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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5月 14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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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代理校長          執行秘書：陳信宏教授 

出  席：黃志彬副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兼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

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林寶樹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杭學鳴院

長、陳俊勳院長、俞明德院長、曾成德院長、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

長代)、張維安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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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峻因委員、黃經堯委員、劉柏村委員、戴亞

翔委員、謝續平委員、袁賢銘委員、金大仁委員、陳智委員、林宏洲委

員、黃興進委員、王立達委員、莊明振委員、張靄珠委員(劉辰生教授

代)、劉奕蘭委員、何信瑩委員、王雲銘委員(廖光文教授代)、李美華

委員、簡美玲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陳信委員、李昀瑋委員、

唐英軒委員 

請  假：李耀坤院長、曾煜棋院長、柯明道院長、劉尚志院長、江進福委員、胡

竹生委員、陳志成委員、傅武雄委員、王晉元委員、林建中委員 

列  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主計室楊淑蘭主任、綜合組張漢卿組長、電機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楊武主任、傳播與科技學系張玉佩主任、國際半導體產業

學院徐嘉迎小姐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本校傳播與科技學系擬申請設置碩士班之議案，係為正確之規劃

發展方向，另未來亦應強化數位製作、資訊傳播、國際化、外語

能力之培養等方面之發展。 

(二)另有關本校設立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與教育部未來推動以學院

招生之政策方向相符，其他學院亦可研擬以此方向發展。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4年 3月 13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校

務規劃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5~P.8)。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報告：無。 
 

四、其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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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報告 

(一)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本案已完成食品路臨時出入口設置、洗車台、施工圍籬、工務所

設置及施工道路鋪設等工程，並於4月2日完成綠建築評定。目前

進行智慧建築標章、耐震標章審議及鋼軌樁打設、基礎開挖、土

方運棄作業。 

(二)人社三館新建工程： 

本案已於 1月底申報竣工，並於 3月 17日完成工程初驗程序。施

工廠商已於 4月 25日函復初驗缺失改善完成，目前正與監造單位

辦理缺失改善項目複核中，俟確認後即辦理初驗複驗作業。 

(三)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 

本案已完成工務所與施工圍籬、洗車台設置、鋼軌樁打設工程及

基礎開挖、土方運棄作業，目前進行基礎結構施工中。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

與「電信組」擬自 105 學年度起合併成「電機組」案，請討論。(教

務處提) 

說  明： 

一、因專班近年來報名人數下滑，考量電機專班下各組招生名額希望

能更彈性運用。經本學期第一次與第二次專班委員會討論，專班

初步共識合併三組，名稱暫定為「電機組」。 

二、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案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依據教育部規定，

於 104年 6月依「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

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時程辦理。 

(二)本案經審議報部核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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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3月 19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電機學院及資訊學

院碩士在職專班第 2次專班委員會議（附件 2，P.9）、104年 3月

24日 103學年度電機學院 103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附件 3，

P.10~P.11），及 104年 4月 17日資訊學院 103學年度第 4次院務

會議（附件 4，P.12）通過。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6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傳播與科技學系擬申請於 105 學年度增設「傳播與科技學系

碩士班」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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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擬提案申請於 105 學年度增設「傳

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 

二、本碩士班設立之目的有三： 

(一)因應數位媒體科技迅速發展帶來的傳播教育挑戰。 

(二)培育數位傳播環境所需的高階創作與研究人才。 

(三)拓展本系成長空間，充分運用本系教學與研究資源，並提昇

學術水準與能量。 

三、本碩士班成立之發展重點有三： 

(一)著重於傳播科技、互動科學與媒體文化等相關知識，以及結

合多媒體實作與媒體實習的傳播實務導向能力。 

(二)與國際傳播學界和實務界持續連結，善用客家文化學院的在

地之勢與資源。 

(三)自由開放的討論與師生合作的環境，豐富的人文素養和紮實

的研究方法訓練。 

四、申請計畫書內容包含以下四個部分： 

(一)申請理由。 

(二)本碩士班發展特色與課程規劃。 

(三)本碩士班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四)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五、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案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依據教育部規定，

於 104 年 6 月依「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

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時程辦理。 

(二)本案經審議報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

請教育部核定。 

六、本案業經 104年 4月 29日傳播與科技學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暨第 4 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附件 5，P.13），

以及 104年 4月 30日客家文化學院 103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附

件 6，P.14）通過。 

七、檢附本校「105 學年度增設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計畫書」（請另

參附件 7-黃色資料附件）。 

決  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 30票，不同意 8票) 

 
參、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組織編制案，請討論(國際半導體產業學

院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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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3年 1月本校提報教育部申請成立「涉及招生並以教學為主之

學院」，業經教育部 103年 6月 16日來函核准增設「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博士班(附件 8，P.15~P.16)」，復於 103年 9月 12日由

教育部核准設立本校「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碩士班、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博士班」(附件 9，P.17~P.19)。 

二、依據大學法第 11條：大學下設學院或單獨設研究所，學院下得設

學系或研究所。大學得設跨系、所、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則本條文之文義解釋，「學院」為教學主體，其下自得允許出現三

種體制： 

(一)學院下既設研究所，又設學系。 

(二)學院下僅設研究所，不設學系。 

(三)學院下僅設學系，不設研究所。 

三、依前述說明，本院體制上為「學院下僅設研究所，不設學系」： 

(一)本學院下設博士班、碩士班，並分三組別：固態電子元件與

材料研究組、精密機械與半導體設備研究組、異質整合與微

系統研究組。 

(二)故本院實為經教育部核准招生之學院，合於法規之要求無誤 

四、本院現有組織架構圖 : 

 

 

 

 

 

 

 

 

 

決  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提至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26票，

不同意 1票) 

肆、散會：1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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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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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心組織章程」第七條及第九條修

正案。 

一、本中心於 104 年 04 月 21 日

召開第一屆第三次諮詢委員

會 議 ( 會 議 紀 錄 請 參

P.~P.)，出席委員包括吳妍

華校長、曾志朗校長、資策

會數位教育研究所李進寶所

長、亞洲大學副校長曾憲雄

教授及校友會蔡豐賜會長

(臺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

請假)，會議中依照校長校規

會裁示，討論本中心定位發

展問題。與會諮詢委員一致

認為要有效協調及推動

MOOCs 等相關開放教育工

作，確有必要成立校級單

位，但本中心的性質比較偏

向服務及教育推廣，並不是

以發表研究論文或申請專利

為主要成果，又本校去年底

有成立了一級行政中心（實

驗動物中心）的前例，因此

應該要將本中心轉成一級行

政中心的形式運作。 

二、基於前述諮詢委員會議的決

議，本中心將根據 103 學年

度第 3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決議及裁示重點修正本中

心組織章程，並提案於校規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修正本

中心為一級行政中心，修正

之組織章程將明訂中心各分

組之名稱、功能及任務。 

高等教育

開放資源

研究中心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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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第 2 次專班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三館 410 會議室            

主席：楊  武 主任  

出席人員：電子系 郭峻因 教授          資工系 曾文貴 教授 

光電所 盧廷昌 教授          資工系 胡毓志 教授 

電控所 陳科宏 教授          數圖組 黃明居 教授(請假) 

電信所 吳霖堃 教授 

記錄：歐陽彣覲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八：請討論電機學院在職專班之「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與「電

信組」，自 105 學年度起之組別合併成「電機組」。 

2. 說明：1.依據 104 年 2 月 5 日本學期第一次專班委員會之決議，

初步共識合併三組，名稱暫定為「電機組」。 

3. 綜合組表示：因專班各組性質接近，若決議三組合併成一組，在

本年度 6 月時向教育部提申請報部即可。 

4. 註冊組表示：建議專班合併後保留一個組別，若取消所有組別的

話，學籍與畢業證書將改為「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而非現在

的學程，可能會影響學生就讀意願。 

5. 請討論專班之組別合併之細部規劃，如課程安排、學生找指導教

授之系所範圍、畢業學分認定、及專班盈餘分配之系所…等。 

決議：同意電機學院在職專班之「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與「電

信組」，組別合併為「電機組」。（同意人數 6 名，不同意 0 名） 

 

以下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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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電機學院 

院務會議第 2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至 14:0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10 會議室 

主席：杭學鳴院長     

參加人員：  

楊谷洋副院長、黃經堯副院長(請假)、陳紹基主任、李鎮宜教授(請假)、 

崔秉鉞教授、顏順通教授、王蒞君主任、吳炳飛教授、陳科宏教授、 

陳信宏教授(請假)、劉柏村主任、陳智弘教授、盧廷昌教授、戴亞翔教授、 

林鴻志主任、楊  武主任、洪崇智主任、侯拓宏主任、林顯豐所長 

邀請列席： 

各院級研究中心代表：(依照中心成立日期) 

 奈米科技中心：孫建文主任  

 田家炳光電中心：賴暎杰主任 

 腦科學研究中心：陳世安博士 

 前瞻電力電子中心：陳科宏教授 

 科技與社會中心：楊谷洋主任 

 交大 IBM 智慧物聯網與巨量資料分析研發中心：王蒞君主任 

 前膽無線電科技與系統研究中心：鍾世忠主任 

 記錄：呂沼燕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代校長轉贈卸任主管獎牌予前電信所所長黃瑞彬教授。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3.11.18)已 E-mail 核閱確認。 

肆、 討論事項： 

 

六. 案由：電機學院在職專班之「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與「電信組」， 

自 105 學年度起之組別擬合併成「電機組」，請  討論。 

說明： 

1. 因專班近年來報名人數下滑，考量電機專班下各組招生名額希望能更彈性

運用。經本學期第一次與第二次專班委員會討論，專班初步共識合併三組，

名稱暫定為「電機組」。 

2. 本校註冊組與綜合組表示：建議專班合併後保留一個組別，若取消所有組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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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話，學籍與畢業證書將改為「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而非現在的學

程，可能會影響學生就讀意願。 

3. 本案業經 104 年 3 月 19 日第 2 學期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第 2

次專班委員會議通過。 

4. 專班組別合併後之細部規劃，如課程安排、畢業學分認定、盈餘分配等，

後續另行討論。 

決議：全數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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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3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 年 4 月 17 日(五)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三館 427 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王國禎、荊宇泰、王協源、吳毅成、林盈達、袁賢銘、莊仁輝、莊榮宏、曾建超、楊  武、

謝續平、蔡錫鈞 

列席：鍾崇斌 

記錄：楊金玲 

壹、 報告事項：（略） 

貳、 討論事項：  

一、 案由：請討論電機學院在職專班之「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與「電信組」，

自 105 學年度起之組別合併成「電機組」。(楊武主任提) 

說明： 

(一) 因專班近年來報名人數下滑，考量電機專班下各組招生名額希望能更彈性運用。

經本學期第一次與第二次專班委員會討論，專班初步共識合併三組，名稱暫定為「電

機組」。 

(二) 本校註冊組與綜合組表示：建議專班合併後保留一個組別，若取消所有組別的

話，學籍與畢業證書將改為「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而非現在的學程，可能會影

響學生就讀意願。 

(三) 本案業經104年3月19日第2學期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第2次專班委員

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二，p.6。 

(四) 專班組別合併後之細部規劃，如課程安排、畢業學分認定、盈餘分配等，後續另

行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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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103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暨第 4 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會議記錄(節錄) 

 

時  間：104 年 4 月 29 日（三）中午 12 時 10 分 ~ 15 時 30 分 

地 點：HK206 會議室 

召集人：張玉佩主任 

出席委員：李美華教授、魏玓副教授、陶振超副教授、許峻誠副教授、林慧斐副

教授、林日璇副教授、黃淑鈴助理教授、鄭琨鴻助理教授、戴瑜慧助理教授 

列 席：林主宏助理、系學會會長曾煥富、所學會會長黃瓊德、黃翊琪助理 

請 假：黃靜蓉副教授、林崇偉助理教授、張宏宇助理教授 

紀 錄：鍾心瑜助理 

 

一、 報告事項：(略) 

二、 討論事項 

提案一：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本系擬申請 105 學年度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招生，申請計畫書請參閱紙

本附件。 

決議：經會議討論，同意通過，計畫書提送院務會議審查。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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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會議紀錄(節錄) 

 

事  由：103 學年度 第 3 次院務會議  

時  間：104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12:10~ 

地  點：院會議室(HK115) 

主持人：張維安院長  

委   員：李美華、李翹宏、林文玲、林秀幸、林欽榮(借調)、林崇偉、林日璇、

林慧斐、段馨君、柯朝欽(假)、莊雅仲(假)、連瑞枝(假)、陶振超、許維

德、許峻誠、黃紹恆、黃靜蓉(育嬰假)、黃淑鈴、張玉佩、張藝曦(假)、

張宏宇、劉大和、潘美玲(公)、鄭琨鴻、蔡晏霖(假)、蔣淑貞、簡美玲、

戴瑜慧、魏玓、羅烈師。 

 列席者：人事主任蘇義泰 

         職員：林主宏、許文雄、張珈瑜、鄧雅嬪、鍾旻秀、鍾心瑜、 潘映瑄 

         學生：人社系學會長游思瑩(張芷寧代)、傳科系學會長曾煥富(假)、族

文所學會長鍾祈慧(假)、傳播所學會長黃瓊德。         

記  錄：范美華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一、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申請案。(如附件) 

    說明：本案業經傳科系 104 年 4 月 29 日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經會議討論與投票結果，22 票同意票，通過本案，送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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