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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紀錄 

時  間：9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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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進燈教務長（沈定濤副教務長代理）、傅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

李鎮宜研發長、莊振益院長（鍾文聖副院長代理）、陳信宏院長、張新

立院長（姚銘忠副院長代理）、陳俊勳院長、莊明振代理院長、黃鎮剛

院長（何信瑩副院長代理）、莊英章院長、楊永良主任委員、黃中垚委

員、黃遠東委員、蘇朝琴委員（王蒞君教授代理）、張明峰委員、陳永

富委員、陳登銘委員、洪志真委員、金大仁委員、劉尚志委員、李秀珠

委員、趙瑞益委員、張玉佩委員、莊雅仲委員、廖威彰委員、林伯昰委

員、陳慕天委員 

請  假：許千樹副校長、林寶樹主任、張靄珠主任秘書、林一平院長、葉伯琦院

長、徐保羅委員、崔秉鉞委員、李大嵩委員、鍾崇斌委員、曾煜棋委員、

唐麗英委員、任維廉委員、劉復華委員、林貴林委員、張翼委員、林清

發委員、韋光華委員、張基義委員、蔡熊山委員 

列  席：會計室葉甫文主任、營繕組楊黎熙組長、綜合組張漢卿組長、傳科系陶

振超主任、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董蘭榮副主任、資工系曾文貴主任 

記  錄：柯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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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臨時校規會。本校 101 學年度計有 3個申

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之申請案，因須於期限內報部

審查，爰召開本次臨時校規會討論，俟通過後再提送至校務會議審議。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99年10月1日召開之99學年度第1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申請 100 學年度起續辦案，

業經 99 年 10 月 27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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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擬於 101 學年度增設「傳播與科技學

系碩士班」，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傳播與科技學系說明如下： 

（一）本碩士班設立之目的： 

1.因應數位媒體科技迅速發展帶來的傳播教育挑戰。 

2.培育數位傳播環境所需之高階創作與研究人才。 

3.充分運用本系、院、校之相關豐富師資、設備與各類資源。 

（二）本碩士班成立之發展重點： 

1.數位傳播創作與設計：兼顧數位傳播設計與創作技術，以

及數位傳播人文素養和視野的傳播專業能力，培育數位傳

播時代之溝通和創作專才。 

2.新媒體科技研究：掌握傳播科技的發展趨勢和特徵，對新

媒體生態環境、數位傳播下的使用者及閱聽人、數位時代

的社會與文化議題，培育新媒體領域中概念設計、產業分

析、計畫管理和研究開發人才。 

二、本案業經 99 年 10 月 13 日傳播與科技學系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P.P.P.P.4444））））及 99 年 10 月 13 日客家文化學院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P.P.P.P.5555））））。 

三、檢附申請增設計畫書（（（（另參另參另參另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16161616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8888 票票票票））））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資訊學院擬於 101 學年度增設「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資訊學院說明：本博士學位學程為中研院與本校資訊學院合作推動

成立，主要依據雙方學術優勢，規劃學程之發展方向，以培育跨領

域高等科研人才，並以具有前瞻性及競爭力的跨領域研究為主題，

透過雙方之合作，培養我國優秀博士生，厚植國際學術競爭力。 

二、本案業經 99 年 10 月 13 日資訊工程學系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3 
 

次系務會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P.P.P.P.6666））））及 99 年 10 月 21 日資訊學院 99 學年

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P.P.P.P.7777））））。 

三、檢附申請增設計畫書（（（（另參另參另參另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因同意與不同意票數同為因同意與不同意票數同為因同意與不同意票數同為因同意與不同意票數同為 13131313 票票票票，，，，爰再爰再爰再爰再

重行表決重行表決重行表決重行表決。。。。    

二二二二、、、、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重行表決未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重行表決未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重行表決未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重行表決未通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6666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3131313 票票票票））））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擬於 101 學年度增設「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

學程」 (EECS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請討論。（教務

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一一一、、、、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說明如下： 

（一）成立「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將有利電機與資訊兩院

資源整合，兩院師資與課程共享，可提供國際學生(相較其他

各系所)更彈性化及多元化課程選擇，可為兩院創造雙贏局

面。 

（二）其設立為銜接現有「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鼓勵現

有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優秀國際生，繼續留在本校深造，落

實校園國際化並邁向世界頂尖大學之列。 

（三）將整合電機及資訊兩院國際研究生的招生與課程，藉以吸引

更多優秀國際科技尖兵到交大就讀；同時可統合兩院各系所

外籍生之管理及獎學金審核，將提供國際生更優質的服務。 

二、本案經 99 年 10 月 19 日電機學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7777，，，，P.P.P.P.8~P.98~P.98~P.98~P.9））））及 99 年 10 月 21 日資訊學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

務會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P.P.P.P.7777））））審議通過。 

三、檢附申請增設計畫書（（（（另參另參另參另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20202020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111 票票票票））））    

 
參參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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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505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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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99999999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第第第 111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2222 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時       間：99 年 10 月 13 日（三）12 時 00 分~14 時 30 分 

地       點：客家文化學院 HK213 會議室 

召 集 人：陶振超主任 

出席委員：莊英章院長、李美華副教授、魏玓副教授、張玉佩副教授、林崇偉助

理教授、林照真助理教授、許峻誠助理教授、林慧斐助理教授、黃靜蓉助理教授

(請假)、黃淑鈴助理教授、張宏宇助理教授。 

列    席：陳主宏助理、林書羽、陳欣渝。 

紀    錄：鍾心瑜 

 

一一一一、、、、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本系本系本系本系 101101101101 學年度增設學年度增設學年度增設學年度增設碩士班案碩士班案碩士班案碩士班案，，，，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本案需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始得報部，校內提案程序為：系務會議→院務

會議→送教務處（綜合組）提案→校規會→校務會議。 

決議：全票通過，送院務會議審查。 

 

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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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事事事事        由由由由：：：：999999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第第第第 2222 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14141414::::33330000~~~~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院會議室院會議室院會議室院會議室(HK115)(HK115)(HK115)(HK115)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莊英章院長莊英章院長莊英章院長莊英章院長                                  
 

出席者：蔡石山講座教授、李弘祺講座教授、副院長連瑞枝副教授、簡美玲系主

任、陶振超系主任、黃紹恆教授、李美華副教授、蔣淑貞副教授(未出席)、

莊雅仲副教授、林文玲副教授、林欽榮副教授、林秀幸副教授、魏玓副

教授、張玉佩副教授、段馨君副教授、林崇偉助理教授(請假)、潘美玲

助理教授、羅烈師助理教授、呂欣怡助理教授、林照真助理教授、許維

德助理教授(公)、劉大和助理教授、林慧斐助理教授、黃靜蓉(假)、許

峻誠助理教授、張藝曦助理教授、李翹宏助理教授(公)、柯朝欽助理教

授、蔡晏霖助理教授(公)、黃淑鈴助理教授、張宏宇助理教授。 

列席者：教師：林健正教授 

職員：許文雄、林峻如、鍾旻秀、鍾心瑜、黃聖軒、營繕組長楊黎熙 

學生：族文所所學會會長陳貞宇 

記  錄：范美華 

        

壹壹壹壹、、、、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二、傳播與科技學系數位媒體碩士班申請案(請參閱附件三)。 

      說明：1.本案業經傳科系 99 年 10 月 13 日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2.本案配合學校行政作業，經系、院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將於 10 月 20 日以前送校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審查。 

 

 

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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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次系務會議紀錄次系務會議紀錄次系務會議紀錄（（（（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 上午 12:00～ 

地點：工程四館 528 會議室 

主席：曾文貴主任 

出席：全體教師 

學生代表：大學部張家甄、卓孟虹；碩士班籃日全；博士班沈宣佐、陳毅睿。 

紀錄：俞美珠、蘇誼嫻 

 

壹壹壹壹、、、、    前次系務會議前次系務會議前次系務會議前次系務會議（（（（99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略略略略）））） 
 

叁叁叁叁、、、、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三：101學年度成立「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說明：1. 99.10.7 系務委員會建議： 
（1） 此學程入學學生須計入博士生指導名額。 

（2） 建議每指導組每年指導一位學程學生。每位老師至多指導二位學

生。此項指導兩位學生數規定亦適用於中研院研究員。 

（3） 建議共同發表的論文才列入畢業點數計算。 

補充說明： 

1.有關此學程的招生名額：3名。名額來源：一是向校方爭取或系內名額

自行調整。因今年博士班有缺額錄取情形，自行調整也是可行的。 

      2.學生不限領域。 

 3.最主要成立此學程目的是要與中研院形成研究團隊。 

  4.建議學生拿了中研院的獎學金，系上不要再發給獎學金。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36票同意通過票同意通過票同意通過票同意通過（（（（6票反對票反對票反對票反對）。）。）。）。 
 
案由四～案由八：（略）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 時時時時 50 分分分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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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9 年 10 月 21 日（四）中午 12：10 
地點：工三館 427 室 
主    席：林一平院長                             
院務代表：林一平（召集人）、簡榮宏、曾煜棋、曾文貴（出國）、王國禎、徐

慰中、 
陳玲慧、鍾崇斌（請假）、李素瑛、張明峰、莊仁輝（出國）、陳榮傑、 
陳耀宗（請假）、曾建超、楊  武、蔡錫鈞、謝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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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前次確認前次確認前次確認前次（（（（99.07.1599.07.1599.07.1599.07.15 第第第第 6666 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如附件甲如附件甲如附件甲如附件甲）。）。）。）。((((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    前次會議前次會議前次會議前次會議（（（（99.07.1599.07.1599.07.1599.07.15 第第第第 6666 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決議事項執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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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 101 學年度增設「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

程」，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電機學院 99 年 9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2次院主管
會議（紀錄如 P.3 附件一）及 99 年 10 月 13 日資訊工程學
系 99 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如 P.4-P.5 附件二）及
電機學院 99 年 10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如 P.6-P.7 附件三）審議通過。 

（二） 本案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共同推動成立，隨附成立說明
（如 P.8 附件四）供參。 

（三） 隨附「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如附件乙） 
決議：以無記名投票（同意 12 票、不同意 0票）通過本案。 
 

二、案由：資訊工程學系 101 學年度增設「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99 年 10月 13 日資訊工程學系 99 學年度第 1次

系務會議（紀錄如 P.4-P.5 附件二）通過。 
（二） 隨附「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如附件丙）

供參。 
決議：以無記名投票（同意 12 票、不同意 0票）通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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