圖書館大門廣場旁外牆、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三處，

懸掛期間 106/09/09-107/0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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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免費。 

(二) 唯獨活動中心部分帆布尺寸有所變更(如下圖所示)。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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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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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審查結果： 

(一) 本次通訊投票共計 11 人回復，2 人未回復；回復之投票結果計 10 票

同意，1 票反對；反對意見如下: 

1. 使用之底色（深藍色、暗綠色、土黃色、赭紅色等）彼此之間的顏

色關係不佳。 

2. 各個活動的主訴求視覺都以照片或圖片，過於凌亂。 

(二) 經通知申請單位相關委員審查意見，表示因開學在即，本次廣告帆布

業已完成製作，再予修改恐有經費與時程上之考量，業將上述情形回

報委員了解。 

(三) 本次基於投票結果予以通過，惟請申請單位應儘早先予提送本小組審

查，俾利維護校園空間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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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活動中心

外牆 

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之

藝文性活動 

分成兩塊 

左： 

1320(H) 

x475(W)cm 

右： 

1320(H)x 

560(W)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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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館大

門廣場旁

外牆 

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之

藝文性活動 

680 (H) 

X780(W)cm 

 

三 

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

外牆 

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主辦之

展覽活動 

176(H)x2076(

W)cm 

 

 

帆布廣告內容(廣告彩樣稿及實景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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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6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 1 會議室 

主持人：李大嵩 研發長 

出席委員：林寶樹主任、胡均立院長(鍾惠民副院長代)、韋光華院長、唐震寰院

長、陳永富院長(王念夏副院長代)、張維安院長(許維德副教授代)、

張翼院長(黃柏蒼助理教授代)、許根玉院長、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

院長代)、莊仁輝院長、劉尚志院長(請假)、鐘育志院長 

列席人員：簡紋濱副研發長、任明坤主任、任秋玲組長、高君琳小姐、陳怡文

小姐、吳仰哲先生、李珮玲小姐、林貝芬小姐、 

張佳耘小姐、張慧君小姐 

記    錄：李阿錞小姐 

 

報告案 (略) 

 

討論案 

 

案由二、校級研究中心－「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推動國內電信前瞻技術發展及跨領域應用研究，整合相關研究資

源，以提升臺灣電信產業整體競爭力。本校擬和贊助企業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設立「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盼能以此中心

之設立從事跨領域之產學合作，並整合研究人力與資源，以期能提升

國內電信營運建設技術、創新服務研發及前瞻性新科技之研發能量。 

(二) 檢附「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如案由 2-1)、

「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如案由 2-2)、「中華電信-交

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如案由 2-3)、「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及全文(如案由 2-4)。 

決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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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國立交通大學「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立宗旨為推動國內電

信前瞻技術發展及跨領域應用研究，整合相關研究資源，以提升臺灣電信產業整體競爭

力。依此宗旨，本中心設立之具體目標為(1)促進電信產業：推動臺灣電信前瞻技術發展，

增進國家科技產業競爭力。(2)跨領域應用研究：以實質研發成果，解決電信產業需克服

之重要技術議題。(3)人才培育：產學互動，培育臺灣電信產業相關科技研發人才。 

二、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全球科技競賽愈演愈烈，電信、資訊及傳播等數位科技匯流勢在必行。為打造數位雨林

的前瞻願景，勢必要投入更多前瞻技術之發展，如網路技術、OSS/BSS 技術、資訊安全、

經營策略、加值技術、企客技術、車載資通訊、人工智慧、智慧聯網及雲端運算技術。

鑑於交大在上述領域享有國際一流的聲望，中華電信盼可透過本中心借重交大的研發能

量從事跨領域之產學合作，並整合研究人力與資源，以期能提升國內電信營運建設技術、

創新服務研發及前瞻性新科技之研發能量。 

本中心依「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立。 

三、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本中心預定執行下列工作： 

（一） 成立研究團隊與進行研究計畫：依中華電信提出之委託需求，經中心媒合合適教

授及研究人員後成立研究團隊，進行各研究計畫之研究。中心成員及研究團隊須

簽訂「保密同意書」及「保密切結書」。 

（二） 其他與本中心相關之學術與人才培育或招募計畫。 

四、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一） 本中心實際設置於交大校內，空間由交大提供，屬於交大校級單位，置主任一人，

並置副主任兩人。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相關領域教師或研究員聘兼之；副主任

一人由交大教師兼任，由中心主任與中華電信共同商定後任命，另副主任一人由

中華電信指派公司人員兼任。中心主任與副主任負責中心之營運業務，含計畫管

理、成果管理、人事、經費、與會計等業務。中心應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成果發表

會，發表會之形式和內容由中心主任和兩位副主任共同協議。 

（二） 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負責中心之發展規劃與管理稽核。中心會議由中心成員組

成，中心主任擔任主席，定期召開會議。 

（三） 配合中心運作，另設『考核委員會』。委員會由五名委員組成，由中心主任及中

華電信共同協商，就國內、外學者專家及中華電信人員中提請校長聘兼之。考核

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一次，考核各計畫成效並指導中心方向及業務。獲聘之

委員須簽訂「保密切結書」。 

五、近、中及長程規劃： 

（一） 近期：推動交大與中華電信在創新服務研發及前瞻性新科技等相關軟、硬體之前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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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研究，引導鼓勵學生朝創新服務、行動網路、通訊系統、人工智慧及智慧聯網

進行跨領域發展，提升研究風氣。 

（二） 中程：於交大與中華電信建立國際領先之前瞻次世代行動網路、通訊技術與和創

新服務技術能量，並培育優秀研發人才。除原有之領域之外，中心能提供優秀研

究人力和資源，在中華電信訂定之其他技術領域建立產學合作。 

（三） 長程：整合並提升交大與中華電信在國際前瞻行動網路研究能量與能見度，建立

未來次世代行動網路、通訊技術與和創新服務領域之國際領先優勢。在其他新的

創新技術領域，能夠建立一支國際領先之研發團隊和優秀人才投入業界。 

六、預期具體績效： 

推動創新服務研發及前瞻性新科技相關研究，招募優秀學生擴大參與，以培養未來行動

計算、通訊與網路領域之優異研發人才。 

七、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將整合各學院之教授與學生之研究資源，投入創新服務研發及前瞻性新科技相關跨領域

之創新研發，期使本中心產出之前瞻技術，具創新與創業之價值。 

八、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 中華電信每年提出價值新台幣壹仟萬元(含)以上之委託研究案，持續四年為原

則，本中心得向政府部門提出研究計畫，以爭取更多研究資源，達成經費自給自

足之目標。 

（二） 實際研究計畫依中華電信提出之委託需求，經中心媒合合適教授及研究人員後成

立研究團隊，進行各研究計畫之研究。計畫內容經雙方同意亦可修改變更。 

（三） 本中心經費使用於研究計畫之人事、設備、材料等與業務相關費用。 

九、空間規劃：  

以交大電子資訊研究大樓 516 室為中心辦公室，由交大提供研究實驗室及推廣教育人才

培育使用空間。 

十、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並置副主任兩人，襄助主任推動並執行中心業務。

本中心聘任專任助理一名或相同預算之兼任助理數名，以推動本中心之業務，並執行中

心主任及副主任所交付之任務以及經常性事務。 

十一、自我評鑑及指標方式： 

為評估中心運作之成效，本中心將依(1)發表論文、(2)申請專利或暫時專利數目、(3) 中

華電信對中心所開發之研究和技術評鑑、及(4)參與計畫畢業之碩、博士生人數等四項

評鑑指標定期舉行自我評鑑。自我評鑑之結果將提交本中心考核委員會作進一步評

核，本中心應依考核委員會之意見改進缺失，並依「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

要點」進行綜合評鑑。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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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為推動國內電信前瞻技術發展及跨領域應用研

究，整合相關研究資源，促進及強化國立交通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華電信）長期合作，特成立「中華電信

-交大創新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本中心

英文名稱為「CHT-NCTU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本中心設立宗旨及目標，及本校與贊助單位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之中心、英文名。 

第二條  設立依據： 

本中心依「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

置辦法」之規定設立。 

本中心設立之法源依據。 

第三條  組織、運作與主管任期遴聘及管理方式： 

一、本中心成員由本校教師及專、兼任研究人員

組成，必要時因業務需要，得聘請校外學者

專家為約聘研究人員。研究中心、中心成員

及研究團隊須簽訂「保密同意書」及「保密

切結書」。 

二、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中心主

任由校長就本校相關領域教師或研究員聘

兼之，任期三年，得連任。 

三、本中心置副主任兩人，副主任一人由本校教

師兼任，由中心主任與中華電信協商推薦，

襄助主任推動並執行中心業務。另副主任一

人由中華電信指派公司人員兼任。 

四、本中心聘任專任助理一名或兼任助理數名，

以推動本中心之業務，並執行主任及副主任

所交付之任務以及經常性事務。 

本中心組織架構及組成。 

第四條  中心會議、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一、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負責中心之發展規劃

與管理稽核。中心會議由中心成員組成，中

心主任擔任主席，定期召開會議。 

二、本中心設考核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由中心

主任及中華電信共同協商，就國內、外學者

專家及中華電信人員中提請校長聘兼之，任

期三年，得連任。考核委員會之職責為考核

各計畫成效並指導中心方向及業務。獲聘之

委員須簽訂「保密切結書」。 

三、考核委員會應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本中心會議及考核委員會組成及會議召開等運作

方式。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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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為評估中心運作之成效，本中心將依下列四項評

鑑指標定期舉行自我評鑑： 

一、 發表論文。 

二、 申請專利或暫時專利數目。 

三、 中華電信對中心所開發之研究和技術評鑑。 

四、 參與計畫畢業之碩、博士生人數。 

自我評鑑之結果將提交本中心考核委員會

作進一步評核，本中心應依考核委員會之意見改

進缺失，並依「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

要點」進行綜合評鑑。 

本中心訂定中心自我評鑑之指標及考核機制。 

 

第六條  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

法」之規定辦理。 

本辦法訂定中心退場機制。 

 

第七條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中華電信每年提出價值新台幣壹仟萬元(含)

以上之委託研究案，持續四年為原則，本中

心得向政府部門提出研究計畫，以爭取更多

研究資源，達成經費自給自足之目標。 

二、實際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依中華電信提出 

之委託需求，經中心媒合合適教授及研究人

員後成立，進行各研究計畫之研究。計畫內

容經雙方同意亦可修改變更。 

三、本中心經費使用於研究計畫之人事、設備、

材料等與業務相關費用。 

本辦法訂定中心經費來源及使用規範。 

第八條  本辦法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規劃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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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6 年 9 月 2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為推動國內電信前瞻技術發展及跨領域應用研究，整合相關研究資源，促

進及強化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中華電信）長期合作，特成立「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本中心英文名稱為「CHT-NCTU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第二條 設立依據： 

本中心依「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立。 

第三條 組織、運作與主管任期遴聘及管理方式： 

一、本中心成員由本校教師及專、兼任研究人員組成，必要時因業務需要 

，得聘請校外學者專家為約聘研究人員。研究中心、中心成員及研究

團隊須簽訂「保密同意書」及「保密切結書」。 

二、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相關領域

教師或研究員聘兼之，任期三年，得連任。 

三、本中心置副主任兩人，副主任一人由本校教師兼任，由中心主任與中

華電信協商推薦，襄助主任推動並執行中心業務。另副主任一人由中

華電信指派公司人員兼任。 

四、本中心聘任專任助理一名或兼任助理數名，以推動本中心之業務，並

執行主任及副主任所交付之任務以及經常性事務。 

第四條 中心會議、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一、 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負責中心之發展規劃與管理稽核。中心會議由

中心成員組成，中心主任擔任主席，定期召開會議。 

二、 本中心設考核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由中心主任及中華電信共同協

商，就國內、外學者專家及中華電信人員中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

年，得連任。考核委員會之職責為考核各計畫成效並指導中心方向及

業務。獲聘之委員須簽訂「保密切結書」。 

三、 考核委員會應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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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為評估中心運作之成效，本中心將依下列四項評鑑指標定期舉行自我評

鑑： 

一、發表論文。 

二、申請專利或暫時專利數目。 

三、中華電信對中心所開發之研究和技術評鑑。 

四、參與計畫畢業之碩、博士生人數。 

    自我評鑑之結果將提交本中心考核委員會作進一步評核，本中心應依

考核委員會之意見改進缺失，並依「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

進行綜合評鑑。 

第六條 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中華電信每年提出價值新台幣壹仟萬元(含)以上之委託研究案，持續

四年為原則，本中心得向政府部門提出研究計畫，以爭取更多研究資

源，達成經費自給自足之目標。 

二、實際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依中華電信提出之委託需求，經中心媒合合

適教授及研究人員後成立，進行各研究計畫之研究。計畫內容經雙方

同意亦可修改變更。 

三、本中心經費使用於研究計畫之人事、設備、材料等與業務相關費用。 

第八條 本辦法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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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0年 9月 26日 9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年 10月 31日台（90）高（二）字第 90152302號函核定 

91年 6月 19日 9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1月 23 日台高（二）字第 0920012696號函核定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月 6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2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級研究中心之設置，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內所隸屬之中心準用之。 

第三條  本校為因應研究、教學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附設各級研究中心，其設立須經相關

單位發起，提出設立規劃書與設置辦法，經審查通過其設置辦法後，正式成立。研

究中心得依其性質，分別隸屬于校級、院級及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隸屬校級者，

由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隸屬

院級者，由院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隸屬電子與資訊研

究中心者，由中心會議審查通過後，提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屬跨學院者，分別

經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 

第四條  各級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四、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五、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預期具體績效。 

七、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八、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九、空間規劃。 

十、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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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具承接大型長期研究計畫之能力隸屬校級研究中心須爭取每年至

少 1千萬(含)以上之研究計畫，持續 4年為原則，且經費自給自足方得籌設申請。

非屬上述大型計畫之其他計畫（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或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等），原則上由各系所承接。 

第六條  為強化研究計畫執行績效，研究中心得運用大型計畫人事費或自籌經費，依客座教

師、研究人員及專任技術人員設置辦法，延攬相關人才參與大型計畫。參與計畫人

員之聘用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本辦法，訂定設置辦法與管理細則，以利運作。

上述設置辦法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 

三、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四、主管任期及遴聘方式。 

五、參與人員之管理事宜。 

六、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七、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九、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十、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管理細則得由各級研究中心另訂之。 

第八條  各級研究中心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其管理費之分配，依據本校「建教合作計

畫實施辦法」辦理。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 

第九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定期自我評鑑，並向所隸屬單位進行業務、成果及財務簡報，接受

評鑑。每三年並進行綜合評鑑，確定執行績效，並檢討改進缺失。評鑑要點另定之，

並經研發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各級研究中心如未能發揮功能，依評鑑結果建議裁撤者，經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

議決後，予以裁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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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級研究中心評鑑要點 

1 0 3 年 1 月 2 1 日 1 0 2 學 年 度 第 5 次 研 發 常 務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1 0 3 年 5 月 1 6 日 1 0 2 學 年 度 第 2 5 次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一、為協助各級研究中心之發展，以及有效整合運用資源，依據「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

設置辦法」第九條之規定，特訂本要點。 

二、各級研究中心成立滿三年者(以會計年度為基準)，應定期接受評鑑。 

三、研究中心隸屬校級者，每年需進行自我評鑑，向研發常務會議進行業務、成果及財務簡

報。每 3年依本要點所訂評鑑項目，由研究中心審議會議進行綜合評鑑。研究中心審議

會議，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5~7人共同組成。 

四、研究中心隸屬院級或電子資訊研究中心者，由其所屬單位自訂辦法或參考本要點每年進

行評鑑。隸屬學院者，由院務會議審查後，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隸

屬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者，由中心會議審查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屬跨學院

者，由所屬學院進行協調審查方式，審查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 

五、綜合評鑑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評鑑各校級研究中心與學校發展之結合。 

(二)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三)使用資源：中心經費、空間、人員、軟硬體設備等，含校內資源使用(使用空間、編

制內及學校專案計畫人員總數、學校提供之管理費回饋或一般性及其他經費)。 

(四)研究計畫年度經費及件數：詳列所承包之研究計畫名稱、校內編號、件數、經費、

校管理費提撥數額。 

(五)年度工作內容：如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六)年度成果：研究成果、服務成果、與系所合作狀況及其他重要成果。 

(七)未來規劃與發展。 

六、綜合評鑑結果分為：「傑出」、「優良」、「待觀察」、「裁撤」。 

(一)評鑑為「傑出」者，得免自我評鑑兩次。 

(二)評鑑為「優良」者，得免自我評鑑一次。 

(三)評鑑為「待觀察」者，則隔年需再接受綜合評鑑，連續兩次評鑑為「待觀察」者，

則送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進行裁撤。 

(四)評鑑為「裁撤」者，則送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進行裁撤。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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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勵回饋機制 

(一)為獎勵積極爭取大型計畫，各級研究中心提撥學校管理費(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等與教育部計畫不予列入)過去 3年平均每年達

150萬元(含)以上者，得於每年評鑑時，依本要點第五點所列項目提供資料，申請

計畫管理費回饋。 

(二)各級研究中心回饋年限與比例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審議，回饋年限以 3年為原

則，回饋比例以計畫管理費 25%為上限。 

八、各級研究中心經原申請設立審查之會議議決裁撤者，應即辦理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及人員、

財產與計畫等之移轉，期間以一年為限。 

九、本要點經研發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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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台南分部 

106 學年度第 1 次分部、院、所聯席會議紀錄(節錄) 

壹、 會議時間：106 年 9 月 18 日(一) 上午 10:00 

貳、 會議地點：奇美樓 2 樓 220 會議室 

參、 會議主席：台南分部許根玉主任、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執行長 

肆、 出席人員：許根玉院長、陳顯禎副院長、楊勝雄所長、潘瑞文教授、胡博琛教授、詹明

哲教授、蘇海清教授、謝建文教授、黃得瑞教授、藍宇彬教授、尤信介教授、林伯昰教

授、陳國平教授、陳怡君教授、吳婷玉助理、陳伶青助理、蘇文生助理 

伍、 請假:林健正執行長、李偉教授、林建中教授、郭政煌教授、林俊廷教授、楊斯博教授、

黃得瑞教授 

陸、 會議記錄：廖于晴 

柒、 報告事項: 略 

捌、 討論提案： 

 

案由二：「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與「影像與生醫光

電博士學位學程」等 3 博士學位學程於 108 學年度調整合併為「光電學院博士

班」，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世界各知名大學的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的發展趨勢，及配合教育部提出以學

院為核心教學的理念，將現有三所博士學位學程(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照明與能

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申請於 108 學年度調整合併

為「光電學院博士班」。 

二、博士學位學程整併時程表如下: 

9/18 於聯席會議中定案，送綜合組 

10/2 提案至校規會 

10 月中旬 校務會議 

11 月 提報教育部 

三、計畫書請參考<<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