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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99 年 12 月 1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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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杰總務長、李鎮宜研發長（陳衛國副研發長代理）、

陳信宏院長（杭學鳴副院長代理）、林一平院長、莊振益院長、陳俊勳

院長、張新立院長、黃鎮剛院長、莊英章院長（連瑞枝副院長代理）、

葉伯琦院長（盧廷昌所長代理）、李大嵩委員、鍾崇斌委員（曾文貴教

授代理）、曾煜棋委員（簡榮宏教授代理）、張明峰委員（陳榮傑教授代

理）、陳永富委員、林貴林委員、金大仁委員、林清發委員、劉尚志委

員、任維廉委員、張基義委員、趙瑞益委員、張玉佩委員、廖威彰委員、

陳慕天委員（褚立陽同學代理） 

請  假：許千樹副校長、傅恆霖學務長、林寶樹主任、張靄珠主任秘書、莊明

振代理院長、楊永良主任委員、黃中垚委員、黃遠東委員、蘇朝琴委員

徐保羅委員、崔秉鉞委員、陳登銘委員、洪志真委員、唐麗英委員、劉

復華委員、張翼委員、韋光華委員、李秀珠委員、莊雅仲委員、蔡熊山

委員、林伯昰委員 

列  席：會計室葉甫文主任（呂明蓉組長代理）、人事室譚潔芝主任、營繕組楊

黎熙組長、綜合組張漢卿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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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99年11月 11日召開之99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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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提 99 年 11 月 17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未通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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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 99

年 11 月 17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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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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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前次會議經表決未通過，惟教務處依議事規範第七十九條

之規定，業得校規會委員十分之一以上之附議(本會委員 48 人，

附議人數須為 5人以上)重新提請復議，爰列入本次會議討論事

項案由二。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業於 99年 9月 27日召開 99學年度第 1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

會完竣，決議事項詳如會議紀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P.P.P.P.5555~P.~P.~P.~P.6666）））），重要決議報告

如下： 

（一）本學年度主任委員由建築所張基義委員擔任。 

（二）同意藝文中心懸掛帆布廣告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

旁外牆、圖書館 B1側門弧形外牆。 

（三）修正「國立交通大學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第八條文宣廣告物

懸掛位置：新增一處帆布廣告懸掛位置於圖書館 B1入口弧形

處，供全校性活動申請使用。 
 

四、管理學院報告：檢附 GMBA 年度經費規劃，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P.P.P.P.7777））））。 
 

五、員額配置審議小組報告：檢附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組織規則（（（（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P.P.P.P.8888））））及 88 年 4月 9日本校研商有關員額配置問題小組座談會紀

錄，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P.P.P.P.9999~P.1~P.1~P.1~P.13333））））。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一一一一、、、、有關委員對有關委員對有關委員對有關委員對 GMBAGMBAGMBAGMBA 經費規劃之建議經費規劃之建議經費規劃之建議經費規劃之建議，，，，請管理學院參酌修正請管理學院參酌修正請管理學院參酌修正請管理學院參酌修正。。。。    

二二二二、、、、各學院院長皆為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之當然委員各學院院長皆為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之當然委員各學院院長皆為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之當然委員各學院院長皆為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之當然委員，，，，請協助請協助請協助請協助將將將將該小組該小組該小組該小組

運作及決議等運作及決議等運作及決議等運作及決議等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資訊轉知予院內教師瞭解資訊轉知予院內教師瞭解資訊轉知予院內教師瞭解資訊轉知予院內教師瞭解，，，，並請人事室於各院提出並請人事室於各院提出並請人事室於各院提出並請人事室於各院提出

員額需求時員額需求時員額需求時員額需求時，，，，儘速召開會議討論儘速召開會議討論儘速召開會議討論儘速召開會議討論，，，，俾利提升俾利提升俾利提升俾利提升行政效能行政效能行政效能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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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同意西區室外球場運動空間遮雨棚改善規劃構想案，請討論。

（學務處提）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國立交通大學新興工程支應原則」第四條規定（（（（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P.P.P.P.14141414~P.1~P.1~P.1~P.15555）））），提送本案規劃構想等相關位置及初步意像圖送校務

規劃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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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解決本校室內運動空間不足問題，擬於西區室外籃排球場新建

遮雨棚及抗 UV 膜，建地涵蓋 4 面籃排球場，提供籃、排球運動

人口更多運動空間，以滿足本校師生運動需求，相關位置及初步

意像圖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P.P.P.P.16161616~P.1~P.1~P.1~P.18888））））。 

三、本案總經費需求約新台幣 4,949 萬 9,640 元，經費概算表如（（（（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7777，，，，P.P.P.P.19191919））））。 

四、為使本校籃、排球運動之師生能於雨天有更多及安全的運動空

間，擬請同意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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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111 票票票票））））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二二二二：：：：資訊學院擬於 101 學年度起與中研院合作，增設「網路與資訊系

統博士學位學程」，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林一平委員、

鍾崇斌委員、曾煜棋委員、張明峰委員、林寶樹委員、林進燈委

員附議，提請復議）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一一一、、、、資訊學院說明如下： 

（一）為提昇本學院學術競爭力，以吸引國內優秀學生選擇本學院

就讀，擬與中研院合作推動成立「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

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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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自大學法修正通過大學辦理「學位學程」後，已積極

與國內大學合辦具發展潛力之跨領域博士學位學程。自 98、

99、100 學年度起已與國立陽明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台北

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台灣大學、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等合作成立博士學位學程，101 學年度擬與本

校合作規劃成立「網路與資訊系統」，及與成功大學規劃成

立「醫學資通訊工程」及「前瞻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三）檢附中研院與國內大學合作成立博士學位學程現況供參（（（（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8888，，，，P.P.P.P.20202020~P.2~P.2~P.2~P.24444））））。 

二、中研院與部分大學教學合作行之多年，常見的是部分學生共同指

導或招生分組合作，近年新增由中研院主導(合作大學配合)國際

生招生合作及設立博士學位學程。 

三、與國家研究單位教學合作是各大學極力爭取的機會，鄰校的合作

案例早有一定規模，從該校有中研院專車多年可以見之，相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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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師生與學校都受益不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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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P.P.P.P.22225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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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P.P.P.P.26262626））））。 

五、檢附申請增設計畫書（（（（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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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323 票票票票，，，，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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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1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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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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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BA 年度經費規劃年度經費規劃年度經費規劃年度經費規劃 

 

常規性支出 

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300 萬萬萬萬 

(含主任行政加給、助理、教學鐘點費、助教、論文指導與口試…等費用) 

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170 萬萬萬萬 

(含國際化宣傳、英文營活動費、海外移地教學、海外研習(實習)補助、企業參訪、國際競賽

補助、出差旅費…等) 

 

學分費收入 

320 萬萬萬萬(300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說明： 

每年缺口 150萬，不足額由教育部結餘款支應 

目前結餘款約有 600萬，若無其他收入來源，可再運作 4-5 年 

------------------------------------------------------------------------------------------------------- 

補足經費缺口計畫： 

1. 成立學分班成立學分班成立學分班成立學分班 

■吸引竹科等社會人士修課，一方面增加 GMBA 知名度，一方面增加收入。 

■5000/學分，若 10 人報名，一堂課可增加 15 萬，4 堂課年收入增加 60 萬。 

2. 減少海外研習與移地教學等補助減少海外研習與移地教學等補助減少海外研習與移地教學等補助減少海外研習與移地教學等補助 

■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另闢補助經費，無須由學分費支出。 

■選擇參加主辦單位支付帶隊教授差旅費之競賽 

■視經費情況，逐年減少學生出國補助比例 

3. 減少兼任師資人事費減少兼任師資人事費減少兼任師資人事費減少兼任師資人事費 

■加強專任師資陣容，減少外聘兼任教師。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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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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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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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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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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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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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與國內大學合作成立博士學位學程現況 

一、 現況 

 

學位學程名稱 合作大學 
99學年度 
錄取名額 

備註 

1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 
中國醫藥大學 9  

台北醫學大學  100學年度招生 

2 海洋生物科技 國立中山大學 10  

3 分子醫學 國立陽明大學 16  

4 轉譯醫學 

國立臺灣大學 3  
高雄醫學大學 3（MD）  
國立陽明大學 籌備中  
中國醫藥大學 籌備中  
國防醫學院 籌備中  

5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 國立臺灣大學 5  

6 微生物遺傳與基因體學 國立中興大學 3  

7 醫學資通訊工程 國立成功大學  
預計 101學年度招生，校內程序已

過，擬送教育部。 

8 前瞻生物科技 國立成功大學  
預計 101學年度招生，校內程序已

過，擬送教育部。 

9 網路與資訊系統 國立交通大學  預計 101學年度招生 

 

二、 中研院與國立大學推動博士學位介紹 

摘錄自中研院網頁 http://asdp.sinica.edu.tw/objective.htm 

＊＊＊＊學程緣起學程緣起學程緣起學程緣起 

依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二條規定，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亦為本院身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

機構之重要任務之一。因此本院積極與國內各大學進行學術合作，來提升雙方之基礎研究水

準，並共同培育優秀人才，目前已與 28所大學訂有學術合作辦法，合作範圍包括：人員合聘

與借調、學術研究之合作、研究生之訓練。  

基於培育跨領域高等科研人才的必要性及迫切性，自大學法修正通過賦予大學辦理「學位學

程」法源後，本院與大學積極討論合辦具發展潛力之跨領域碩博士班學位學程。 

＊＊＊＊ 學程宗旨學程宗旨學程宗旨學程宗旨 

本院自 97年起首次與國內大學合辦學位學程，本院現任總召集人為翁啟惠院長，合作大學之

總召集人則由現任校長擔任，並於 98年開始招生。學位學程係根據本院及合作大學雙方之強

項，促成互補性合作，由雙方參與學程之師資共同規劃，共同參與培育任務，而學位則由大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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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頒發。目前與本院合作之大學跨越臺灣北、中、南三大都會區，為延攬各地之跨領域研究

人才，並提供各界人士再教育的機會。本院與各大學合辦之碩博士班學程領域主要為具有前

瞻、尖端、及競爭力的跨領域研究領域，以期厚植我國學術競爭力，同時適時培養高等科研

人才。  

＊＊＊＊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持續調整學位學程研究方向以提升競爭力持續調整學位學程研究方向以提升競爭力持續調整學位學程研究方向以提升競爭力持續調整學位學程研究方向以提升競爭力  

為提升學位學程競爭力，提供更多元且先進的研究環境，以吸引國內優秀學生就讀本院與合

作大學合辦之學位學程，本院與合作大學將持續調整學位學程研究方向。將本院與合作大學

於各領域之最新尖端研究加入現有之相關學位學程內，或新增合作單位，以擴充現有學位學

程之研究範疇。  

 

        規劃創新跨領域之學位學程規劃創新跨領域之學位學程規劃創新跨領域之學位學程規劃創新跨領域之學位學程  

積極與國內各大學針對雙方之優勢領域規劃辦理具國際創新發展性的、跨領域的、碩博士班

「學位學程」，以培養更多具國際觀的頂尖國內科研人才。  

 

三、 中研院與台灣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陽明大學合作成立學程簡介 

 

((((一一一一)))) 台灣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緣起與宗旨緣起與宗旨緣起與宗旨緣起與宗旨 

於後基因體時代，幾近解序完成的人類基因體地圖，已造就更多更廣的基礎醫學研究。

但是臨床醫學領域的實際進步，並不如預期般地同步躍進。中間進程的主要瓶頸，在於

如何將這些基礎生命科學的研究發現，轉換到臨床可行的應用層次，才能確實改善人類

的健康與生活品質。這類將臨床應用的需求與基礎醫學的研發整合起來的「轉譯醫學」

研究，建構於完善的基礎建設之上，包括臨床試驗體系、樣本庫、醫療資訊整合與分析，

以及智財、稅法、產學研合作機制之建置。  

為了讓臺灣的生物醫療相關的產學界可以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取得先機，中央研究院與臺

大將攜手合作發展以「轉譯醫學」為核心的生醫研究，以訓練轉譯醫學領域的優秀科學

家與醫師群為主軸，從而加強轉譯醫學研究及臨床醫療照護之品質，進一步可以協助企

業界提升在全世界生物醫藥之競爭力。「轉譯醫學學位學程」的教學與研究所需要的實

驗設備和儀器可以在參與合作的單位裡得到支援。由於可以獲得設備與多樣專長的協

助，配合參與單位的研究人員的緊密合作，此一研究生學程可以提供年輕學子一個良好

的教育機會，以培養他們對於轉譯醫學的研究興趣，並且將這些基礎生命科學的研究發

現，轉換到臨床可行的應用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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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與重點發展方向與重點發展方向與重點發展方向與重點 

1.培育具備競爭優勢的轉譯醫學領域優秀人才。  

2.重點疾病的研究與開發。  

3.探索重大疾病的致病因子，作為未來開發預防、篩檢、治療、照護等方案的標的。 

4.分析具有鑑別性的生物標記(biomarker)，作為未來開發檢驗試劑、藥物等標的；或

藉由臨床試驗評估生物標記的可利用性。  

5.利用基因體學、蛋白體學、生物資訊學等工具或動物模式，研究疾病的致病機制並尋

求臨床試驗。 

＃＃＃＃學程委員會名單學程委員會名單學程委員會名單學程委員會名單    

本學位學程設有委員會，由雙方共同組成。召集人下並有「執行委員會」、「招生委員

會」、「教務委員會」、及「學生事務委員會」共同執行學程之運作。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總召集人 
中研院－翁啟惠 院長 

臺灣大學－ 李嗣涔 校長 

執行委員會 

主席 
中央研究院召集人－ 陳建仁 特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召集人－ 楊泮池 院長 

委員 

招生委員會主席－陳建仁、楊泮池 

教務委員會主席－陳垣崇、黃冠棠 

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鈴津、錢宗良 

諮詢委員會－王惠鈞副院長、李文華院士、伍焜玉院士 

招生委員會 

主席 
中央研究院－ 陳建仁 特聘研究員 

臺大醫學院－ 楊泮池 院長 

委員 

中央研究院－ 陳垣崇、陳鈴津、陳光超、陳璿宇、陳建璋、

陳瑞華、張雯、施修明、嚴仲陽、李文山、蕭培文 

臺大醫學院－ 黃冠棠、郭明良、張上淳、陳培哲、錢宗良、

楊偉勛、李芳仁、周綠蘋、楊志新、葉坤輝、陳祈玲、

張正琪、何弘能 

教務委員會 

主席 
中央研究院－ 陳垣崇 特聘研究員 

臺大醫學院－ 黃冠棠 教務分處主任 

委員 
中央研究院－ 陳鈴津、陳瑞華、張雯、施修明、陳璿宇 

臺大醫學院－ 郭明良、張上淳、楊偉勛、高嘉宏、鄭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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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委員會 

主席 
中央研究院－ 陳鈴津 副主任 

臺大醫學院－ 錢宗良 學務分處主任 

委員 
中央研究院－ 嚴仲陽、李文山、蕭培文 

臺大醫學院－ 李芳仁、周綠蘋、張正琪 
 

    

((((二二二二)))) 高雄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簡介高雄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簡介高雄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簡介高雄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簡介：：：：    

為配合國家高階生物科技教育及轉譯醫學人才培育之政策，且因應世界轉譯醫學產業效益之

潮流，因此，本校特與中央研究院於 99 學年度合作開設「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以培育

優秀臨床醫師成為轉譯醫學人才。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藉由中研院的合作，提供臨床醫學研究良好的研究訓練與平台外，加入創新科技以助於

提升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  

    為培育轉譯醫學人才，使研究生兼具臨床與基礎雙向研究驗證之能力及具備有創新研

究，以利產業效益之產出能力。  

    以轉譯醫學研究人才培育為重點，有效整合高醫基礎與臨床研究，充分利用高醫大及附

設醫院相關資源，建構完整的轉譯醫學研究與教學系統。  

    加強跨領域合作，建立南台灣轉譯醫學研究之特色，提供臨床與基礎雙向研究所需之互

動平台。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及研究重點及研究重點及研究重點及研究重點        

（一）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本校目前已組有發展團隊包括：腫瘤、神經科學、免疫感染、再生醫學與幹細 

          胞醫學，以此為基石，再加上天然藥物研究所、中研院的堅強支援  

（二） 研究重點研究重點研究重點研究重點：  

1. 探討疾病致病機轉調控及特有的生物標記或分子途徑。  

2. 基礎研究落實於臨床，以發展新的診斷方法，中草藥物開發及新療法之研究應

用。  

3. 疾病動物模式的研究。  

4. 臨床試驗與基礎雙向驗證。 

 

 

((((三三三三)))) 陽明大學陽明大學陽明大學陽明大學分子醫學分子醫學分子醫學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宗旨與目的  

    本學程乃結合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與本校分子醫學相關領域老師，提供多管道的學習與訓

練環境 ，培育高級分子基因體醫學人才，建立由基礎至臨床研究的合作機制，達到增進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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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疾病分 子機制之瞭解及促進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新科技之研發。 

  

學程研究發展領域 

   1、神經科學與疾病(Neuroscience and Diseases) 

   2、感染疾病與免疫學(Infectious Disease and Immunology) 

  3、基因與疾病(Genes and Diseases) 

   4、分子與細胞治療(Molecular and Cellular Therapy)  

   5、生理及分子動態(Physiology and Molecular Dynamics) 

  

三、學程負責人 

    陽明大學生命科學院  高閬仙院長  

 

四、組織架構 

    推動委員會:規劃學程教育方向，設計課程、擬定行政作業原則 

    ＊學程推動委員會委員並兼具下列一委員會主席 

     

    招生組:招生事務，本地生與國際生招生相關事務 

    課務組:安排課程、資格考委員會、論文指導委員會 

    學務組:學生導師安排、retreat、非課程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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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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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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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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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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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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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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以下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10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