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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4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  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李大嵩

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荊宇泰副國際長代)、裘性天主任秘書、陳永富院

長、王念夏代表、鄭舜仁代表(許世英教授代)、刁維光代表、林志忠代表、

唐震寰院長、宋開泰代表、方凱田代表、歐陽盟代表、冉曉雯代表、李佩

雯代表、陳巍仁代表(陳宏明教授代)、陳科宏代表、林顯豐代表(莊競程

教授代)、莊仁輝院長、曾新穆代表(曹孝櫟教授代)、謝續平代表、袁賢

銘代表、莊榮宏代表、韋光華院長、黃炯憲代表、王維志代表、吳樸偉代

表、陳慶耀代表、陳宗麟代表、胡均立院長(林春成副院長代)、林妙聰代

表、劉復華代表、唐麗英代表、郭家豪代表、曾成德院長、張靜芬代表(鄭

維容副教授代)、許峻誠代表、林珊如代表、龔書章代表、鐘育志院長、

吳妍華代表、黃憲達代表、張家靖代表、張維安院長、黃靜蓉代表、許根

玉院長、李偉代表、倪貴榮代理院長、許恒通代表、陳仁姮代表、張生平

代表、廖威彰代表、王先正代表、林泉宏代表、楊黎熙代表、黃孝宏代表、

呂晉代表、陳嘉文代表、賴俊義代表、呂紹榕代表【共計 65人】 

請假：張基義總務長、曾煜棋主任、傅恆霖代表、朱仲夏代表、莊重代表、黃

冠華代表、鄭裕庭代表、陳紹基代表、廖德誠代表、黃乙白代表、陳志

成代表、張淑閔代表、吳宗修代表、黃思皓代表、賴郁雯代表、林秀幸

代表、林俊廷代表、劉尚志代表、莊伊琪代表、呂紹棟代表、宗仕傑代

表、陳建仰代表、張勝豐代表、呂家興代表【共計 24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館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黃士昆副主任代)、資訊學院曾文貴副院長、教務

處綜合組張依涵專員、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呂憲中博士後研究員、黃沙

皇博士後研究員、林志峰行政專員 

記錄：柯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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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 60週年校慶舉辦得非常出色，感謝各單位及同仁們的努力。 

二、本校圖書館一樓目前正展出許多深具歷史意義之本校文物；圖書館三

樓經整修後，已煥然一新，歡迎各位前往體驗。現代的大學圖書館已

發展為學習中心，「以人為本」將空間保留給使用者，本校亦循此趨

勢重新設計圖書館使用空間。 

三、本校博愛校區新建的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已落成，目前正進行內

部裝修。此大樓對於本校建築水準有相當大幅度之提升作用，本校其

餘館舍亦將依此標準逐步提升品質。 

四、本校教師積極爭取國內、外各種教育領域之獎項，獲得豐碩成果，值

得勉勵。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7年 3月 28日召開之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 會議紀錄附件 ） 

會議紀錄確認。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7學年度第2學期新設「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越南境外碩士專班」

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說明： 

(一)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多次前往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

屬自然科學大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簡稱 VNU-HUS)，並與對方達成口

頭協議將於越南設置本校境外碩士專班。 

(二)越方期望本校成立一個專注於微電子理論和元件的專班，另

一個專注於半導體製造和封裝的專班。 

(三)考量上課人數需達到臨界規模，申請兩專班： 

1.微電子工程專班(25名學生)。 

2.半導體製造專班(25名學生)。 

(四)教育部企盼本校設置境外碩士專班，吸收越南學生就讀，並

擇優至本校博士班就讀。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境外專班可為一般日間學制學、碩士班，也可以是進修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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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進修學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與以往校內將「碩士在職專

班」簡稱的「專班」不完全相同，先予敘明。 

(二)本案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擬 107 學年度春季班辦理「微電子

工程專班」與「半導體製造專班」兩班，每班招生名額各 25

名。 

(三)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附件 1，P.6~P.9)規定，所設班別以學校

現有之學院及科系所為限，目前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設有學

院碩士班，則本案「微電子工程專班」與「半導體製造專班」

應為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碩士班之學籍分組，暫擬班別名稱

為「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微電子工程越南境外碩士專班」與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半導體製造越南境外碩士專班」(請國

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確認班別名稱)。 

(四)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9 日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 2，P.10)。 

(五)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

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新設「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越

南境外碩士專班」計畫書(請另參 綠色資料附件 )，僅供委員參

閱，不隨會議紀錄公布於網頁。 

四、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通過(附件 3，P.11~P.1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6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108 學年度新設「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教

務處提) 

說  明： 

一、資訊學院與電機學院說明： 

(一)本校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

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依據 107 年 3 月 23 日本校 106 學

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附件 4，P.15~P.16)決議，由資訊學

院與電機學院合作，108 學年度新設「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

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5名(教育部專案外加)。 

(二)107年 4月 3日資訊學院 106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附件 5，

P.17~P.18)通過本案內容，並建議學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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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年 4月 10日電機學院 106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附件

6，P.19~P.20)通過本案內容，並建議學程名稱。 

(四)107年 4月 11日校長建議本學位學程名稱為資電亥客與安全

碩士學位學程。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

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本校 108學年度申請新設「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計畫書(請另參粉色資料附件 ) 

四、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通過(附件 3，P.11~P.1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7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108學年度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說明： 

(一)本校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

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合作，108

學年度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5名(教育部專案外加)。 

(二)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3日資訊學院 106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

議(附件 5，P.17~P.18)及 107年 4月 10日電機學院 106學

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附件 6，P.19~P.20)通過。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

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本校 108學年度申請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

程」計畫書(請另參 黃色資料附件 )。 

四、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通過(附件 3，P.11~P.1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7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四：電子工程學系自 108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討論。(教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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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電機學院說明： 

(一)107年 3月 28日校務會議(附件 7，P.21~P.23)通過「電子工

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110 學年度整併為「電機工程

學系」。 

(二)107年 3月 27日電子工程學系與電子研究所 106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聯席系所務會議(附件 8，P.24)決議： 

針對電子、電機整併計畫書提出修正案：為保障電子工程學

系在學學生畢業權利不致受損，電子工程學系應比照電機資

訊學士班處理方式因應校內組織整併。 

(三)電機資訊學士班 108學年度停招案，業經本校 107年 3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附件 7，P.21~P.23)。 

(四)電子工程學系停止招生後，原招生名額轉入電機工程學系。 

(五)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0日電機學院 106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

議表決通過(附件 6，P.19~P.20)。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電子工程學系僅有學士班，碩博士班歸屬於電子研究所。 

(二)日前校務會議已通過之「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

110 學年度整併為「電機工程學系」案，將於 109 年 5 月報

部。 

(三)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7年 5月報部。 

三、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通過(附件 3，P.11~P.1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4票，不同意 0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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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7年 4月 17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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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

體產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

義總務長(楊黎熙副總務長代)、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荊宇泰

副國際長代)、裘性天主任秘書、曾煜棋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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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成副院長代)、曾成

德院長、鐘育志院長、張維安院長、倪貴榮代理院長、李威儀委員、

翁志文委員、董蘭榮委員、宋開泰委員(邱一教授代)、陳巍仁委員、

莊榮宏委員、曾建超委員、陳仁浩委員、陳軍華委員、洪景華委員、

呂志鵬委員、唐麗英委員、林妙聰委員、李秀珠委員、陳一平委員、

馮品佳委員、朱智瑋委員、王雲銘委員、林建中委員、許恒通委員、

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黃孝宏委員、張家瑋委員 

請  假：許根玉院長、高文芳委員、洪慧念委員、吳文榕委員、劉柏村委員、

陳紹基委員、謝續平委員、劉復華委員、魏玓委員、林志潔委員、簡

上棋委員 

列  席：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資訊學院曾文貴副院長、電

子工程學系鄭裕庭主任、綜合組張依涵專員 

記  錄：曾盈馨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圖書館三樓經整修後，已呈現完全不一樣的風貌，歡迎大家前往

體驗。大學圖書館在本世紀已漸發展為一完整學習中心，「以人為本」

全部空間留給人使用，本校目前規劃將圖書館分年分次一層層改造，

讓大家對圖書館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二、60週年校慶舉辦非常成功，各系所舉辦的校友回娘家活動連結教師、

學生及校友之間的感情等，對全校產生莫大助益，而博愛校區新建的

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可媲美其他世界頂尖大學，歡迎大家多多

體驗，感謝各行政單位及學院的努力。另外校慶時邀請陽明大學及國

防醫學院校長蒞校致詞，與兩大重要醫學大學連結，將來亦希望能與

高雄醫學大學一起合作交流。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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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107學年度第2學期新設「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越南境外碩士專班」

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說明： 

(一)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多次前往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

屬自然科學大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簡稱 VNU-HUS)，並與對方達成口

頭協議將於越南設置本校境外碩士專班。 

(二)越方期望本校成立一個專注於微電子理論和元件的專班，另

一個專注於半導體製造和封裝的專班。 

(三)考量上課人數需達到臨界規模，申請兩專班： 

1.微電子工程專班(25名學生)。 

2.半導體製造專班(25名學生)。 

(四)教育部企盼本校設置境外碩士專班，吸收越南學生就讀，並

擇優至本校博士班就讀。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境外專班可為一般日間學制學、碩士班，也可以是進修學制

之進修學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與以往校內將「碩士在職專

班」簡稱的「專班」不完全相同，先予敘明。 

(二)本案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擬 107 學年度春季班辦理「微電子

工程專班」與「半導體製造專班」兩班，每班招生名額各 25

名。 

(三)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附件 1，P.5~P.8)規定，所設班別以學校

現有之學院及科系所為限，目前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設有學

院碩士班，則本案「微電子工程專班」與「半導體製造專班」

應為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碩士班之學籍分組，暫擬班別名稱

為「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微電子工程越南境外碩士專班」與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半導體製造越南境外碩士專班」(請國

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確認班別名稱)。 

(四)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9 日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附件 2，P.9)通過。 

(五)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

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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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新設「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越

南境外碩士專班」計畫書(請另參 綠色資料附件 )，僅供委員參

閱，不隨會議紀錄公布於網頁。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108 學年度新設「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教

務處提) 

說  明： 

一、資訊學院與電機學院說明： 

(一)本校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

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依據 107 年 3 月 23 日本校 106 學

年度第 14次行政會議決議，由資訊學院與電機學院合作，108

學年度新設「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5

名(教育部專案外加)。 

(二)107年 4月 3日資訊學院 106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附件 3，

P.10~P.11)通過本案內容，並建議學程名稱。 

(三)107年 4月 10日電機學院 106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附件

4，P.12~P.13)通過本案內容，並建議學程名稱。 

(四)107年 4月 11日校長建議本學位學程名稱為資電亥客與安全

碩士學位學程。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

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本校 108學年度申請新設「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計畫書(請另參粉色資料附件 )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108學年度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說明： 

(一)本校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

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合作，108

學年度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5名(教育部專案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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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3日資訊學院 106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

議(附件 3，P.10~P.11)及 107年 4月 10日電機學院 106學

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附件 4，P.12~P.13)通過。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

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本校 108學年度申請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

程」計畫書(請另參 黃色資料附件 )。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四：電子工程學系自 108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說明： 

(一)107年 3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

程學系」110學年度整併為「電機工程學系」。 

(二)107年 3月 27日電子工程學系與電子研究所 106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聯席系所務會議(附件 5，P.14)決議： 

針對電子、電機整併計畫書提出修正案：為保障電子工程學

系在學學生畢業權利不致受損，電子工程學系應比照電機資

訊學士班處理方式因應校內組織整併。 

(三)電機資訊學士班 108學年度停招案，業經本校 107年 3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四)電子工程學系停止招生後，原招生名額轉入電機工程學系。 

(五)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電機學院院務會議第 3

次會議表決通過(附件 4，P.12~P.13)。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電子工程學系僅有學士班，碩博士班歸屬於電子研究所。 

(二)日前校務會議已通過之「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

110學年度整併為「電機工程學系」案將於 109年 5月報部。 

(三)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7年 5月報部。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8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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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7年 3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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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

部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

務長(楊黎熙副總務長代理)、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荊宇泰副

國際長代理)、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主任(侯拓宏副主任代理)、

理學院陳永富院長、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曾文

貴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人文社會

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物科技學院鐘育志院長(王雲銘副院長代理)、客

家文化學院張維安院長、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

代理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黃世昆

副主任代理)、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坤主任(姜慶芸組長代

理)、學生代表黃孝宏同學(陳嘉文同學代理)、學生代表呂紹榕同學 

請  假：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 

列  席：頂尖計畫大學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

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產學運籌中心黃寬丞主任、產學運籌

中心吳仰哲先生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環保安全中心葉弘德主任 

記  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有關近日本校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教育合作案之規劃，期透過此合作案，

共同培育優秀之系統工程科研人才，強化國防實力，並提昇兩校在國防及

軍民兩用科技方面之研發能量。另將與本校學生進行座談，讓學生能瞭解

此教育合作案之規劃內容。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7年 3月 9日召開之 106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

業以電子郵件傳送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教務處報告(略) 

 

附件 4 

http://secretariat.nctu.edu.tw/meet2-1.php?meetedi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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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討論事項(略) 

 

肆、臨時動議：無。 

 

伍、其他事項：有關本校規劃申請教育部 108學年度 AI及資安碩士人才培育計

畫相關事宜。 

一、教育部 107年 3月 9日函知「108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

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附件 7，P.30~P.31)。 

二、經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初步規劃： 

(一)方案一：既有系所申請外加招生名額: 

1、AI 研究領域—由執行科技部 AI 研究計畫系所提出申請，計有電子

所、電機所、電信所、資科工所，共申請外加名額 20名。 

2、資安研究領域—以資科工所、電機所、電信所及電子所教授為主，共

申請外加名額 20名。 

(二)方案二：申請新設相關碩士班: 

1、AI 領域：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由電機學院負責行

政處理，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共申請外加名額 15名。 

2、資安領域：新設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由資訊學院負責行政處理，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共申請外加名額 15名。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共同規劃與撰寫報教育部相

關計畫書。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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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6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7 年 4 月 3 日(二)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三館 411 室 
主席：莊仁輝院長                                      
出席：曾建超、曹孝櫟、易志偉、彭文志(請假)、曾新穆、王國禎、吳毅成、孫春在(請假)、

袁賢銘、 
      張明峰、莊榮宏、陳志成、陳添福、陳穎平、蔡錫鈞、謝續平(請假) 
列席：曾文貴、陳永昇、范倫達 
記錄：紀珮詩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一) 本校擬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

畫」方案一部份：各大專校院既有資訊相關系所培育碩士生以 AI 或資安為學位論文

研究主題，本部配合提供外加招生名額，校內資訊相關系所皆可提出申請，外加招

生名額上限為碩士班整體 20 名、碩士在職專班整體 20 名。 
電機學院彙整智慧科技(AI) 碩士人才計畫：本校共 4 所研究所參與，資訊科學與工

程研究所  7 名、電機系 3 名、電信工程研究所 4 名、電子工程研究所 6 名，合計

20 名。 
資訊學院彙整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本校共 5 所研究所參與，資訊科學與工程研

究所 8 名、電信工程研究所 4 名、電子工程研究所 4 名、網路工程研究所 2 名、多

媒體工程研究所 2 名，合計 20 名。 
                                             

二、 前次會議（106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略) 

貳、 討論事項： 

一、 案由：本校擬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

才計畫」由資訊學院與電機學院合作，增設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70024633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107.3.23)決議辦理。 
(三) 規劃內容： 

1. 中文名稱：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Cyber Security Graduate Program  

2. 擬招生年度：108 學年度。 
3. 擬招生名額：15 名。 
4. 招生名額來源：申請教育部培育大專 AI 及資安人才計畫外加招生名額 15 名。 

(四) 檢附「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如附件一。 
決議：為符合教育部計畫名稱及招生與就業考量中文名稱修正為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

程，13 票同意，0 票不同意，本案修正通過。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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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擬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

畫」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合作，增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70024633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107.3.23)決議辦理。 
(三) 規劃內容： 

1. 中文名稱：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EE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duate Program 

2. 擬招生年度：108 學年度。 
3. 擬招生名額：15 名。 
4. 招生名額來源：申請教育部培育大專 AI 及資安人才計畫外加招生名額 15 名。 
5. 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業經電機學院召集兩院參與系所

召開兩次(107.3.26、107.4.2)計畫書討論會議，經彙整計畫書詳如附件二。 
決議：14 票同意，0 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以下略 

 

 

 

 



19 
 
 

 

106 學年度電機學院院務會議第 3 次會議記錄(節錄) 
 
時間：107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至 13：0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10 會議室 
主席：唐震寰院長    閱簽： 
參加人員：  

郭峻因副院長、方凱田副院長、鄭裕庭主任、陳巍仁所長、柯明道教授、 
張添烜教授、陳紹基教授、陳科宏主任、陳鴻祺所長、高榮鴻所長、 
吳炳飛教授(請假)、廖德誠教授、吳卓諭教授、陳智弘主任、李柏璁教授、 
陳方中教授、盧廷昌教授(請假)、李佩雯主任、林怡欣副主任、林顯豐所長、 
吳霖堃主任、冀泰石副主任 
                                                        記錄：呂沼燕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7.1.16)已 E-mail 核閱確認。 

參、 討論事項： 

四、案由：擬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 
    才計畫」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合作，增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70024633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107.3.23)決議辦理。 
(三) 規劃內容： 

1. 中文名稱：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EE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duate Program 

2. 擬招生年度：108 學年度。 
3. 擬招生名額：15 名。 
4. 招生名額來源：申請教育部培育大專 AI 及資安人才計畫外加招生名額

15 名。 
5. 新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業經電機學院召集兩院參

與系所召開兩次(107.3.26、107.4.2)計畫書討論會議，經彙整計畫書詳

如附件(略)。 
6. 本案業經資訊學院 106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107.4.3)通過。 

決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1 票，不同意 0 票)。 
 

五、案由：擬配合教育部「108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 
    才計畫」由資訊學院與電機學院合作，增設「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 
    請討論。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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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依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70024633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107.3.23)決議辦理。 

[主席(張校長)裁示：本案(新設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通過，由電機學院

與資訊學院共同規劃與撰寫報教育部相關計畫書。] 
(三) 規劃內容： 

1. 中文名稱：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Cyber Security Graduate Program 

2. 擬招生年度：108 學年度。 
3. 擬招生名額：15 名。 
4. 招生名額來源：申請教育部培育大專 AI 及資安人才計畫外加招生  

名額 15 名。 
(四) 檢附「資電亥安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如附件(略)。 
(五) 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3 日資訊學院 106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決議為符合

教育部計畫名稱及招生與就業考量中文名稱修正為「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

程」，本案修正通過。 
(六) 本案復經 107 年 4 月 9 日參與資安領域教師討論決議如下： 

1. 「亥安」一詞先前沒有出現過，不易望文生意，引起誤解，例如，有人

乍看之下誤解為「核安」。 
2. 建議以下三個比較清楚的名稱：(1) 資安亥客碩士學位學程，(2) 資訊安  

全碩士學位學程，(3) 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決議： 

(一) 該碩士學位學程及計畫書，經舉手表決通過 (同意 21 票，不同意 0 票)。 
(二) 建議學程名稱為「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經舉手表決通過(同

意 21 票，不同意 0 票)。 
 

六、案由：電子工程學系自 108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 107 年 3 月 28 日校務會議表決通過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

110 學年度整併為電機工程學系（修正案）。 
(二) 本案業經電子工程學系與電子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聯席系所

務會議(107.3.27)通過，〝針對電子電機整併計畫書提出修正案：為保障電

子工程學系在學學生畢業權利不致受損，電子工程學系應比照電機資訊學

士班處理方式因應校內組織整併。〞 
(三) 電子工程學系停止招生後，其學生招生名額轉入電機工程學系。 

  決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1 票，不同意 0 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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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6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7年 3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

總務長、徐文祥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曾煜棋主任、陳永富院長、王

念夏代表、鄭舜仁代表、朱仲夏代表、莊重代表、刁維光代表、黃冠華代

表(王維菁教授代)、林志忠代表、唐震寰院長、鄭裕庭代表、方凱田代表、

廖德誠代表、歐陽盟代表、冉曉雯代表、李佩雯代表、陳巍仁代表、陳科

宏代表、林顯豐代表、黃乙白代表、莊仁輝院長、曾新穆代表、謝續平代

表(曾文貴教授代)、袁賢銘代表、莊榮宏代表(陳永昇教授代)、陳志成代

表、韋光華院長、陳慶耀代表、陳宗麟代表、張淑閔代表、胡均立院長、

吳宗修代表、林妙聰代表、劉復華代表、唐麗英代表、郭家豪代表、黃思

皓代表、曾成德院長、張靜芬代表(鄭維容副教授代)、許峻誠代表、林珊

如代表、龔書章代表(侯君昊副教授代)、賴郁雯代表、鐘育志院長、吳妍

華代表、黃憲達代表、張家靖代表(袁俊傑教授代)、張維安院長、黃靜蓉

代表、林秀幸代表、許根玉院長、林俊廷代表、李偉代表、倪貴榮代理院

長、劉尚志代表、許恒通代表、陳仁姮代表、張生平代表、廖威彰代表、

王先正代表、林泉宏代表、楊黎熙代表、莊伊琪代表、呂紹棟代表、宗仕

傑代表、陳建仰代表(蘇睿凱同學代)、黃孝宏代表、張勝豐代表、呂家興

代表、呂晉代表、陳嘉文代表(張家瑋同學代)、賴俊義代表、呂紹榕代表

【共計 82人】 

請假：李大嵩研發長、傅恆霖代表、陳紹基代表、宋開泰代表、黃炯憲代表、

王維志代表、吳樸偉代表【共計 7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館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教務處黃育綸副教務長、主計室郭文欣組長、主

計室楊明幸組長、主計室呂明蓉組長、綜合組張漢卿執行秘書、總務處

梁秀芸秘書、研發企劃組林貝芬小姐、研發企劃組陳佳妤小姐 

記錄：曾盈馨 

壹、主席報告 
本次(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獲得教育部肯定，在教育、國際連結及

研究中心等方面表現優良。在研究中心方面，本校獲補助成立 7個研究中

心，表現非常優秀，恭喜大家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們要一起努力思考

如何讓本校繼續成長。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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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榕代表提出變更討論事項案序之動議如下： 

會議程序動議：將原議程「案由二：本校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擬共同合

作，培育國防科技與系統工程學、碩、博士」案，調整至最後一案討論。 

以上會議程序動議經舉手表決未通過。(同意 13票，不同意 54票)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6年 12月 20日召開之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 會議紀錄附件 ） 

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1(P.12~P.13)。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六：電機學院「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110 學年度整併

為「電機工程學系」。(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說明： 

(一)「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於 106年 6月 13日及

6月 15日之系務會議(附件 15，P.73~ P.74)，分別表決通過

「電機學院組織整併規劃書」(附件 16，P.75)，同意兩系整

併為「電機工程學系」。 

(二)整併後之「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預計於 108 學年度開始招

生。該系招生名額為原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兩系現

有學士班名額，及電機資訊學士班停招後之原電機學院學生

名額的加總。 

(三)本案業經 107年 1月 16日電機學院 106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

議通過(附件 17，P.76)。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7年 5月報部。 

(二)本案經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

教育部核定。 

三、本案業經 107年 3 月 8日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6，P.24~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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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鄭裕庭代表提出之修正案：「本案之案由修正

為：電機學院『電子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110 學年度

整併為『電機工程學系』」。(同意 53票，不同意 0票) 

二、爰依前述決議修正本案案由。 

 

案由七：「電機資訊學士班」自 108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討論。(教務處

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說明： 

(一)電機學院積極進行組織整合，擬訂「電機學院組織整併規劃

書」(附件 16，P.75)。經電子系、電機系各自系務會議(附

件 15，P.73~P.74)及電機學院院務會議表決通過(附件 17，

P.76)，同意兩系整併為「電機工程學系」。該系整併原電子

系與電機系兩系學士班，及電機資訊學士班原電機學院學生

名額。 

(二)資訊學院資工系系務委員會議表決通過，資工系大學部將於

108 學年度起，與電機資訊學士班原資訊學院學生名額進行

整合，並調整招生分組。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12 月 21 日電機資訊學士班 106 學年度第 3

次班務委員會議表決通過(附件 18，P.77~P.78)，另為維護

電機資訊學士班在校生之原有權益，將持續推動其班務及委

員會之運作至最後一屆電機資訊學士班學生畢業。 

(四)本案亦經 107年 1月 12日資訊學院 106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

議(附件 19，P.79~P.80)及 107年 1月 16日電機學院 106學

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 17，P.76)。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7年 5月報部。 

(二)本案經教育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

教育部核定。 

三、本案業經 107年 3 月 8日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6，P.24~P.29)。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7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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