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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 9月 24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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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陳信宏教授 

出  席：許千樹副校長、黃志彬副校長、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

勳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張家靖副國際長代)、林寶樹

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李耀坤院長、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曾

成德院長、張維安院長(潘美玲副院長代)、柯明道院長、蘇育德主任

委員、趙天生委員、朱超原委員、洪志真委員、王蒞君委員(黃瑞彬教

授代)、胡竹生委員、劉柏村委員(李柏璁教授代)、許根玉委員、郭峻

因委員、黃經堯委員、謝續平委員、陳志成委員、袁賢銘委員、傅武

雄委員、林宏洲委員、王晉元委員、黃興進委員、王立達委員、張靄

珠委員、劉奕蘭委員、何信瑩委員、王雲銘委員、林建中委員、廖威

彰委員、陳明璋委員、李昀瑋委員、唐英軒委員 

請  假：杭學鳴院長、俞明德院長、鐘育志院長、江進福委員、金大仁委員、

陳智委員、劉尚志委員、莊明振委員、李美華委員、林欽榮委員、陳

信委員 

列  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張家綺組長代)、主計室楊淑蘭主任、營繕組楊黎

熙組長、研發處張育瑄小姐、陳建嘉同學 

記  錄：柯梅玉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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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5月 15日 102學年度第 3次校

務規劃委員會議及 103年 6月 19日 102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4~P.11)。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報告：無。 
 

四、其他報告 

(一)總務處報告 

1、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本案已於103年7月9日完成新竹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程序。續

行辦理之建築執照申請已於7月14日掛件新竹建築師公會辦

理審查作業，目前辦理審查小組之法規審查意見修正書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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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業。 

2、人社三館新建工程： 

本案已完成地上屋突2層底板混凝土澆置作業，目前進行屋突

2層樑柱板牆結構體施作及地下2樓至地上6樓機電空調及消

防系統佈管配線、室內隔間裝修、門窗安裝組立及外牆磁磚

打底等作業。 

3、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 

本案已於103年1月29日核備建築執照，日前已完成環保署及

教育部函報、基地移樹、公開閱覽、建築線指示、細部設計

審查會議等作業。目前進行環境品質監測、基地周邊地下管

線遷移施工及工程招標公告中，預計於10月下旬截止投標。 
 
(二)教務處報告 

102 學年度系所調整報部情形： 

1、申請 104 學年度增設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案，經教育部 103 年 6 月 16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082352D號函核定緩議(附件 2，P.12~P.18)。 

2、申請 104 學年度增設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案，因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作業規劃不及(陽明大學校內

程序未完成)，修正報部申設期程，預定於 103 年年底提報教

育部(申請於 105學年度招生)。 

3、申請 104 學年度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電子與光電組、電機

與控制組、電信組)復招案、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產業安全與

防災組、精密與自動化工程組、工程技術與管理組、半導體材

料與製程設備組)復招案，業經教育部 103年 9月 12日臺教高

(四)字第 1030130082號函同意在案(附件 3，P.19~P.24)。 

4、103 學年度申請成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案：本校以 102 年 5

月 21 日交大教綜字第 1021004928 號函陳報教育部；經教育

部 102 年 7月 18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096252 號函檢還計

畫書；本校又以 102 年 7 月 31 日交大教綜字第 1021008187 

號函再送件教育部(附件 4，P.25~P.31)；教育部以 103 年 6

月 16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082352D 號函同意設立國際半導

體產業學院博士班(附件 2，P.12~P.18)；本校再以 103 年 7

月 9 日交大教綜字第 1031007075 號函(附件 2)陳報教育部申

請增設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碩士班，業經教育部 103 年 9 月

12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30082 號函同意在案(附件 3，

P.19~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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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未涉及對外招生之學院調整案計有生醫工程研究所由資訊學

院改隸電機學院案，業經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4 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30007911號函同意調整在案(附件 5，P.32~P.33)。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校級研究中心－「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申請案，請討

論。(研發處提) 

說  明： 

一、為研究開發物聯網智慧系統與其創新應用技術，創造產業價值，

提升台灣物聯網產業整體競爭力，擬申請成立校級研究中心「物

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於台灣半導

體產業協會年會發表演說時指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是下一件大事(Next Big Thing)。未來能完成系統整合的公

司，將會獲利最豐。行政院長江宜樺亦在今年七月主持行政院科

技會報時，要求各部會擴大科技應用，開啟物聯網等科技新趨

勢。本校面對這一波「下一件大事」(Next Big Thing)的發展趨

勢，更要作為科技產業的開路先鋒，故有必要成立「物聯網智慧

系統研究中心」，以整合研究人力與資源，加強研發能量，並與

產業界密切合作，以期能在物聯網的趨勢中，引領潮流而行。 

二、本中心成立初期，研華科技(Advantech)將挹注每年 2000萬元之

經費，連續五年，以發展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補助中心成員研

究經費、培育本校優秀人才。透過「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之成立，除強化本校與研華科技之合作關係。更有助於提升本校

在物聯網產業之競爭力。 

三、本案業經 103 年 9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會議通

過(附件 6，P.34)。 

四、檢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7，P.35~P.36)、

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附件 8，P.37~P.41)、物

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附件 9，

P.42~P.50)。 

五、本案經校務規劃委員會通過後，擬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 29票，不同意 3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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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報告)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報告/裁示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有關是否推行「國立大學自

主治理試辦方案」，請主任

秘書偕同校規會執行秘書、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總務長及教師會代表等，於

暑假前向成功大學請益試辦

方案與現行運作方式比較之

優缺點，再研議評估本校是

否試辦。 

 

一、經洽成功大學告知，就該方案該

校業研議規劃多年，目前規劃狀

況及相關預計實施方式仍研議

中，校內仍待凝聚共識，且尚未

通過該校校務會議。因此本案國

內迄今尚未有國立大學通過開始

實施。 

二、因該方案與現行校務運作方式差

異甚大，業經簽核准，本案持續

審慎評估，俟有他校經驗後再行

衡酌，本年度本校不參與該方案

試辦。 

秘書室 

二 

請總務處依委員建議，依程

序修正本校「竹北分部推動

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委

員會之組成，將本校各學院

均納入委員會。 

一、業於 103 年 5 月 16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通過

將本校各學院均納入委員會，併

同增加委員數至 17～19人。 

二、依本要點第 2 點規定「…本會置

委員 17至 19人，由副校長、總

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策略發展辦公室執行長、

產學運籌中心主任及校長指派

本校專任教師 3～ 5 人擔任

之…」。擬續上簽，請校長指派 3

～5 人擔任本會委員，俾利本委

員會之成立。 

總務處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本校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 有關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 總務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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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程大樓新建工程立面暨

景觀審議案 

大樓新建工程立面暨景觀審議案已

於 103 年 6 月 4 日於 102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報告。 

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本校北大門旁機車道入口

處，近期屢有事故發生，建

請加強提醒師生注意安全。 

有關北大門旁機車道出入口交通動

線整體安全，於 103 年 4 月 11 日與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本校營繕組、光

明里里長現場會勘後，改善措施如

下： 

一、加強校內交通安全及行駛宣導，

以維學生安全。 

二、將機車道出入口旁大學路往光復

路方向人行道上阻礙車輛行車

視線之部份植栽移除。 

三、於機車道出入口處二側轉角劃設

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出入口

處劃設黃網線，以提醒駕駛人不

得臨時停車並小心行駛。 

四、以上改善方案已於 103年 4 下旬

由新竹市政府相關單位協助改

善完成。 

總務處 

二 

本校光復校區游泳池外道路

轉彎處，因夜晚光線微弱視

線不清，建請加強照明設

備，以維安全。 

已改善完成。 總務處 

三 

建請設置校園內行駛限速

20km/hr之標示牌，以維護校

園行人安全。 

經總務處及運管系老師討論，校內行

駛速限調整為 30km/hr，相關的公告

標示牌已設置完成(北大門、南大

門、綜合一館路段及工六館至田家炳

路段。 

總務處 

四 

本校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

醫工程大樓完工後，因原設

於竹銘館之單位將遷入該棟

大樓，屆時建請保存並活化

現正辦理「博愛校區園空間系統暨生

物醫學發展景觀先期規劃」，其中規

劃保存博愛校區存具有歷史價值的

舊有建築，以維持博愛校區之歷史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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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銘館之使用，以保存其歷

史價值。 

 

感，包括「竹銘館」、實驗二館、學

生活動中心…等。目前規劃於竹銘館

東側興建新建築，使之與竹銘館成為

互通的一組建築群落，以活化竹銘館

之空間，成為校園中央綠軸線的端

景。俟前揭整體規劃方向經確認後，

將續辦竹銘館空間活化策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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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報告)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報告/裁示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有關本校重要校級委員會之

各學院代表名額，應依學院

規模適當修正其代表比例，

爰請各權責單位依程序提案

至相關會議討論。 

 

(一)教務處 

1、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規

定：本大學設教務會議，討論及

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由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各學系(學士班)主任、

各研究所所長、各專班主任、各

學位學程主任、各教學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

生代表三人組成之，以教務長為

主席。教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

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就各

學院教師、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

心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2、教務會議委員組成已依學院規

模，故擬不再增加教師代表人數。 

(二)學生事務處 

本處相關委員會委員除有各院院

長外，另有各院教師代表一人，

已具備會議之代表性。 

(三)總務處 

總務會議為本處所屬重要校級委

員會，其委員成員除各學院院長

外，亦有各院所推派之代表委

員，委員之產生亦經過各院選

派，於會議上足以充分反映各院

相關問題，故無代表比例之問題。 

 

各一級 

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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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處 

1、國際處相關的校級委員會有二，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及「國際

事務會議」。 

2、依據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2 條，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

人，由副校長一人、國際長、研

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及由學生

聯合會推選學生代表二人（大學

部及研究所各一名）為當然委

員，另聘系所教師五至七人為委

員。 

3、國際事務會議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第 21 條，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

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

重要事項。由國際長、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三人

(含外籍生代表及僑生代表各 1 

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

際事務處所屬單位各單位主管列

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

選一人擔任之。 

4、以上兩校級會議，因目前運作已

考量各學院規模、推動國際化情

形及境外生人數，聘請教師代表

與會，運作情況良好，擬不修正。 

(五)研究發展處 

1、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本

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及議

決有關學術研究發展之重要事

項。由研發長、教務長、國際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各學系(學士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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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

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組成，以研發

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

長各遴聘一人擔任之。」 

2、根據上述說明，研究發展會議之

代表組成足以反映各學院之規

模，故不進行修正。 

(六)圖書館 

本館設立圖書諮詢委員會，其任

務為：1、圖書館制度變革及重

要章則之審議；2、圖書經費之

分配；3、重大圖書採購案之選

介及館藏政策；4、其它有關圖

書館業務之建議及制定。 

委員會由副校長負責召集，並主

持會議，圖書館館長為執行秘

書。本委員會設委員若干人，除

副校長、教務長、館長為當然委

員外，各系所均派 1 位老師參

加，比例公平，擬不更改。 

(七)秘書室 

目前校務會議及校務規劃委員

會之教師代表，業依各院教師人

數核算名額，校務會議常設委員

會教師代表則由校務會議推選產

生。餘各申訴評議委員會、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等校級委員會，

將提送相關委員會報告檢視辦

理。 

(八)人事室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規定，除各學院院長為當

然委員外，各學院不足十五位教

授之部份亦得推選委員一人，尚

無修正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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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計室 

一、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 2點規定，校務基金

管理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校

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 主任秘書、主計

室主任及校務會議同 意之代表 

組成之；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 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 

必要時得聘請校外人士參與，委

員除校外人士外均為無給職。由

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

任之委員其任期二年，每年改選

半數。 

二、現行經遴選之教師 代表 6 人，

係每學年由秘書室請各學院推 

薦人選，簽請校長遴選提經校務

會議同意後聘任，每年改選半

數，故尚無各學院代表名額比例

之間題。 

(十)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各組技術分

工明確，中心諮詢委員以反應學

校資訊與網路相關意見為主，校

未涉及資訊相關議題決策，故擬

維持原辦法，由各院推薦 1 至 2

名教師代表 

(十一)環保安全中心 

1、本中心目前擔任本校環安委員

會執行秘書，又環安委員會屬

較特別之委員會，主要任務在

討論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故如人社院、管理學院

等無實驗室之學院，在環安會

議組織辦法內，並無代表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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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安委員會係每 3 個月定期召

開，上次召開時間於 6 月間，

下次委員會於 10 月 14 日召

開，上列裁示事項將提此會討

論。 

(十二)台南分部 

台南分部目前尚無類此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申請設立「科技法律學院」

案。 

科技法律學院設立案，業經 103 年 9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

會議通過，將於 103 年 10 月提送教

育部。 

教務處 

二 

有關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

審議委員會」之位階釐清及

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業依決議修正，公告實施中。 總務處 

三 
新訂本校「重大工程審議作

業規範草案」。 
業依決議修正，公告實施中。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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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3.1.6 交大教綜字第 1030018819 號報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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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16 臺教高(四)字第 1030082352D 號教育部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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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3.7.9 交大教綜字第 1031007075 號報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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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12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30130082 號

報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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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102.11.29 交大教綜字第 1021013292 號報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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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4 臺教高(四)字第 1030007911 號教育部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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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3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2：30 

地    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 3 會議室 

主 持 人：張  翼 研發長 

出席委員：杭學鳴院長(黃瑞彬所長代)、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 

陳俊勳院長、李耀坤院長、俞明德院長、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長
代)、曾成德院長(劉奕蘭副院長代)、張維安院長、柯明道院長(黃瑞
彬所長代)、林寶樹主任  

列席人員：吳炳飛教授、李莉瑩組長、李珮玲小姐、蘇美蘭小姐、吳仰哲 

先生、沈家凱先生、程志文小姐、戴暟瑩小姐、羅蔚芳小姐、 

張育瑄小姐、邱怡玲小姐 

記    錄：李阿錞小姐 

 

壹、 報告案(無) 

 

貳、討論案 

案由一、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申請案，請 討論。
(電機學院提) 

說明： 

（一）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於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TSIA)年會發表演說時指出，物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是「Next Big Thing」。未來能完成系統整
合的公司，將會獲利最豐。行政院長江宜樺亦在今年七月主持行政
院科技會報時，要求各部會擴大科技應用，開啟物聯網等科技新趨
勢。本校面對這一波「Next Big Thing」的發展趨勢，更要作為科技
產業的開路先鋒，故有必要成立「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以整
合研究人力與資源，加強研發能量，並與產業界密切合作，以期能
在物聯網的趨勢中，引領潮流而行。 

（二） 檢附「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設置辦法草案及簡
報資料(如案由 1-1~案由 1-3)。 

決議： 

（一） 該中心成立初期將由研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經費，亦將對外徵
求企業會員投入研究經費，並向政府部門爭取計畫，囿於政府部門
計畫成果運用及歸屬須配合法令規定，有關該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
第一款訂定研華科技及其子公司可無償使用該中心實驗室產出研究
成果與智慧財產權，需再評估其妥適性。請刪除該中心設置辦法第
六條第一款。 

（二） 本案修正後通過。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16：00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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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0年 9月 26日 9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年 10月 31日台（90）高（二）字第 90152302 號函核定 

91年 6月 19日 9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92年 1月 23 日台高（二）字第 0920012696 號函核定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 6月 6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12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級研究中心之設置，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內所隸屬

之中心準用之。 

第三條  本校為因應研究、教學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附設各級研究中心，其

設立須經相關單位發起，提出設立規劃書與設置辦法，經審查通過其

設置辦法後，正式成立。研究中心得依其性質，分別隸屬于校級、院

級及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隸屬校級者，由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

校務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隸屬院級者，由院

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提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隸屬電子與資訊研

究中心者，由中心會議審查通過後，提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屬跨

學院者，分別經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

員會議核定。 

第四條  各級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  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四、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五、  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  預期具體績效。 

七、  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九、  空間規劃。 

十、  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第五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具承接大型長期研究計畫之能力隸屬校級研究中心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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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爭取每年至少 1千萬(含)以上之研究計畫，持續 4年為原則，且經

費自給自足方得籌設申請。非屬上述大型計畫之其他計畫（如國科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或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等），原則上由各系

所承接。 

第六條  為強化研究計畫執行績效，研究中心得運用大型計畫人事費或自籌經

費，依客座教師、研究人員及專任技術人員設置辦法，延攬相關人才

參與大型計畫。參與計畫人員之聘用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本辦法，訂定設置辦法與管理細

則，以利運作。上述設置辦法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 

三、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四、主管任期及遴聘方式。  

五、參與人員之管理事宜。 

六、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七、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九、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十、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管理細則得由各級研究中心另訂之。 

第八條  各級研究中心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其管理費之分配，依據本校

「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辦法」辦理。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

辦理。 

第九條  各級研究中心應定期自我評鑑，並向所隸屬單位進行業務、成果及財

務簡報，接受評鑑。每三年並進行綜合評鑑，確定執行績效，並檢討

改進缺失。評鑑要點另定之，並經研發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第十條  各級研究中心如未能發揮功能，依評鑑結果建議裁撤者，經原申請設

立審查之會議議決後，予以裁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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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 
 

 

一、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立宗旨為研究開發

物聯網智慧系統與其創新應用技術，創造產業價值，提升台灣物聯網產業整體競爭力。 

依此宗旨，本中心設立之具體目標為 

1. 促進物聯網產業：推動台灣物聯網產業發展，增進國家科技產業競爭力。 

2. 改革產學生態：改革學界產學合作現況，提升產學合作實質產業效益。 

3. 實質成果應用：獲取實質研發成果，解決物聯網產業需克服之重要技術議題。 

4. 人才結緣：產學互動，培育台灣物聯網科技研發人才。 

 

 

二、 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2014年 3月，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於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TSIA)年會發表演說時指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是「Next 

Big Thing」。未來能完成系統整合的公司，將會獲利最豐。張忠謀董事長一席話，激起

國內發展物聯網之熱潮。行政院長江宜樺亦在今年七月主持行政院科技會報時，要求各

部會擴大科技應用，點火物聯網等科技新趨勢。 

交通大學一向為台灣科技人才的搖籃，帶領科技產業發展的先驅。從過去電子業、

資訊業，以及近年來大力推動的 BioICT 產業，都可看到交通大學一路披荊斬棘，篳路

藍縷地為台灣科技業奠定厚實基礎。對於這一波「Next Big Thing」的發展趨勢，自然不

能置身事外，更要秉持交通大學光榮的傳統，作為科技產業的開路先鋒，故有必要於交

通大學成立物聯網研究中心，以整合研究人力與資源，加強研發能量，並與產業界密切

合作，以期能在物聯網的趨勢中，引領潮流而行。 

為成立物聯網研究中心，乃依循「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訂

定「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組織章程」，並依此組織章程成立本中心。 

 

 

三、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本中心以創造產業價值為目標，研究開發物聯網智慧系統之創新應用技術，包括任

務導向型創新(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與終端開放型創新(open-ended innovation)。任

務導向型創新從企業實際問題出發，研究開發解決該問題的相關技術及其衍生應用；終

端開放型創新從需求情境出發，研究開發相關技術以驅動創新應用、產品、或新創事業。

本中心主要業務內容如下： 

1. 規劃、申請與執行研究計劃 

 任務導向型計畫，由企業會員提出題目與預期成果，本中心媒合相關教授執行。

由企業會員支付全部研究人事，差旅，及相關雜項費用。企業會員資金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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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採購費。 

 終端開放型計畫，由中心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構想，與企業會員共同申請政府產

學計劃，企業會員同意後可提供配合款 

2. 連結國內外相關研究團隊 

 與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主題式研發聯盟 

 共同申請執行國際合作計劃 

 安排研究人員互訪 

 邀請國際相關知名專家來台指導 

3. 關鍵技術創新育成 

 導引研發成果於育成新創事業 

4. 招募企業會員 

 成立物聯網相關實驗室，擴大中心影響力 

 

 

四、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本中心以創造產業價值為目標，故採應用導向之經營計畫，一則深耕創新技術，一

則聯繫市場應用。因此本中心在管理上將導入研華科技之 ABP(Annual Business Plan)與

QBR (Quarter Business Review)管理制度。ABP 定調年度經營管理計畫與重要研究方針，

QBR 為每季召開績效評估會議，持續精進中心運作，確保研究產出價值。 

此外，為確保研發成果之技術深度與市場性，本中心將聘任專職人員，包括業務規

劃與管理經理(Business Planning & Administration, BP&A)，負責研究企劃案規劃、管理與

執行績效評估，以及專職技術人員(Staff Engineers)，落實研發計畫，深化技術能量累積。 

基於上述原則，本中心之組織架構圖如圖 1 所示，由中心主任(Center Director)主導運

作，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 1 至 2 人襄助業務推動，並向諮詢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與

企業會員(Cooperate Members)負責。 

本中心下設數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設實驗室主任(Lab Director)一人，主導實驗室之

運作與研究方向，並有助理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Faulty Research Members, Visiting 

Research Members) 3 至 4 人指導多位博碩士研究生執行研究計畫。另外聘任專職技術人

員，負責技術之落實。 

本中心將與國內外其他研究機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外知名實驗室等共同合作，

共同開發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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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組織結構圖 

 

 

五、 近、中及長程規劃 

本中心於創立時將先行成立兩個實驗室，分別為智慧機器人創新應用實驗室

(Robotics Lab)與智慧影像分析實驗室(Video Analytics Lab)，進行智慧型機器人與影像分

析等相關研究，並以在這些領域累積之研發能量，申請科技部大產學計畫。預計以智慧

型機器人以及影像分析各申請一個三年期計畫，每案至少申請科技部補助新台幣 1000

萬以上。 

 以中期目標而言，本中心將與國內外各研究單位進行學術合作，共同研發新世代創

新技術。可能的合作夥伴包括國內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外知名大學如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與大阪大學(Osaka University)等等。 

 就長期目標而言，本中心擬將研發之技術轉移至業界，以提升台灣科技產業之技術

水準，同時希望透過創新技術研發，開闢新的市場機會與產業模式，促進台灣經濟成長。  

 

 

六、 預期具體績效 

本中心著重創新企業價值，研發之技術以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為目標，故本中心之績

效乃以技轉金額、專利佈局、產學互動、人才培育為衡量準則。 

 

七、 與其他單位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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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將借重本校電機、資訊學院教授之長才，共同規劃研究計畫與開發先進技術，

並落實於工程實務。故與本校電機、資訊學院將有密切互動。本中心希望透過企業會員

的參與，能夠與業界有更良好的互動，而本中心所開發之技術，亦能落實於實務。睽諸

交通大學各學術單位，尚無如本中心專注於互聯網相關技術，且強調與業界互動之單

位，故本中心實有其獨特性與必要性。 

  

 

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本中心創立初期經費由研華科技(Advantech)贊助，每年新台幣兩千萬，連續五年。

本中心亦將持續對外徵求企業會員投入研究經費，並向科技部提出大產學計畫，以爭取

更多研究資源。 

 所募集之經費扣除本校規定之校管理費，其餘分為常設經費與彈性活用經費。常設

經費用於業務費以及支付中心專職人員與常駐人員(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專職技術人

員、中心主任、中心常駐教授、博碩士研究生)之人事費；彈性活用經費用於國際交流、

或增聘新人員之人事費等。 

 

 

九、 空間規劃 

本中心擬向交通大學爭取在電子資訊大樓 516 室或 817 室等，約 100 坪之使用空間，

其中 40 坪用於實驗空間，30 坪用於本中心管理人員(中心主任、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等)

之辦公室與會議室，30 坪用於研究人員(專職技術人員、博碩士生)之研究室。 

 

 

十、 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本中心之人員編制與運用規劃如下： 

 諮詢委員會 

本中心之諮詢委員會由五席至九席委員組成，包括交通大學 3 席、本中心之創

始贊助企業研華科技 2 席、另邀請 VIP 企業會員及知名學者專家組成，召集人由委

員推舉之。諮詢委員會定期檢視中心運作狀況與成果，並提供發展建議。亦得檢視

中心主任績效，以及任免中心主任。 

 企業會員 

凡認同本中心之設立理念與運作方式之企業，皆可投入研究經費成為本中心之

企業會員，並參加本中心各項技術發表與學術活動、指定任務導向型創新研究、以

及參與企業博碩士學程。企業會員依投入之研究費用，分為 VIP 會員與一般會員。 

 VIP 會員 

每年投入本中心新台幣五佰萬元(含)以上研究費用，連續五年(含)以上之企業，

為本中心之 VIP 會員。得獲邀參與諮詢委員會，並享有優先技術轉移本中心終

端開放型創新技術或參與新創事業。 

 一般會員 

當年度投入本中心一百萬台幣(含)以上研究費用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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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成員 

 中心主任 

本中心設中心主任一人，主導中心運作。 

 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 

本中心設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 1 至 2 人，襄助中心主任，主掌年度研究企劃案

規劃與管理，季度執行績效評估，專案對外行銷。 

 實驗室主任 

每個實驗室設實驗室主任一人，執掌實驗室之運作與研究方向。 

 助理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每個實驗室有 3 至 4 位助理教授以上之研究人員主導實驗室研發計畫與指導實

驗室成員。 

 專職技術人員 

每個實驗室聘任 2 名專職技術人員，主導或協助技術落實。 

 博碩士研究生 

每個實驗室招募多位博碩士研究生，執行研究計畫，並於暑期至合作企業進行

研發。 

 

 

十一、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本中心擬引用 QBR(Quarter Business Review)制度，每季進行績效評估。 

對中心專職人員，由中心主任每季召開 QBR，根據研究成果、相關研究計畫案負責

教授與合作企業人員之意見，評估中心專職人員之績效，表現不佳者，隔年不予續聘。 

對於合作案之負責教授，屬任務導向型計畫者，由合作企業相關人員評估；屬終端

開放型計畫者，由中心主任聘請專家評估。表現不佳者，得停止其計畫。 

參與研究計畫之博碩士生，由其指導教授評估是否勝任計畫內容。表現不佳者，隔

年不予續聘。 

 

 

十二、 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本中心之諮詢委員會定期審視本中心之運作與績效，當諮詢委員會認為本中心成效

不彰或已無存在必要時，得依「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十條規

定，予以裁撤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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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名稱： 

本中心定名為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

統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

稱為 NCTU IoT Intelligent Systems 

Technology Center 

本校與贊助單位研華科技(Advantech)共同成

立之中心中、英文名稱。 

第二條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本中心設立宗旨為研究開發物聯網智慧系

統與其創新應用技術，創造產業價值，提

升台灣物聯網產業整體競爭力。具體目標

為促進物聯網產業、改革產學生態、實質

成果應用與人才培育。 

本中心設立宗旨及目標。 

第三條 設立依據： 

本設置辦法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

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訂定之。 

本中心設立之法源依據。 

第四條 組織、運作與主管任期遴聘及管理方

式： 

一、本中心設一諮詢委員會、企業會員若

干人、中心主任一人，業務規劃與管

理經理一至二人，實驗室若干個。每

個實驗室有實驗室主任一人，助理教

授級(含)以上之研究人員三至四人，

專職技術人員一至二人，博碩士研究

生若干人。 

二、本中心由中心主任主導運作，業務規

劃與管理經理襄助業務推動，並向諮

詢委員會與企業會員負責。 

三、本中心實驗室由實驗室主任主導其運

作與研究方向，並對中心主任負責。

每個實驗室有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

研究人員指導多位博碩士研究生執行

研究計畫。另外聘任專職技術人員，

負責技術之落實。 

本中心組織架構建置及組成。 

第五條 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本中心會議及委員會組成及召開等運作方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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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由五席至九席

委員組成，包括交通大學三席、研華

科技二席、另邀請VIP企業會員及知

名學者專家組成，召集人由委員推舉

之。 

二、交通大學三席委員由交通大學校長任

命之。研華科技二席委員由研華科技

自行推舉之。其餘委員由交通大學與

研華科技之委員共同邀請加入。 

三、諮詢委員會應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 

四、諮詢委員會之職責為 

1. 建議本中心發展方向 

2. 審議本中心之重大興革事項 

3. 任免中心主任 

式。 

第六條 企業會員之資格與權利： 

一、凡認同本中心之設立理念與運作方式

之企業，皆可投入研究經費成為本中

心之企業會員。企業會員依投入研究

經費分為VIP會員與一般會員。 

二、VIP會員為每年投入本中心新台幣五佰

萬元(含)以上研究費用，連續五年(含)

以上之企業。 

三、VIP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獲諮詢委員會邀請，得參加諮詢委

員會。 

2. 享有優先技術轉移本中心終端開放

型創新技術或參與新創事業。 

3. 得獲邀請參加本中心各項技術發表

與學術活動 

4. 可指定任務導向型創新研究 

5. 可參與企業博碩士學程 

四、一般會員為當年度投入本中心一百萬

台幣(含)以上研究費用之企業 

五、一般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得獲邀請參加本中心各項技術發表

與學術活動 

2. 可指定任務導向型創新研究 

3. 可參與企業博碩士學程 

本中心企業會員權利義務說明。 

第七條 主管任期、職責與遴選方式： 

一、本中心設中心主任一人，職責為綜理

本中心主任聘任、遴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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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之業務，由本校教授兼任。 

二、中心主任任期為三年，續任應於任期

屆滿七個月前辦理相關作業，經由諮

詢委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並需三分

之二以上(含)委員同意續任，報請校

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三、中心主任遴選為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

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校長聘任遴

選委員若干人組成遴選委員會，校長

或副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中心主任

人選之提名、評估及舉薦，並由校長

聘任之。 

四、主任之解任，得由諮詢委員三分之一

(含)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由諮詢

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報請校

長免除其職務。 

第八條 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之任用與職責： 

本中心設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一至二人，

由中心主任任免。職責為襄助中心主任，

主掌年度研究企劃案規劃與管理，季度執

行績效評估，專案對外行銷。 

本中心人員聘任依據。 

第九條 實驗室之成立與參與人員之聘任及

管理： 

一、本中心下轄數個實驗室，由中心主任

提案，諮詢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得以成立或裁撤實驗室。 

二、實驗室設實驗室主任一人，主掌實驗

室之運作與研究方向。實驗室主任由

中心主任任免之，任期與中心主任同。 

三、實驗室主任得邀請三至四位助理教授

級以上(含)之研究人員加入，規劃研

究計畫，並指導碩博士生執行計畫。 

四、實驗室主任得聘請專職技術人員一至

二人，協助技術落實與累積研究能量。 

本中心下實驗室人員聘任依據。 

第十條 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本中心每季至少舉行績效評估會議一次，

由各研究計劃代表報告研究成效，並由中

心主任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審議，作為

各研究計畫是否繼續執行，專職人員是否

續聘之依據。 

本中心訂定中心會議規範及召開等運作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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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一、本中心著重創新企業價值，研發之技

術以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為目標，故本

中心之績效乃以技術創新、技轉金

額、專利佈局、產學互動、人才培育

為衡量準則。 

二、中心主任每季召開績效評估會議，根

據研究成果、相關研究計畫案負責教

授與合作企業人員之意見，評估中心

專職人員之績效，表現不佳者，隔年

不予續聘。 

三、對於合作案之負責教授，屬任務導向

型計畫者，由合作企業相關人員評

估；屬終端開放型計畫者，由中心主

任聘請專家評估。表現不佳者，得停

止其計畫。 

四、參與研究計畫之博碩士生，由其指導

教授評估是否勝任計畫內容。表現不

佳者，隔年不予續聘。 

本中心訂定中心自我評鑑之指標及考核機

制。 

第十二條 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本中心之諮詢委員會定期審視本中心之運

作與績效，當諮詢委員會認為本中心成效

不彰或已無存在必要時，得依「國立交通

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十

條規定，予以裁撤本中心。 

本辦法訂定中心退場機制。 

第十三條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本中心創立初期經費由研華科技

(Advantech)贊助，每年新台幣兩千

萬，連續五年。本中心亦須持續對外

徵求企業會員投入研究經費，並向政

府部門提出研究計畫，如科技部的大

產學計畫等，以爭取更多研究資源，

達成經費自給自足之目標。 

二、所募集之經費扣除本校規定之校管理

費，其餘分為常設經費與彈性活用經

費。常設經費用於業務費以及支付中

心專職人員與常駐人員(業務規劃與

管理經理、專職技術人員、中心主任、

中心常駐教授、博碩士研究生)之人事

費；彈性活用經費用於國際交流、或

本辦法訂定中心經費來源及變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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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聘新人員之人事費等。 

三、任務導向型計畫，由企業會員提出題

目與預期成果，本中心媒合相關教授

執行。100%由企業會員支付研究人

事、差旅及相關雜項費用。企業會員

資金不支付設備採購費。  

四、終端開放型計畫，由中心組成研究團

隊提出構想，與企業會員共同申請政

府產學計劃，企業會員同意後可提供

配合款。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研發常務會議、校務規劃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訂定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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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3年9月15日103學年度第1次研發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名稱： 

本中心定名為國立交通大學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英文名稱為 NCTU IoT Intelligent Systems Technology Center 

第二條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本中心設立宗旨為研究開發物聯網智慧系統與其創新應用技術，創造

產業價值，提升台灣物聯網產業整體競爭力。具體目標為促進物聯網

產業、改革產學生態、實質成果應用與人才培育。 

第三條 設立依據： 

本設置辦法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訂定

之。 

第四條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一、 本中心設一諮詢委員會、企業會員若干人、中心主任一人，業務

規劃與管理經理一至二人，實驗室若干個。每個實驗室有實驗室

主任一人，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研究人員三至四人，專職技術人

員一至二人，博碩士研究生若干人。 

二、 本中心由中心主任主導運作，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襄助業務推

動，並向諮詢委員會與企業會員負責。 

三、 本中心實驗室由實驗室主任主導其運作與研究方向，並對中心主

任負責。每個實驗室有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研究人員指導多位博

碩士研究生執行研究計畫。另外聘任專職技術人員，負責技術之

落實。 

第五條 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一、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由五席至九席委員組成，包括交通大學三

席、研華科技二席、另邀請 VIP 企業會員及知名學者專家組成，

召集人由委員推舉之。 

二、 交通大學三席委員由交通大學校長任命之。研華科技二席委員由

研華科技自行推舉之。其餘委員由交通大學與研華科技之委員共

同邀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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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諮詢委員會應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 

四、 諮詢委員會之職責為 

1. 建議本中心發展方向 

2. 審議本中心之重大興革事項 

3. 任免中心主任 

第六條 企業會員之資格與權利 

一、 凡認同本中心之設立理念與運作方式之企業，皆可投入研究經費

成為本中心之企業會員。企業會員依投入研究經費分為 VIP 會員

與一般會員。 

二、 VIP 會員為每年投入本中心新台幣五佰萬元(含)以上研究費用，連

續五年(含)以上之企業。 

三、 VIP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獲諮詢委員會邀請，得參加諮詢委員會。 

2. 享有優先技術轉移本中心終端開放型創新技術或參與新創事

業。 

3. 得獲邀請參加本中心各項技術發表與學術活動 

4. 可指定任務導向型創新研究 

5. 可參與企業博碩士學程 

四、 一般會員為當年度投入本中心一百萬台幣(含)以上研究費用之企

業 

五、 一般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得獲邀請參加本中心各項技術發表與學術活動 

2. 可指定任務導向型創新研究 

3. 可參與企業博碩士學程 

 

第七條 主管任期、職責與遴選方式 

一、 本中心設中心主任一人，職責為綜理本中心之業務，由本校教授

兼任。 

二、 中心主任任期為三年，續任應於任期屆滿七個月前辦理相關作

業，經由諮詢委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並需三分之二以上(含)委員

同意續任，報請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49 

 

三、 中心主任遴選為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校

長聘任遴選委員若干人組成遴選委員會，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負責中心主任人選之提名、評估及舉薦，並由校長聘任之。 

四、 主任之解任，得由諮詢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

由諮詢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報請校長免除其職務。 

第八條 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之任用與職責 

本中心設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一至二人，由中心主任任免。職責為襄

助中心主任，主掌年度研究企劃案規劃與管理，季度執行績效評估，

專案對外行銷。 

第九條 實驗室之成立與參與人員之聘任及管理 

一、 本中心下轄數個實驗室，由中心主任提案，諮詢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得以成立或裁撤實驗室。 

二、 實驗室設實驗室主任一人，主掌實驗室之運作與研究方向。實驗

室主任由中心主任任免之，任期與中心主任同。 

三、 實驗室主任得邀請三至四位助理教授級以上(含)之研究人員加

入，規劃研究計畫，並指導碩博士生執行計畫。 

四、 實驗室主任得聘請專職技術人員一至二人，協助技術落實與累積

研究能量。 

第十條 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本中心每季至少舉行績效評估會議一次，由各研究計劃代表報告研究

成效，並由中心主任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審議，作為各研究計畫是

否繼續執行，專職人員是否續聘之依據。 

第十一條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一、 本中心著重創新企業價值，研發之技術以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為

目標，故本中心之績效乃以技術創新、技轉金額、專利佈局、

產學互動、人才培育為衡量準則。 

二、 中心主任每季召開績效評估會議，根據研究成果、相關研究計

畫案負責教授與合作企業人員之意見，評估中心專職人員之績

效，表現不佳者，隔年不予續聘。 

三、 對於合作案之負責教授，屬任務導向型計畫者，由合作企業相

關人員評估；屬終端開放型計畫者，由中心主任聘請專家評估。



50 

 

表現不佳者，得停止其計畫。 

四、 參與研究計畫之博碩士生，由其指導教授評估是否勝任計畫內

容。表現不佳者，隔年不予續聘。 

第十二條 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本中心之諮詢委員會定期審視本中心之運作與績效，當諮詢委員會

認為本中心成效不彰或已無存在必要時，得依「國立交通大學校級

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十條規定，予以裁撤本中心。 

第十三條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 本中心創立初期經費由研華科技(Advantech)贊助，每年新台幣

兩千萬，連續五年。本中心亦須持續對外徵求企業會員投入研

究經費，並向政府部門提出研究計畫，如科技部的大產學計畫

等，以爭取更多研究資源，達成經費自給自足之目標。 

二、 所募集之經費扣除本校規定之校管理費，其餘分為常設經費與

彈性活用經費。常設經費用於業務費以及支付中心專職人員與

常駐人員(業務規劃與管理經理、專職技術人員、中心主任、中

心常駐教授、博碩士研究生)之人事費；彈性活用經費用於國際

交流、或增聘新人員之人事費等。 

三、 任務導向型計畫，由企業會員提出題目與預期成果，本中心媒

合相關教授執行。100%由企業會員支付研究人事、差旅及相關

雜項費用。企業會員資金不支付設備採購費。  

四、 終端開放型計畫，由中心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構想，與企業會員

共同申請政府產學計劃，企業會員同意後可提供配合款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研發常務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