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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9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李嘉晃副校長代理）      執行長：劉俊秀教授 

出  席：李嘉晃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李鎮宜研發長、曾仁 

杰總務長、郭仁財主任秘書、莊振益院長（陳永富代理）、謝漢萍院長 

（邱俊誠代理）、林一平院長（陳登吉代理）、方永壽院長、張新立院 

長、李弘祺院長、黃鎮剛院長、莊英章院長、李弘褀主任委員、潘犀 

靈委員、邱俊誠委員、周景揚委員、陳伯寧委員、曾煜棋委員、陳永 

富委員、洪慧念委員、劉俊秀委員、王文杰委員、莊明振委員（賴雯 

淑代理）、戴曉霞委員、黃憲達委員、張玉佩委員、張生平委員（廖威 

彰代理）、蔡熊山委員、褚立陽委員 

請  假：陳信宏代理主任、胡竹生委員、黃遠東委員、蘇育德委員、陳榮傑委 

員、張明峰委員、莊重委員、江進福委員、林清發委員、張翼委員、 

陳俊勳委員、劉復華委員、唐麗英委員、韓復華委員 

列  席：許尚華國際長、會計室呂明蓉組長、營繕組王旭斌組長、綜合組張漢 

卿組長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97 年 7月 16 日召開之「96 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 

1.通過「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    

  本校台南校區 6,000 坪教學研究大樓，建築外觀及內部空間 

  分配方式」及「本校台南校區整體校園規劃及建築設計準則 

  」等二案，將提 97 年 10 月 29 日召開之「97 學年度第 1次 

  校務會議」報告。 

      2.本校與義守大學之合作業依校規會決議於 97 年 7月 21 日先 

        行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意願書」。 

        （二）97 年 6月 17 日召開之「96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通過「增設南區便利餐亭」案，經評選由巧瑋公司取得經 

              營權，並召開四次工作會議釐清施工細節、施工技術及後續維 

              修等問題。惟基於安全性考量及避免影響綜合一館教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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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廠商要求延至寒假期間再行施工。 

        （三）97 年 5月 23 日召開之「96 學年度第 5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1.「電機學院電控系與電信系兩系整合為電機工程學系」及「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習組更名為科技與數位學習組」等二 

                案，業經 97 年 6月 11 日召開之「96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 

              2.「本校擬與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共構研究大樓 」及「貸款籌建 

                學生宿舍（研三舍）之基地位置」等二案，業經 97 年 6月 25 

                日召開之「96 學年度第 6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一）業於 97 年 6月 17 日及 97 年 7月 2日召開二次「校園建築與景 

             觀審議委員會議」完竣，會議決議事項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P.P.P.P.5555~P.~P.~P.~P.7777））））。。。。    

       （二）計有以下 2議案業提「96 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1.「有關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本 

          校台南校區 6,000 坪教學研究大樓，建築外觀及內部空間分配 

          方式」案。 

        2.「有關本校台南校區整體校園規劃及建築設計準則」案。 

           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13131313 舍外牆廣告布幔因颱風毀損部分舍外牆廣告布幔因颱風毀損部分舍外牆廣告布幔因颱風毀損部分舍外牆廣告布幔因颱風毀損部分，，，，為考量安全為考量安全為考量安全為考量安全    

請總務處儘速處理請總務處儘速處理請總務處儘速處理請總務處儘速處理。。。。    

    

四、總務處報告： 

   （一）「96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96.10.19）決議事項，有 

        關本校停車場興建規劃之執行進度報告如下： 

             1.本校光復校區目前停車位共有 1458 位(既有停車場 1172 位、 

               環校道路單邊停車車位 286位)，教職員生停車需求為 2100位， 

               停車位尚有不足。96.10.19 日校規會議針對校園可行增設停車 

               空間，經檢討主要可設置位置為兩類：1.綠地或廣場地下：中 

               正堂旁停車場、工五綜一館間綠地、圖書館廣場、H棚停車場 

               址、2.體育設施立體化：東區網球場、西區籃排球場地。 

       2.因考量各運動場地及部分廣場空間為近年更新，經 96 學年度 

         第 1 次校規會（96.10.19）決議優先評估綜合一館及工五館間 

         草坪空間設置地下停車場案。惟校園綠地有限，在兼顧景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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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需求下，顧問公司共提出四方案，方案一～方案三於綠地 

         之地下空間興建一地下 2 層之停車場，可提供 248 部停車位， 

         估計工程費用為 3億元。方案四採僅施作地下一層停車場，局 

         部牆面高度高於地面，以半地下化方式達自然通風及採光方式 

         ，減少照明設施之費用，並保留上部草地空間，可提供 124 部 

         停車位。估計工程費用為 8180 萬元。前三方案基地建議開挖 

         地下兩層可設置 248 部停車位，惟因需設置地下檔土工程及排 

         風設備致工程費用需 3億元，第四案則因必須抬高部分地面對 

         景觀衝擊較大，而不興建地上物僅開挖地下停車場，相對每部 

         汽車所需興建成本較不經濟，經 97.3.11 本案審查委員會議建 

         議，本區興建地下停車場方案不可行。 

       3.前開規劃結果經於 97.4.14 日 96 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 

         會報告，本區（工五綜一館間綠地）興建地下停車場方案不可 

         行，爰以評估體育設施更新時予以半立體化設置等其他可能方 

         案再評估規劃。 

       4.刻併同光復校區西區開發計畫委請顧問公司綜合檢討規劃，將 

         另案提會討論。 

   （二）「96 學年度第 5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97.05.23)主席裁示請總 

        務再行報告事項： 

        有關百竹園旁紀念石碑及校友會捐贈竹湖公共藝術等景觀設置程 

        序報告如下 

1.百竹園旁紀念石碑係為配合校慶植竹活動，由璞玉計畫小組委 

  請總務處設置植竹紀念碑，該石碑由陳榮祥校友提供，碑文由 

  璞玉計畫小組擬文，並於 95 年 1月完成設置。 

             2.○1 竹湖公共藝術景觀係為配合本校 50 週年校慶，由交大校友 

                 會捐贈，並委託藝術家曾郁文先生創作「薪火相傳」作品， 

                 以鋼管為創作媒材，並結合風力產生動力之藝術景觀。 

               ○2 本案業提 96 年 12 月 31 日召開之「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 

                 員會」 討論，決議請校友會審慎評估及檢討相關設置問題 

                 後，本校原則尊重校友會之設置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P.P.P.P.8888~P.~P.~P.~P.9999）））），，，，並 

                 提至 97 年 3月 7日召開之「9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 

                 會」報告。後續則由校友會完成設置作業，並捐贈予本校。 

 

五、通識教育委員會報告： 

        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中心」係配合教育部推動人文科技先導 

型計畫所籌設，計畫書經教育部審查意見，全名刪除「高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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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P.10~P.11P.10~P.11P.10~P.11P.10~P.11））））。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擬 

             分別成立辦公室獨立運作，請  討論。（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據 95 年 6月 7日「94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電機學 

            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與「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共同運 

            作，僅指派一位教師擔任二專班主任。（（（（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P.P.P.P.12~P.1312~P.1312~P.1312~P.13）））） 

        二、本案將自 97 年 8月 1日起分別成立辦公室獨立運作，由二學院各 

            自指派院內一名教授擔任班主任，二學院產研專班經費來源均為 

            自籌款項，乃自給自足，空間及設備由二學院自行協調處理。 

三、本案業經 97 年 7月 2日「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96 學年度第 8次委員會議」通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P.P.P.P.11114444~P.1~P.1~P.1~P.15555），並已於 

    97 年 7 月 23 日「資訊學院 96 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P.P.P.P.11116666）及 97 年 8月 12 日「電機學院院務會議通信投票」通過（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7777，，，，P.P.P.P.17171717~P.1~P.1~P.1~P.18888）。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無異議通過無異議通過無異議通過無異議通過。。。。    

 

    案由二：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更名案，請  討論。（資 

            訊學院提） 

    說  明： 

        一、資訊學院資訊科技 (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因學生修課規定及選修 

課程均與資訊學院資工系各所相同，為使該班業務推動順利，擬 

向教育部及經濟部爭取同意將「專」字刪除：「資訊科技產業研發 

碩士專班」更名為「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班」，  

        二、本案經 97 年 9月 22 日本校「9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次會議」 

臨時動議決議，可依本校系所更名程序辦理（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P.P.P.P.11119999）。 

        三、本案業於 97 年 9月 23 日「資訊學院 97 學年度第 2次院主管會議」 

           （通信投票）（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P.P.P.P.20202020）及 97 年 9月 30 日「資訊學院 97 學 

            年度第 3次主管會議」報告（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101010，，，，P.P.P.P.21212121）。並業經 97 年 10 月 

3 日「資訊學院 97 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P.P.P.P.22222222）。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請教務處請教務處請教務處請教務處參酌委員意見參酌委員意見參酌委員意見參酌委員意見，，，，召集各召集各召集各召集各產研專班主任產研專班主任產研專班主任產研專班主任研處研處研處研處。。。。        

              

参参参参、、、、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3131313時時時時20202020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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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7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張新立主任委員 

出席： （如會議簽到表） 

 

壹、討論事項 

案由一：NDL 新建大樓旁人行便道設計案，請  審議。(總務處事務組提) 

說  明： 

一、經查本案於 94.01.26 景觀委員會決議同意施作，惟有關入口意象及步道設計提報

景觀委員會討論。(本項工程所需費用，NDL 原先答應全部負擔及提送人行便道

之入口意象及歩道設計案，惟嗣後因主管更迭而無疾而終。) 

二、本案委由建築所同學設計，請設計同學簡報（附件一）。 

決  議：一、本案經建築所同學簡報，照案通過。 

二、請設計團隊及提案單位將委員意見納入考量： 

目前步道以水泥及碎石級配交錯之設計應稍加調整維持部份比例之延續性，以

便利穿高跟鞋女性及下雨時之行人。 

 

 

案由二：有關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奇美）捐贈本校台南

校區 6,000 坪教學研究大樓，建築外觀及內部空間分配方式，提請討論。（璞玉計畫

暨新校區推動小組）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大學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規定，校舍建築於

核准立案之第二學年開學前總樓地板面積應達 20,000 平方公尺以上，本案奇美

保證捐贈之 6,000 坪樓地板面積已符合該規定。 

二、 本案由本校負責空間需求之擬定，奇美負責選聘規劃建築師、工程招標及管理，

於興建完成後捐贈給本校。 

三、 本案預計本（97）年 7 月中旬動土、98 年 2 月完成結構體工程、98 年 7 月完成

裝修工程、98 年 8 月移交予本校，98 年 9 月台南校區第一屆招收學生進駐使用。 

四、 本案建築物外觀型式及內部空間分配，詳簡報說明（附件二）。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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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奇美優先開發範圍（2 公頃）公共及景觀工程規劃案，提請討論。（璞玉計畫暨

新校區推動小組） 

說  明： 

一、 公共及景觀工程規劃設計暨監造案業已公告招商，預計 7 月中旬以前完成規劃。 

二、 初步預估所需工程費用約為新台幣 1,400 萬元，規劃內容包含校區入口意象廣

場、夜間照明、植栽造景、地坪舖面、植草、設施傢俱、捐款紀念標的物，以

及室外停車場與聯絡道等（規劃草圖如簡報說明）（附件三）。 

三、 為配合奇美樓工程施作工進（預計 6 月動土），公共工程需配套發包施作；有關

景觀及公共工程規劃及工程發包時程請委員討論。 

決  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請設計團隊及提案單位將委員下列意見納入考量： 

1. 建議將台南校區設立緣起、開發經過、發展願景、照片資料，以及校區規劃

內容等，設置展示紀念區，由應藝所及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共同規劃。 

2. 配合無圍牆校園及後續校園之開發，本棟建物應注意與其他建物及校園廣場

之連結，各立面無建築物正、背面之差別。 

3. 校名及大樓名稱應配合光電領域高科技的意象，採用較具創意性的表達方

式，如 LED 燈排列顯示、大型顯示器電視牆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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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會紀錄會紀錄會紀錄 

 

時間：97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新立主任委員 

出席：林進燈委員（李錦芳代理）、李大嵩委員、張基義委員、徐保羅委員（請假）、曾仁杰

委員（請假）、趙天生委員（請假）、許尚華委員、莊明振委員（請假）、卓訓榮委員（請

假）、蘇育德委員、焦佳弘委員 

列席：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陳怡雯、葉君豪、謝孟展、魏靜怡 

      營繕組：王旭斌（楊黎熙代理） 

壹、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台南校區整體校園規劃及建築設計準則，提請討論。（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

動小組） 

說  明： 

五、 本校台南校區位於高鐵台南站旁，面積為 49.2 公頃（第一期開發範圍 8.9 公頃，第二期

開發範圍 40.3 公頃）；校園依使用之機能分為育成研發園區、行政區、教學研究區、運

動區（包含體育館、游泳池、各式球場等）、宿舍區、生活支援區（包含圖書館、資訊

中心、博物館、展覽館、活動中心、餐廳、國際商務中心等），以及保育區等七大分區，

滿足教學研究及生活上之各項需求。 

六、 新校區以無圍牆校園及校園社區化為校園整體規劃之基本原則，配合以綠建築、先進科

技、節能與環保技術之應用，規劃創造永續經營且融入當地社區之校園。 

七、 整體建築之配置計畫將建築物以簇群之概念加以分區，配合主要軸線及連絡道路將校園

建築加以串連。此外，以具入口意象之景觀配合引導式動線，使校園和高鐵特定區相互

串連，成為生活圈中的生命共同體。 

八、 經建會業於台南高鐵特定區旁規劃「高鐵學研生態村計畫」，發展以本校為核心之生態

學研城；因此，台南校區建築設計準則除規範校區內建築配置及相關設計規定外，更結

合台南地方建築特色，落實環保、綠建築概念，使交大台南校區成為一個生態科技校園。 

九、 本案校園整體規劃及建築設計準則，詳簡報說明。 

決  議：  
一、 本案原則通過。 

二、 請規劃單位依委員所提相關意見補充下列資料，以利後續會議審議。 

（一） 本案校地分期開發、校園規劃之背景說明。 

（二） 更清楚的表達校園基礎設施規劃（含交通人行動線、停車規劃等），以及說

明建物使用分類與分區。 

（三） 說明分期開發之校地各別規劃之內容以及如何連結。 

（四）整體規劃之準則、尺度可再依現有規劃繼續後續更完整之規劃、更細之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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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張新立主任委員 

出席：如簽到表 

壹、討論事項 

案由一：校友會捐贈設置竹湖公共藝術案（營繕組提）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 50 週年校慶，交大校友會計畫於本校竹湖捐贈設置「飲水思源」、「薪火相傳」

二件公共藝術品。委託創作藝術家為曾郁文先生，創作媒材係以鋼管，並結合風力及水

力產生之動力藝術作品。 

二、藝術家曾郁文簡介： 

1954 年生。台南市人，國立藝專畢，以台灣民俗文化作畫，致力於現代台灣民俗新生命

創作，「台灣色彩」系列，發表於國際藝壇。近期作品發表於日本、巴黎、丹麥，並計

畫於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展出。創作風動藝術代表作品:２００５  技嘉科技 「舞」 

（H：10 米）、２００６「鳥」（Birds Flying）（ H：3 米 6）國泰世華美術館發表展出。 

作品創作理念： 

（一）「飲水思源」-交通大學的彩虹橋 

彩虹是氣象中的一種光學現象。當陽光照射到半空中的水珠，光線被折射及反

射，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七彩絢爛的光譜。空氣中只要有充裕的水氣，而陽光正

在觀察者的背後以低角度照射，便可能產生可以觀察到的彩虹現象。下午雨後剛

轉天晴時，空氣中充滿水珠，只要觀察者頭上或背後沒被雲遮擋，陽光可見，這

時彩虹最容易看得見。瀑布附近也是可常見彩虹的地方。在晴朗的天氣下背對陽

光在空中灑水或噴灑水霧，亦可以人工製造彩虹，交通大學的彩虹橋就是如此。

飲水思源乙作計畫於選擇竹湖最窄處（振吾亭及對側水岸邊），於每邊設置八支

3.5 公尺高之不鏽鋼烤漆鋼管，鋼管上結合噴頭及風動元件，利用兩側水柱相互

激盪出水霧透過陽光產生出彩虹橋之效果。另考量水柱衝擊湖面所產生之聲響，

未來建議可於中午或特定時段方式啟閉水源，平時則利用自然風力產生作品律

動。 

 （二）薪火相傳 （水上芭蕾） 

本件作品為四組鋼管結合車輪及懸臂桿件，其高度分別為 2.8、2.5、1.5、1.2 公

尺，透過高低錯落，並利用風力，很敏銳的在水波上舞蹈,做音樂性的演出，在校

園內做最大的文化貢獻。 

三、相關作品說明及圖說（詳如附件一） 
決  議：請陳執行長將討論結果帶回，近期內請校友會做決定，不論校友會選擇哪一項，學

校都予以支持： 
1.建議校友會循設置公共藝術品步驟進行，不急於校慶前完成。 
2.若校友會願意承擔風險，仍希望此項藝術品工程於 97 年校慶前完成，學校將儘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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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項藝術品工程。 
 
案由二：有關｢計中戶外餐亭｣週邊環境改善計畫乙案，請討論(總務處勤務組提案)。 

說  明： 

 一、因同學反映餐亭腹地不足，常有同學跌落樹叢之溝縫；為顧及同學之安全，擬增設休閒

步道，以維護同學安全。 

 二、本案考量戶外景觀之協調性，將採自然原始方式呈現，舖設南方松步道；並於步道周圍

設置木製座椅與盆栽作為美化，再搭配夜間燈光；俾期計中戶外綠地更具特色、更符合

同學的需求。  

擬  辦：本案擬奉核後，將利用寒假（非上課時段）施工。 

決  議：原則同意，本案因屬小型工程，請建築所同學針對餐亭周遭景觀及環境進行設計規

劃，並授權建築所張基義所長負責審核通過後，廠商即可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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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時間：95 年 6月 7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資訊館（計中）2Ｆ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俊彥校長  
出席：張俊彥、陳龍英、黃威、彭德保、馮品佳、裘性天、林健正、林一平、孫春在（黃明

居代）、陳耀宗（蔡文能代）、王棣、黃靜華、葉弘德（吳政峰代）、李遠鵬、朱仲夏、

石至文、李耀坤、孟心飛、陳鄰安、分子所所長（王念夏代）、莊振益、陳永富、李威

儀（趙天生代）、李明知（陳衛國代）、褚德三（周武清代）、許元春（莊重代）、傅恒

霖、吳培元、莊重、莊祚敏、鍾文聖、林登松、林志忠、謝漢萍（蘇育德代）、李鎮宜、

李大嵩、楊谷洋（邱俊誠代）、潘犀靈、黃家齊、周景揚、杭學鳴（崔秉鉞代）、陳紹

基、崔秉鉞、汪大暉、郭仁財、蘇育德、徐保羅、邱俊誠、陳永平、宋開泰、林源倍、

蘇朝琴、廖德詐、許根玉、張振雄、盧廷昌、林進燈、曾煜棋（莊榮宏代）、莊榮宏、

陳榮傑、鍾崇斌、陳昌居、劉增豐（李安謙代）、傅武雄（蕭國模代）、張翼（韋光華

代）、白曛綾、李安謙、盧定昶、呂宗熙、劉俊秀、鄭復平、方永壽、韋光華、張淑閔、

黃國華、虞孝成、彭文理、許巧鶯、黃台生（許巧鶯代）、丁承、陳安斌、洪志洋、劉

尚志（倪貴榮代）、李昭勝、許錫美、唐麗英、劉復華、李明山、吳宗修（李明山代）、

毛治國（丁承代）、楊千（丁承代）、劉敦仁（陳安斌代）、戴曉霞、劉美君、郭良文、

張恬君、朱元鴻、辛幸純、張基義、周倩、孫于智、潘荷仙、林若望、李秀珠（周倩

代）、莊明振、林珊如、郭志華、毛仁淡、曾慶平、楊裕雄、何信瑩、黃鎮剛、張家靖、

莊英章、郭良文、游伯龍、蔡熊山、曾華璧、孫治本、廖威彰、張生平、林金滄、殷

金生、周恩華、楊恭賜（李耀威代）、陳清和、李美蓉、左慕遠、呂紹棟、范鏡棟、劉

家宏、張慰農、江錦雯、陳冠豪、林哲偉、黃傑崧、鄭惠華、潘俊成 

請假：黃遠東、吳介琮、陳信宏、李程輝、王蒞君、高銘盛、林清安、曾文貴、李素瑛、李

嘉晃、王協源、陳俊勳、陳三元、范士岡、羅濟群、鍾淑馨、巫木誠、劉育東、張正、

蔣淑貞、連瑞枝、林文玲、劉河北、潘呂棋昌、蔡雅竹、羅紹玫、黃照展 

缺席：白啟光、林盈達、簡榮宏、施仁忠、薛元澤、張良正、黃志彬、謝國文、姜齊、張靄

珠、黃紹恒、陳明璋、呂明章、孫玉琴、陳香妤、邱瓊瑤、洪士耕、林群傑、張嘉玲、

范銘彥 

列席：許千樹、張漢卿、陳莉平、喬治國、羅素如、許韶玲、李耀威、戴淑欣、呂昆、鄒永

興、吳翔、王旭彬、陳米山、劉富正、李莉瑩、陳衛國、魏駿吉、呂明蓉、陳怡雯、

張世龍、卓訓榮、曾仁杰、林宏洲 

記錄：陳素蓉 

甲甲甲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略略略略))))    

乙乙乙乙、、、、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八、 案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

發碩士專班名稱調整。（教務處提） 

說明： 

(一) 資訊學院成立後，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目前仍密切合

作，然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名

稱均冠以「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各種文件看起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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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冗長的感覺。 

(二)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學士班」擬更名為

「電機資訊學士班」。 

(三) 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各組領域分明，例

如「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冠

上「資訊學院」似為累贅，若修正為「電機學院電機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似較合宜。 

1、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調整為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與「資訊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 

2、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擬調整

為「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與「資訊學院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例如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

IC 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將調整為「電機學院

IC 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資訊學院資訊科技

(IT)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3、 調整後兩學院之碩士在職專班仍然共同運作(僅

指派一位教師擔任兩在職專班班主任)，產業研

發碩士專班亦同。 

(四) 本案業經 95.5.18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主管聯席會

議及95.5.18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會議紀錄如 P.63~P.69 附件十九）。 

決議：（一）通過「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學士班」更名為「電

機資訊學士班」。 

（二）通過通過通過通過「「「「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碩士碩士碩士碩士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調整為調整為調整為調整為「「「「電電電電

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與與與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但但但但

仍共同運作仍共同運作仍共同運作仍共同運作((((僅指派一位教師擔任兩專班班主任僅指派一位教師擔任兩專班班主任僅指派一位教師擔任兩專班班主任僅指派一位教師擔任兩專班班主任))))。。。。    

（三）通過「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調整為

「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與「資訊學院碩士產業

研發碩士專班」，但仍共同運作(僅指派一位教師擔任兩

專班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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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學院96 學年度第4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 間：97 年7 月23 日中午12：10 

地 點：工三館345 室 

主 席：林一平院長 

出席人員：簡榮宏、曾煜棋、陳榮傑、李素瑛(請假)、曾文貴、曾建超（請假）、陳玲慧、 

          鍾崇斌、莊仁輝、陳昌居、謝續平（請假）、張明峰、王國禎、荊宇泰、吳毅成、 

         單智君 

記錄：陳素蓉 

壹、 報告事項： (略) 

貳、 討論事項： 

一、案由：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產研專班擬分別成立辦公室獨立運作案，請審議。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產研專班提） 

說明： 

（一）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 產研專班提案，因系所及學院相關規定及行政作業流程 

       與電機學院各產研專班相比均較為繁複，擬獨立分開運作。 

（二） 經97.07.02 本班96 學年度第8 次委員會議（如P.2-P.3 附件一）決議，同意 

       兩學院產研專班分開獨立運作。擬自97 學年度（97年8 月1 日）起實施，擬 

       於兩院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級會議核備。 

決議：通過。 

 

二、案由：「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及「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組織規則」修訂案，請審議。（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產研專班提） 

說明： 

（一） 因應兩學院產研專班分開獨立運作，將原「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組織規則」修訂為「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及「資訊學院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本辦法業經97.07.02 本班96 學年度第8 次委 

       員會議決議通過。 

（二） 兩學院產研專班組織規則修訂對照表（如P.4-P.5 附件二）、電機學院產業研 

       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草案（如P.6 附件三）及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 

       規則草案（如P.7 附件四）。 

決議：修正通過「資訊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如附件四）」。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1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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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 院務會議 

通信投票   97.8.12 
一. 案由：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產研專班擬分別成立辦公室獨立運作案，請討論。 

說明： 

1. 因應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 產研專班提案，因系所及學院相關規定及行 

政作業流程與電機學院各產研專班相比均較為繁複，擬獨立分開運作。 

2. 經97.07.02 本班96 學年度第8 次委員會議決議，同意兩學院產研專班 

分開獨立運作。擬自97 學年度（97 年8 月1 日）起實施，將提送兩院 

院務會議通過及校級會議核備。 

 

二. 案由：「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因應兩學院產研專班分開獨立運作，擬將原「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產業 

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則」修訂為「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組織規 

則」。本辦法業經97.07.02 產研專班96 學年度第8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 

 

三. 案由：擬新訂「國立交通大學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 

請核備。 

說明： 

1. 本案依據「國立交通大學跨院學位學程設立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擬 

訂本學位學程組織章程。 

2. 本學程結合本校工學院、電機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管理學院等跨領 

域院系之師資與資源，建構全國唯一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之整合式教學 

與研究環境，培育國內聲音科技之專業人才。 

3. 本學程業經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籌備會議(96.12.4)通過。 

 

四. 案由：擬新訂「國立交通大學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請 

核備。 

說明： 

1. 本案依據「國立交通大學跨院學位學程設立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擬訂本學位學程組織章程。 

2. 「國立交通大學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業已經本學 

位學程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學位學程籌備會議討論通過。 

3. 本學位學程師資由工學院、理學院、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各系所 

支援。 

4. 本學位學程組織章程經學位學程委員會議制訂，並經工學院、理學院、 

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18

電機學院 院務會議 

通信投票結果 
開票時間：97 年8 月 12 日(週二) 

開票地點：工程四館208 室 

案由 同意票數 不同意票數 決議 

1.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產

研專班擬分別成立辦公室獨

立運作案 

16 0 通過 

2. 「電機學院產業研發碩

士專班組織規則」修訂案  16 0 

通過， 

辨法如附件 

 

3「. 國立交通大學聲音與

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組織章程」新訂案 

 

如說明 0 暫未通過 

4「. 國立交通大學奈米科

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組織

章程」新訂案 

 

如說明 0 暫未通過 

說明：案由三「國立交通大學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新訂案及 

      案由四「國立交通大學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新訂案，因與 

      母法「國立交通大學跨院學位學程設立辦法」(97.6.6 訂定)的部份條文有出 

      入，尤其是主任之產生方式及其他待說明之處(詳如下列)。經院長核示，建議 

     能修正後再送本院確認，故兩案暫未通過。 

 

電機學院院長： 

※綜合本院院務委員對兩案建議修訂內容： 

案由三「國立交通大學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 

1.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 跨院學位學程設立辦法」，學位學程之參與學院推派代表及

參與該學位學程之教師組成學位學程委員會，遴選該學位學程主任。然而，在本組織

章程卻定義：「本學程由學程全體\成員及職員組成，設學程主任一人。」依該章程，

似乎為一等同於獨立系的規模，且未針對學程全體成員及職員之組成提供說明。此一 

作法似乎與「國立交通大學 跨院學位學程設立辦法」之內容不盡相同，其是否適當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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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7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2:00                                   
地點：本校光復校區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代理                                               
出席：本校招生委員會全體委員 

列席：教務處綜合組                                                          

記錄：教務處綜合組郭瑞玲小姐 

 
甲、報告事項(略) 
 
乙、討論事項(略) 

 
 

丙、臨時動議 
案由一：資訊學院擬建議「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在招生及推廣文件中更名為「資

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班」，將「專」字刪除，請 討論。(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提) 
說 明：本班推動經濟部委託之產業研發碩士班計畫發現部分學生因對「資訊科技產業研

發碩士專班」的「專」字有所誤解，將其與碩士在職專班混淆，而對產業研發碩

士專班產生歧見；且不甚了解此計劃的社會大眾也因此多有本班較一般碩士班低

階的錯誤印象，造成本班業務推動困難。故本班擬向校方及教育部等相關單位提

出建議：「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在招生及推廣文件中更名為「資訊科技產

業研發碩士班」，將「專」字刪除。 
資策會 (產研碩士班的委託對象)表示，近來此議題經常被提出，先前遭教育部駁

回，98 年 1 月大會將再次討論此案。 
目前擬由資訊學院逕上簽呈，請校內相關單位會簽意見。 

決 議：請依本校系所更名程序辦理(經院務會議通過→送綜合組→送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函教育部)。 
 

散會 下午三時二十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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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97 學年度第 2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通信投票）(節錄) 

時間：97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  

地點：工程三館 410 會議室 

主席：林一平院長                                    

出席：簡榮宏副院長、曾煜棋副院長、曾文貴所長、曾建超所長、陳玲慧所長、鍾崇斌所長 

學士班：黃家齊主任 

國際學位學程：王聖智主任（請假） 

國際化與發展辦公室：溫瓌岸主任（請假）、蔡德明副主任（請假） 

碩士在職專班：陳昌居主任（請假）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陳登吉主任 

記錄：陳素蓉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資訊學院擬建議「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在招生及推廣文件中更 

              名為「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班」，將「專」字刪除，請討論。（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提） 

說明： 

（一） 本班推動經濟部委託之產業研發碩士班計畫發現部分學生因對「資

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的「專」字有所誤解，而對產業研發碩

士專班產生歧見；且不甚了解此計劃的社會大眾也因此多有本班較

一般碩士班低階的錯誤印象，造成本班業務推動困難。故本班擬向

校方及教育部等相關單位提出建議：「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在招生及推廣文件中更名為「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班」，將「專」

字刪除。 

（二） 資策會 (產研碩士班的委託對象) 表示，近來此議題經常被提出，

先前遭教育部駁回，98 年 1 月大會將再次討論此案。 

（三） 目前擬由資訊學院逕上簽呈，請校內相關單位會簽意見。 

決議：通過本案，並請教務處協助更名相關事宜。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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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97 學年度第 3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7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10：10  

地點：工程三館 410 會議室 

主席：林一平院長（簡榮宏副院長代理） 

出席：簡榮宏副院長、曾煜棋副院長、曾文貴所長、曾建超所長、陳玲慧所長、鍾崇斌所長

（請假） 

學士班：黃家齊主任 

國際學位學程：王聖智主任（請假） 

國際化與發展辦公室：溫瓌岸主任（請假）、蔡德明副主任（請假） 

碩士在職專班：陳昌居主任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陳登吉主任 

記錄：陳素蓉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六、前次會議（97.9.23 第 2 次會議通信投票）決議情形報告： 

（一） 通過請教務處協助爭取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之招生及推廣文件中，將資訊學

院「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名稱更名為「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

班」。本案已送簽核程序中，並將依 97 年 9 月 22 日招生會議決議：「請依

本校系所更名程序辦理（經院務會議通過－送綜合組－送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函教育部」，召開院務會議審議，以符行政程

序。 

（二） 通過資訊學院「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擬建議於畢業證書上加註學

生主修所別，以求名正言順。本案已送簽核程序中，並將依 97 年 9 月 22

日招生會議決議：「請依本校系所更名程序辦理學籍分組（經院務會議通

過－送綜合組－送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函教育

部），另請於㤸學年度秋季班送經濟部及教育部審查之計畫書一併規劃說

明。」，召開院務會議審議，以符行政程序。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略略略略))))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111111：：：：3030303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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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97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民國 97 年 10 月 3 日中午 12：10 

地點：工三館 345 室 

主席：林一平院長                                   

出席：簡榮宏（請假）、曾煜棋、曾文貴、曾建超、陳榮傑（請假）、陳玲慧、鍾崇斌、 

陳昌居（請假）、謝續平、張明峰、孫春在、王國禎、楊  武、吳毅成（請假）、 

施仁忠、譚建民 

列席：蔡佩瑾、曹雅珽 

記錄：陳素蓉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自 96 學年度已開始辦理聯合招生，本校理學院並已與清

大、中央聯合招生。目前學校積極推動請各院加入聯合招生行列。目前清華資訊學

院已表達無意願，而中央資訊學院則希望可與本校聯合招生，因此將請曾文貴所長

召集會議，邀集本院及中央大學相關老師協商聯合招生相關事宜。 

二、高教中心評鑑委員 10 月 30 日、31 日 2 天之實地訪評，請系所先行召開會議依評鑑

行程，備妥相關資料並先行模擬演練，評鑑當天應注意事項並請通知全院教師及學

生配合。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 案由：擬建議資訊學院「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更名為「資訊科技產業研

發碩士班」，刪除「專」字，請討論。（資訊學院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提） 

說明： 

（四）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業經 97.07.02 電機資訊

產研專班 96 學年度第 8 次委員會議、97.07.23 資訊學院第 4 次院

務會議及 97.08.12 電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同意自 97 學年度（97

年 8 月 1 日）起與電機學院產研專班分開獨立運作。（註：此組織

調整案擬提 97 年 10 月 13 日校務規劃會議審議。） 

（五） 本案依 97 年 9 月 22 日 97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請

依本校系所更名程序辦理（經院務會議通過－送綜合組－送校務規

劃委員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函教育部」辦理更名程序，並

擬併同組織調整案送 97 年 10 月 13 日校務規劃會議審議。 

（六） 因本班學生修課規定及選修課程均與本院資工系各所相同，為使本

班業務推動順利，擬建議校方向教育部及經濟部爭取同意：「資訊

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更名為「資訊科技產業研發碩士班」，將

「專」字刪除。 

（七） 資策會 (產研碩士班的委託對象) 表示，近來此議題經常被提出， 

希望 98 年 1 月教育部大會時再次討論此案。 

決議：通過本案，並依程序送教務處綜合組提校規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函

送教育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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