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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9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主席：吳重雨校長          執行長：楊谷洋教授(郭仁財主任秘書代理) 

  

出席：、許和鈞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李大嵩學務長、、張新立總務長、莊紹勳

國際長、郭仁財主任秘書、黃威主任（蘇朝琴代）、李遠鵬院長、謝漢萍

院長、林一平院長（簡榮宏代）、方永壽院長、毛治國院長（韓復華代）、

戴曉霞院長、黃鎮剛院長（何信瑩代）、莊英章院長、李弘褀主任委員、

黃遠東委員、陳信宏委員、周景揚委員、徐保羅委員、陳伯寧委員、楊

谷洋委員、曾煜棋委員、陳榮傑委員、張明峰委員、陳永富委員、洪慧

念委員、張  翼委員、洪士林委員、傅武雄委員、虞孝成委員、唐麗英

委員（洪瑞雲代）、韓復華委員、莊明振委員、黃憲達委員（楊進木代）、

簡美玲委員、蔡熊山委員、廖威彰委員、 

請假：李嘉晃副校長、李鎮宜研發長、邱俊誠委員、劉復華委員、李秀珠委員、焦 

      佳弘委員、莊  重委員、江進福委員、陳俊勳委員 

列席人員：景觀委員會、會計室、營繕組、綜合組、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小組、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甲甲甲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前次會議（96.06.20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

告： 
(一一一一) 經 96.06.25 九十五學年度第五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以無記名投

票通過成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二二二二) 經 96.06.25 九十五學年度第五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以無記名投

票通過成立「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三三三三) 經 96.06.25 九十五學年度第五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表決通過「資訊學院生醫影像與工程研究所」更名為「生醫
工程研究所」。 

(四四四四) 有關管理學院新增 GMBA（全球企管碩士）學位學程申請修正案，經
96.06.25 九十五學年度第五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為： 

    本案案由修正為「管院新增 GMBA(全球企管碩士)學位學程復議 
    案」，並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暫緩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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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教務處華語中心擬改隸國際事務處，請 審議。(教務處 提) 
說  明： 

(一一一一) 教務處華語中心主要業務包含：僑外生中文課程，學期學分班推教
課程、暑期密集學分班推教課程、非學分班培訓課程、舉辦華語相
關活動及講座課程等。為因應本校成立國際事務處，擬將華語中心
改隸屬國際事務處，有利學校整體國際事務推展。 

(二二二二) 為配合學年度教學規劃與行政運作整體考量，已先行簽奉校長核准
華語中心自96學年度起改隸國際事務處(附件一，P.5 )，擬請同
意。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暫緩本案暫緩本案暫緩本案暫緩。。。。    
 
 
案由二：生物科技學院系所調整案，請 審議。(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一一一) 依據96年 9月11日生物科技學院院務會議決議(附件二，P.6)，
將系所調整為一系二所，生物資訊研究所更名為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研究所；另生化工程研究所及生物醫學研究所整併為分子醫學及
生物工程研究所。 

(二二二二) 教務處意見：本案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生科院希望先
行報部並副知高教評鑑中心。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案由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擬增設「諮詢服務組」，並將「系統支援組」更名為

「網路系統組」，請 審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 
 

說  明： 
(一一一一) 計網中心現有技術發展、系統支援及校務資訊等三組，技術發展組

的工作主要是網路建置管理；系統支援組的工作除Web Service、
Mail Service、File Service系統管理外，還包含電腦教室管理與
使用者諮詢服務；校務資訊組主要是提供校務行政系統之e化服務。 

(二二二二) 技術發展組因致力於建置管理，無暇開發創新服務，未來工作將調
整著力於Beta Site Service、Skype Campus、Cisco Virtual Lab、
程式競賽社團及可能有研究論文產出的議題。 

(三三三三) 系統支援組擬更名為「網路系統組」，負責現有的網路建置管理及
系統維運。 

(四四四四) 原系統支援組中之諮詢服務人員移撥至「諮詢服務組」，全力協助
全校教職員工生排除各種電腦與網路等相關疑難雜症，其餘留置在
更名後之「網路系統組」。 

(五五五五) 校務資訊組之業務不變。 
(六六六六) 計網中心重新編組後計有技術發展、網路系統、校務資訊及諮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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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四組，組別名稱將與實際執行業務更加名符其實。 
(七七七七) 本組織調整案業經95學年度第20次行政會議通過(96.5.11附件

三，.7)。 
(八八八八) 學校組織規程修正建議如下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第十八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主任一

人，下設技術發展、網路系

統、校務資訊及諮詢服務等四

組。各組分置組長一人，研究

人員、職員若干人。 

第二章第十八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主任

一人。下設技術發展、系

統支援及校務資訊等組。

各組分置組長一人，研究

人員、職員若干人。 

如案由說明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校校園停車空間之整體規劃方案及未來空間擴充之建議策
略，請  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一一一) 本校校園內目前共設有 34 處汽車停車場，加入環校道路開放單
邊停車，計可容納汽車數量為 1458 輛。後續興建中大樓包括田
家炳光電大樓增加 52 輛、基礎教學大樓 50 輛及人社三館 21 輛。 

(二二二二) 有關「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人社三館」大樓，依九十四學
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決議於工程規劃有地下停車場
（95.5.18 附件四，P.8），以增加校園停車空間。惟因校務基金
及頂尖經費限制，爰評估另於校園合適空間興建停車場，以達到
降低興建成本及縮短工期之可能性。就「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
樓」、「人社三館」二棟建築如減少地下一層面積，可節省預算為
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工程成本減少 5600 萬、人社三館新建工
程成本減少 2000 萬。 

(三三三三) 經初步評估校園內可興建停車場位置，其規劃模式分為球場立體
化（下層停車及上層球場）、廣場或綠地地下停車場、地面式汽
車停車場等三類，共計有七處適宜設置： 
1.中正堂旁地下停車場（面積：573 坪，增加位數：100 位，預

算：以興建地下二層停場、地面為校園廣場、造價：8000 萬）。 
2.羽球館旁網球場及停車場（面積：970 坪，增加車位：97 個，

預算：地上一層、造價：4850 萬）。 
3. 浩然圖書館廣場（面積：1723 坪，增加車位：170 個，預算：

地下一層、造價：10200 萬）。 
4.工五館與綜合一館間綠地（面積：1340 坪，增加車位：260 個，

預算：地下二層、造價：18200 萬）。  
5.西區球場立體化一（面積：790 坪，增加車位：79 個，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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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 萬）。 
6.西區球場立體化二（面積：1200 坪，增加車位：一層 120 個，

造價：7000 萬） 
7.H 棚停車場（面積：453 坪，增加車位：45 個，造價：2250 萬）        

(四四四四) 針對未來校園停車空間之擴充，並考量預算及環境衝擊等因素，
建議策略如下： 

1.中正堂及圖資中心廣場下地下停車場，因造價及施工期     

               環境衝擊性較高，宜以結合整體景觀一次性規劃興建。 
2.如採球場立體化方式規劃興建停車場，建議俟球場進行全面更

新時再予考量興建。羽球館旁網球場及停車場乙處，因可補充
鄰近管一、人社院及活動中心館舍停車需求，可評估予以興建。 

3.工五館與綜合一館間綠地空間，因位屬校園核心區，可由綜一
館地下停車場連結擴充，施工期對校園機能衝擊較低，可評估
予以興建。 

4.H 棚停車場及周邊區域，因腹地完整，是否有更高價值之空間
使用，宜配合校園整體規劃定位後再予評估。 

5.未來校園交通、停車之管理，刻正評估結合刷卡管制系統，針
對區位及室內、戶外停車，予以不同費率方式，俾有效管理停
車使用。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為考量校園整體規劃及有效運用經費，「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人社三館」二棟建築不興建地下停車場。 

     二、為達法定設置停車空間及考量本校總體需求量，以達最大使用效 

         益，請總務處以停車場興建於工五館與綜合一館間綠地之方案為規 

         劃主軸；並依下列各委員建議事項提出規劃方案後，再行提案討論。 

        （一）為健康及環保考量，請妥善規劃停車場之排風。 

        （二）為顧及學生安全，綜一館汽車通行及學生進出空間之動線請 

              納入規劃。 

        （三）請依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數以估計未來總體需求量，再據此 

              評估停車場之興建規模。 

        （四）停車場之規劃，請務必考量學校整體景觀。 

        （五）停車場興建後，建議可採分區管理方式，並配合執行面之管 

理。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313131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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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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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院務會議(摘錄) 
 

時間：96 年 09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點：竹銘館 110 室 

會議主席：黃鎮剛院長 

出席人員：楊裕雄老師(請假)、毛仁淡老師、曾慶平老師、何信瑩老師、袁俊傑老師、張正老師(請

假)、林苕吟老師、彭慧玲老師、吳東昆老師、楊進木老師、林志生老師、張家靖老師、

楊昀良老師、邱顯泰老師、盧錦隆老師、黃憲達老師、廖光文老師、林勇欣老師、尤禎

祥老師 

列席人員：郭珍佑小姐、呂聖鈴小姐、賴美伶小姐、吳佳文小姐       

紀錄：郭淑卿小姐 

 

【報告事項】 

…………………… 

【討論事項】 

…………………… 

【臨時動議】 

1.1.1.1. 系所調整系所調整系所調整系所調整????    

說明:本院將進行系所調整為一系二所: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分子醫學

及生物工程研究所。 

表決:經表決出席人員 17 位全數同意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院將系所調整為本院將系所調整為本院將系所調整為本院將系所調整為一系二所一系二所一系二所一系二所::::生物科技學系生物科技學系生物科技學系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分子醫學及生分子醫學及生分子醫學及生分子醫學及生

物工程研究所物工程研究所物工程研究所物工程研究所。。。。本案將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本案將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本案將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本案將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2.2.2.2. 國際研究生招生國際研究生招生國際研究生招生國際研究生招生????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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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0202020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96 年 5 月 11 日(五)上午 10 點 10 分至 11 點 3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李嘉晃副校長代) 

出  席：(略)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略)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略) 

三、案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擬增編「諮詢服務組」，並將「系統支援組」更名為「網路系統組」，

請討論。(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 

說明：(一)本中心現有技術發展、系統支援及校務資訊等三組，技術發展組的工作主要是網

路建置管理；系統支援組的工作除 Web Service、Mail Service、File Service

系統管理外，還包含電腦教室管理與使用者諮詢服務；校務資訊組主要提供校務

行政系統服務。 

(二)技術發展組因著力於建置管理，而無暇開發新創服務，未來工作將調整著力於

Beta Site Service、Skype Campus、Cisco Virtual Lab、程式競賽社團、及可

能有研究論文產出的議題。 

(三)系統支援組擬更名為「網路系統組」，負責現有的網路建置管理及系統維運。 

(四)原系統支援組中的諮詢服務人員移至「諮詢服務組」，全力協助全校教職員工生排

除各種電腦與網路等相關疑難雜症，其餘留在新的「網路系統組」。 

(五)校務資訊組的任務不變。 

(六)重新編組後的技術發展、網路系統、校務資訊及諮詢服務組，組別將與實際任務

更加名符其實。 

(七)學校組織章程修正建議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章第十八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主任一

人。下設技術發展、網路系統、

校務資訊及諮詢服務等組。各

組分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

職員若干人。 

第二章第十八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主任

一人。下設技術發展、系統

支援及校務資訊等組。各組

分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

職員若干人。 

如案由說明 

(八)此變更為組織調整，不增加新聘全職人員。 

決議：1.原則同意進行組織調整，以落實及強化現行業務運作。 

      2.關於說明(七)計中組織章程修正部份，建議併同校組織規程之修正案，提校規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與報部核備程序。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30。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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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摘錄摘錄摘錄） 

 
時間：95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案由二：為辦理本校「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人社三館」建築工程，有關 

        預定規劃基地位址，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一）有關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預定興建之「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 樓」、「人社三館」 

             大樓，係已納入本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新建之營建工程， 

             針對二案基地選擇及規劃設計方向，前於 95 年 3 月 1 日及 95 年 3 月 18 日邀請相 

             關專家學者及兩個學院之師生舉辦兩次座談會（會議記錄如 P.17、P.18 附件五、 

             六），針對建築位置及規劃方向進行討論。具體結論如下：  

 1.交通大學在邁向頂尖大學的既定目標及政策下，應積極推動整體校園發展架構及 

   規劃藍圖之訂定。 

             2.基於永續校園建築精神，建築物興建不應單只就個體建築來思維，如基礎科學教 

               學研究大樓可與科一館、科二館形成簇群，而人社三館則可考量人社一館、人社 

               二館之相對位置，配合竹湖之區域特性整體考量。至有關基地位置影響壘球場及 

               羽球場使用部分，可考量運動設施遷移或整體共構方式處理。 

             3.有關整體規劃設計及營建部分建議結合專業 PM（專案管理）及後續施工營建之 

               CM（營建管理）制度來有效提升校園建築之品質。 

（二）依上揭座談會資料，針對二案建築基地位置建議如下： 

             1.理學院「基礎教學研究大樓」規劃基地位置，前於 84.11.28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會議記錄如 P.19~P.20 附件七）同意於壘球場興建。考量 

               理學院使用需求，新建系館應與科一館、科二館以簇群規劃方式設計，基地位置 

               擬擇訂於目前壘球場，另建築設計可考慮與科一、科二及體育設施共構設計。（位 

               置圖如 P.21 附件八） 

             2.人社學院「人社三館」規劃基地位置，考量與人社一館及人社二館、 

               竹湖、活動中心為規劃範圍，基地位置方案一建議設置於羽球場現 

               址，並可採與羽球館共構方式設計。方案二建議於活動中心旁停車 

               場用地（位置圖如 P.22 附件九） 

         （三）有關「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人社三館」二棟建築使用基地考量二學院整體 

               發展，擬請同意於壘球場及羽球館位置進行建築規劃設計。另因擬使用基地為本 

               校現有體育設施，為兼顧師生使用體育設施之需求及本校空間發展，後續可於建 

               築規劃採與體育設施共構方式設計，並配合校園整體規劃及西區開發，配套規劃 

               興建體育設施。 

          （四）檢附「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興建構想書（如附件丁）及「人社三館」興建 

                構想書。（如附件戊） 

     決議： 

          （一）壘球場先行遷移至西區校地，並請總務處與體育室於 3 個月內共同完成新壘球 

                場之整地，在此前提下，同意通過目前的壘球場為同意通過目前的壘球場為同意通過目前的壘球場為同意通過目前的壘球場為「「「「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之基地位置之基地位置之基地位置之基地位置，，，，並請規劃加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並請規劃加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並請規劃加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並請規劃加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以協助解決校園停車位不以協助解決校園停車位不以協助解決校園停車位不以協助解決校園停車位不    

                                                                足之問題足之問題足之問題足之問題；另請評估加高樓層之可行性，以加強校地空間使用之效率。 

          （二）同意人社三館建築意人社三館建築意人社三館建築意人社三館建築基地位置採方案二基地位置採方案二基地位置採方案二基地位置採方案二，，，，興建於活動中心旁停車場興建於活動中心旁停車場興建於活動中心旁停車場興建於活動中心旁停車場。。。。並請規劃加並請規劃加並請規劃加並請規劃加    

                                                                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以解決停車問題以解決停車問題以解決停車問題以解決停車問題。。。。    

          （三）因興建地下停車場及大樓加高而衍生的經費，請大家努力爭取本校「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補助經費提高至 15 億。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