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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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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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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林寶樹

主任、李耀坤院長、唐震寰院長、韋光華院長、胡均立院長、鐘育志

院長、許根玉院長、李威儀委員、高文芳委員、翁志文委員、洪慧念

委員、黃經堯委員、董蘭榮委員、宋開泰委員、謝續平委員、曾建超

委員、陳仁浩委員、林宏洲委員、陳軍華委員、唐麗英委員、林妙聰

委員、李峻德委員、劉辰生委員、張靄珠委員、朱智瑋委員、王雲銘

委員(鄒協成助理教授代)、簡美玲委員、倪貴榮委員、廖威彰委員、

宗仕傑委員、蘇睿凱委員 

請  假：曾煜棋院長、曾成德院長、張維安院長、劉尚志院長、吳文榕委員、

劉柏村委員、陳紹基委員、莊榮宏委員、金大仁委員、黃興進委員、

魏玓委員、林建中委員、許恒通委員、陳明璋委員、黃孝宏委員 

列  席：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總務處楊黎熙副總務長、校

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總務處莊伊琪小姐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本校的開業典禮去年邀請產業界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蒞校演講，本年

度則邀請學界人士，很榮幸特別邀請榮獲美國總統頒授「國家技術與

創新獎章」之胡正明院士蒞校演講，此獎亦是對科技創新領域貢獻卓

著專家所頒授的最高榮譽。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6年 3月 7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校

務規劃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5)。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報告  

有關本工作小組於 105年 5月 3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2次會議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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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決議事項如下，會議紀錄請詳參(附件 2，P.6~P.9)： 

(一)報告事項如下： 

1、經審查通過藝文中心懸掛本學期藝文活動之帆布廣告於活動中

心、圖書館大門廣場旁及 B1側門弧形等三處外牆至 106年 9

月 17日止。 

2、為提升校園戶外家具之美質，刻正推動校園內戶外海報牆之更

新設置，擬以多元化功能為構想，設計新型態綜合資訊牆，除

提供海報張貼外，亦將提供放置實體展售物品(如本校紀念物

及書冊)。 

3、有關「環工館、田家炳光電大樓、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新建

工程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藝術團隊業於 106年 5月 3日

會同總務處進行公共藝術模型實地放樣之現場會勘。 

(二)討論議案之重要決議如下： 

有關「光復校區工四館周邊景觀暨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暨「光復

校區工四館前廣場周邊規劃工程」提送辦理規劃構想暨基本設計

審議，會議決議如下: 

1、本案審查後原則上同意規劃方向，本次委員審查係提供設計大

方向，周邊使用單位則提供使用者需求及關切事項。細部設計

部分尚請承辦單位依權責及契約規定賡續執行監督，在預算及

材料部分另請校園規劃組、龔委員及營繕組提供專業意見。 

2、本案建議將案由一及案由二配合行政作業流程加以整併，續提

報校規會，俾利辦理後續發包作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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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已於106年3月28日就實驗設備建置所需經費籌措等問題與

使用單位進行討論，並於106年5月10日針對2、3樓內部裝修委託

技術服務案召開第三次空間配置討論會議。目前主體工程結構體

已完成，因近月來間歇性陣雨導致外牆工程施作延宕，現在進行

外牆工程及內部消防、水電配管、裝修工程等，工程現場進度為

83.76%。 

(二)人社三館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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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另系所裝修部分於106年4月27日完成正

式驗收，目前使用單位進駐中。 

(三)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 

目前結構體已完成，因間歇性陣雨導致防水工程施作延宕，現在

施作戶外防水工程、室內裝修及水電消防配管與器具安裝工程

等，另同時進行變更設計與後續擴充事宜，工程現場進度為

98.7%。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案，請討論。(秘

書室提) 

說  明： 

一、106年 3月 22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業通過修正

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將辦法中所述之「通識教育委員會」

皆修正為「共同教育委員會」(附件 3，P.10~P.12)，並經教育部

106 年 4 月 6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45784 號函核定在案(附件

4，P.13)。 

二、爰依前述之決議及核定事項，修正本校「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內容如下： 

(一)第一項第一款之「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修正為「共同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因共同教育委員會成立後，原通識教育委員會及共同學科之

校級委員會選舉事務，已統整辦理，爰將第一項第二款中：

「票選委員分別由各學院、不屬學院之所有教學中心與專班

及其他單位，每二十五位教師推選一委員(不足二十五人之

尾數得增選一人)……」之文字，修正為：「票選委員分別由

各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每二十五位教師推選一委員(不

足二十五人之尾數得增選一人)……」。 

三、檢附本校「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5，P.14~P.15)。 

四、本案於校務規劃委員會通過後，將依程序續提送至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8票，不同意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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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校「光復校區工四館周邊景觀暨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提送審議，

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 本案規劃前經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於 105 年 4 月 12 日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在案(附件 6，P.16~P.17)，依

決議於 105年 5月 18日辦理公共藝術設置公開說明會，並於 105

年 8 月 24 日經簽奉核可辦理委託規劃、設計與監造之勞務採購

案；經 106年 3月 8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

議通過(附件 7，P.18~P.19)，由校務基金歷年結餘協助支應工程

預算經費計新台幣 980萬元整。  

二、 前揭公共藝術設置公開說明會與各階段審查會議之校內師生及

委員意見，均對本案規劃方向表達肯定，為將相關意見納入整體

性規劃，綜整提出「光復校區工四館前廣場周邊規劃工程」之後

期方案(工程經費約計 720 萬元整、尚未核定)，於 106年 5月 3

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提

送規劃構想書進行審議(附件 2，P.6~P.9)。  

三、 鑑於規劃設計及工程上均應朝整體考量，依 106 年 5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決議(附件 2，

P.6~P.9)，將後期方案併入本案辦理規劃構想暨基本設計審議。  

四、 依本校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範規定(附件 8，P.20~P.24)，工程總

經費 1000萬元以上未達 3000萬元之重要景觀工程，於規劃構想

階段應提報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審議，於基本設計階段應提送校務

規劃委員會議報告；兩案整併後整體工程經費粗估 1700 萬元整

(審核中)，擬依 106年 5月 3日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園建築與景

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建議合併提送審議(附件 2，P.6~P.9)。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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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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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之「西區門

戶計畫」一案，請同意本校參與「臺

北郵局公辦都更案」。 

本案於 106 年 3 月 22 日續提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經校務

會議決議通過之修正案為：「本案

之案由修正為：為配合臺北市政

府推動之『西區門戶計畫』一案，

請同意本校參與『臺北郵局公辦

都更案』，後續分配使用面積及權

利價值不少於現有面積及價值」。 

總務處 

二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學籍

分組案。 

本案業經 106年 3月 22日 105學

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並已

於 106年 4月 11日以交大教綜字

第 1061003744號函報部，待教育

部核復。 

教務處 

三 
107學年度增設「生物科技學院產

業博士班」案。 

本案業經 106年 3月 22日 105學

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並已

於 106年 4月 11日以交大教綜字

第 1061003744號函報部，待教育

部核復。 

教務處 

四 
107學年度增設「客家文化學院博

士班」案。 

本案業經 106年 3月 22日 105學

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並已

於 106年 4月 13日以交大教綜字

第 1061003745號函報部，待教育

部核復。 

教務處 

五 
資訊學院網路與資訊系統博士學

位學程擬於 107學年度停招案。 

本案業經 106年 3月 22日 105學

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並已

於 106年 4月 13日以交大教綜字

第 1061003745號函報部，待教育

部核復。 

教務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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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14 時 20 分 

地    點：工程五館 4 樓 436 室 

主    席：張基義主任委員 

出席委員：王協源委員、王念夏委員、左帥委員、林建中委員、侯君昊委員、龔書章委員 

請假委員：邱裕鈞委員、莊雅仲委員、曾成德委員、黃世昌委員、鍾崇斌委員、 

          羅烈師委員 

列席單位：電機學院代表 唐震寰院長、羅敏銓助理工程師、蘇育德教授 

          理學院代表 謝有容教授、 

          資訊學院代表(請假)、 

          直域建築師事務所 謝宜家建築師、楊儒憲設計師 

          總務處 楊黎熙副總務長、莊伊琪秘書 

          總務處營繕組 廖仁壽組長、謝小萍技術專員  

          總務處校園規劃組 沈煥翔組長、周士清技士 

記    錄：總務處校園規劃組 顏麗珊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工作小組辦理 105學年度第 3次通訊審查之決議通過藝文中心申請懸掛「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之藝文性活動」之帆布廣告於活動中心外牆(E)、圖書館大門

廣場旁外牆(A)、圖書館 B1 側門弧形外牆(F)三處，懸掛時間 106 年 2 月 11 日至

106 年 9 月 17 日。 

二、 為提升校園戶外家具之美質，總務處刻正推動校園內戶外海報牆之更新設置，

擬以多元化功能為構想，設計新型態綜合資訊牆，除提供海報張貼外，亦將提供放

置實體展售物品(如本校紀念物、書冊)等。目前業由校園規劃組進行竹軒外側綜合

資訊牆之初步設計，如附件 1-1。(總務處校園規劃組提) 

三、 有關「環工館、田家炳光電大樓、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之公共藝術

設置計畫案」，藝術團隊業於 106.5.3 會同總務處進行公共藝術模型實地放樣之現

場會勘，如附件 1-2。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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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光復校區工四館周邊景觀暨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案之基本設計書(附件 2)審議，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邀集建築景觀小組及公共藝術校內鑑價委員，召開先

期規劃審查會議，預估經費約為 750 萬元，於 105 年 4 月 12 日提送本小組 104

學年度第2次會議討論(附件2-1)，並於5月10日於校務規劃委員會報告(附件2-2)。 

二、 依前揭本小組會議決議，業於 105 年 5 月 18 日經公告週知並邀請周邊使用單

位，召開校內公開說明會，與會師生及周邊學院代表多肯定本案規劃方向。 

三、 另循前揭本小組會議建議事項，於 105 年 8 月 24 日簽奉核可，以預估工程經

費新台幣 980 萬元整，採公開招標方式(建造百分比法)委託直域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本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監造之勞務採購案。續於 106 年 3 月 8 日經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管會(附件 2-3)決議通過由校務基金歷年結餘協助支應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980

萬元整。 

四、 本工程委託設計監造之技服廠商續於 106 年 4 月 17 日依契約期程提報細部設

計圖說審查，爰續依「國立交通大學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範」提送審議，工作小組

會議等相關審查意見將併入契約第 2 期審核內容。 

 

委員及與會代表對規劃內容審查建議： 

一、 科一館前綠地廣場規劃(A 區) 

本區廣場建議在顧及管理層面與安全性的前提下，能提供插座(如椅子下方)以滿足

學生或社團各式使用需求。從小木屋到 A 區間之人行動線，建議如欲引導行人從較

內側部分穿越馬路，則兩邊轉角均須做阻隔物。否則就建議讓行人能直線穿越，減

少在馬路上繞行的危險。 

二、 工三工四間通道規劃(B-2 區) 

本區一面學生流量非常大，一面許多大型機具係透過一旁車道運送，重車壓輾下，

鋪面極易損壞，故在景觀、安全性、耐久性及美觀性上均須留意。 

三、 公共藝術廣場規劃(C-2 區) 

水池部分除建議池底有燈光設計外，可協調公共藝術施作單位，放置數顆光孢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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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面區域，池底鋪面或可設計圖案，使其不論注水與否，均具相當之景觀性。細部

設計時需注意落葉與路邊風沙積塞的問題，儘量減少維護負擔。未來並建議以綠化

或其他方式，使交映樓車道旁大面斜牆的景觀更為美化。 

四、 鋪面材質及其他戶外景觀元素 

在戶外鋪面、材質及道路家具的部份，本案因係本校少數從公共戶外空間及基本景

觀工程面著手的工程案，盼本次能建立一標準系統性設計，未來可應用至其他區域，

使其他學院在進行周邊環境的改善時有所依循。 

五、 植栽移植 

原則同意本次所提樹木移植說明，惟在田家炳大樓新闢車道入口部分，建議藉移動

路燈等設施，盡力保留人行道旁 2 棵楓香樹，另請依校內校園樹木植栽處理方式，

執行本區樹木移植工程。 

六、 承辦單位審查意見 

鑑於本案已超出原預定預算許多，很多材料在使用上可再考慮，步道系統材質上則

請考慮並搭配本校現有鋪面形態，使其具整體感，另有些區域可作減量設計。設計

內容在大架構上並無問題，惟比對現況情形後，仍存在些許部分有實際設置困難與

使用疑慮，建議調整之，會後將再請龔委員協助確認設計細節。 

決  議： 

一、 本案審查後原則上同意規劃設計方向，本次委員審查係提供設計大方向，周邊使用

單位則提供使用者需求及關切事項。細部設計部分尚請承辦單位依權責及契約規定

賡續執行監督，在預算及材料部分另請校園規劃組、龔委員及營繕組提供專業意見。 

二、 本案建議將案由一及案由二配合行政作業流程加以整併，續提報校規會，俾利辦理

後續發包作業。  

 

案由二：為「光復校區工四館前廣場周邊規劃工程」案之規劃構想書(附件 3)審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光復校區工四館周遭整體規劃設計方案，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邀集建築景觀小

組委員及周邊學院代表進行勞務採購之基本設計審查，依主席結論以逐段方式推動

並改善。續請設計單位參酌委員意見做後續調整，先予敘明。 

二、 為大幅提升校內師生生活品質，重整校園生活核心區域，本案參酌納入前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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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說明會與審查會之校內師生及委員意見，經綜整提出之後期方案(工程經費約計

720 萬元整)，擬提送本工程規劃構想書之審議，於通過後，續送校規會及校管會匡

列後期預算。 

委員及與會代表對規劃內容審查建議： 

一、 同意工四館前硬鋪面區域以增加綠化面積、降低硬鋪面比例及增加遮蔭區域為規劃

原則。 

二、 廊道部分因具聯繫建築物，提供藝術品所需背景，轉換軸線之功能，亦同意本案規

劃方向，惟請採用乾淨優雅風格。目前廊道係採單邊柱設計，因新竹風勢大，故結

構計算應更加留意謹慎。 

三、 承辦單位審查意見 

鑑於本案已超出原預定預算許多，很多材料在使用上可再考慮，步道系統材質上則

請考慮並搭配本校現有鋪面形態，使其具整體感，另有些區域可作減量設計。設計

內容在大架構上並無問題，惟比對現況情形後，仍存在些許部分有實際設置困難與

使用疑慮，建議調整之，會後將再請龔委員協助確認設計細節。 

決  議： 

一、 本案審查後原則上同意規劃方向，本次委員審查係提供設計大方向，周邊使用單位

則提供使用者需求及關切事項。細部設計部分尚請承辦單位依權責及契約規定賡續

執行監督，在預算及材料部分另請校園規劃組、龔委員及營繕組提供專業意見。 

二、 本案建議將案由一及案由二配合行政作業流程加以整併，續提報校規會，俾利辦理

後續發包作業。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1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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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6年 3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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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宏副校長代為主持) 

出席：陳信宏、張翼、陳俊勳、盧鴻興、黃美鈴、張基義、李大嵩、徐文祥(荊

宇泰代)、裘性天、林寶樹、李耀坤(楊一帆代)、李威儀、黃冠華、傅恆

霖、王念夏、唐震寰、陳巍仁、顏順通、林顯豐、陳科宏、陳紹基、宋

開泰、廖德誠、歐陽盟、曾煜棋、鍾崇斌、莊仁輝、曾新穆、袁賢銘、

韋光華、柯富祥(黃爾文代)、白曛綾、蔡佳霖、方永壽、胡均立、林妙

聰、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黃仕斌、曾成德、孫于智、黃惠萍、張

靜芬、許峻誠、鐘育志(袁俊傑代)、黃憲達(柯立偉代)、吳妍華、陶振

超(黃靜蓉代)、許根玉、許恒通、蘇育德、陳明璋、陳仁姮、廖威彰、

王先正、林泉宏、楊黎熙、廖仁壽、呂紹棟、陳建仰、周正欣、宗仕傑、

黃孝宏、吳信毅(陳筱靜代)、黃吏玄、黃振瑋(黃政鈺代)、左帥、蘇倍

筠【共計 69人】 

請假：張懋中校長、趙天生、方凱田、冉曉雯、謝續平、黃炯憲、潘以文、吳

樸偉、林珊如、林志生、張維安、林秀幸、胡博琛、林俊廷、劉尚志、

倪貴榮、張生平【共計 17人】 

缺席：李積琛、林貴林、鄭裕庭【共計 3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人事室任明坤、主計室魏駿吉、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

鈞、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何信瑩、教務處黃育綸、人事室張家綺、

人室室姜慶芸、主計室楊明幸、主計室呂明蓉、主計室郭文欣、總務處

莊伊琪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茲因張校長另有重要行程，爰由我代為主持本次校務會議，因出席人數已

超過法定開會人數，在此宣布本次校務會議開始。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5年 12月 21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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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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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 105年 12 月 21 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辦

理(附件 5，P.23~P.26)。 

二、 本校為因應多元社會的時代變化，讓學生具備現代生活所需的知

識及技能，主動規劃強化學生對於非專業領域事物的學習，推動

各學院參與通識、共同科課程之教學以及引導規劃該院學生之共

同科目學習，以開闊學生的知識視野，特提出本校共同教育新的

規劃。 

三、 經盤整現行組織以及課程後，擬成立共同教育委員會，並將原共

同學科院級教評會及通識教育院級教評會整合為共同教育院級

教評會，統整全校的共同課程(通識、語文、體育室、諮商中心、

圖書館及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等全校性課程)之教育、中長期發

展計畫之規劃審議、以及執掌院級教評會審議等相關事宜。下設

通識教育中心及藝文中心。 

四、 另案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及組織系統表，經本校校務

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准後，通識教育委員會及共同科教評會即

裁撤。 

五、 本案業經 105 年 7 月 22 日通識教育改革討論會議(附件 6，

P.27~P.28)、105年 11月 9日共同教育委員會籌設討論會議(附

件 7，P.29)及 105 年 11 月 15 日第二次共同教育委員會籌設討

論會議(附件 8，P.30~P.32)通過。 

六、 檢附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附

件 9，P.33~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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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案業經 106年 3月 2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 10，P.35~P.38)。 

決  議： 

一、草案條文第七條通過唐麗英代表提出之修正案：「草案條文第七

條修正為：本會得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五至九人擔任本會

之諮詢委員」。 

二、草案條文第四條所述之課程委員會，請邀請學生代表出席或列席。 

三、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59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 105年 12 月 21 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辦

理(附件 5，P.23~P.26)。 

二、本校為強化精進學生對於非專業領域事物的學習，推動及規劃全

校通識及共同科課程，擬裁撤通識教育委員會及共同科教評會，

並成立共同教育委員會。 

三、因共同教育委員會統整全校共同課程(通識、語文、體育室、諮

商中心、圖書館及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等全校性課程)，已取

代原通識教育委員會功能，因此配合修正主管職稱。 

四、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 11，P.39~P.62)。 

五、本案經通過後，本校組織系統表中「通識教育委員會」併同修正

為「共同教育委員會」。 

六、本案業經 106年 3月 2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 10，P.35~P.38)。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0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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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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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

選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人，

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電子與資

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及各學院院長擔任。 

二、票選委員分別由各學院

及共同教育委員會，每

二十五位教師推選一委

員(不足二十五人之尾

數得增選一人)及由學

生聯合會推選學生代表

三人組成。教師票選委

員任期三年，每年改選

三分之一，連選得連

任。學生代表任期一年。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

書各一人。召集人由校長兼

任；執行秘書由召集人就委

員中聘任之，擔任本會協

調、執行及追蹤工作。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

選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人，

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電子與資

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及各學院院長擔任。 

二、票選委員分別由各學

院、不屬學院之所有教

學中心與專班及其他單

位，每二十五位教師推

選一委員(不足二十五

人之尾數得增選一人)

及由學生聯合會推選學

生代表三人組成。教師

票選委員任期三年，每

年改選三分之一，連選

得連任。學生代表任期

一年。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

書各一人。召集人由校長兼

任；執行秘書由召集人就委

員中聘任之，擔任本會協

調、執行及追蹤工作。 

一、106年 3月 22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

議，業通過修正本校組織

規程及組織系統表，將辦

法中所述之「通識教育委

員會」皆修正為「共同教

育委員會」。 

二、第一項第一款之「通識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修正

為「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 

三、因共同教育委員會成立

後，原通識教育委員會及

共同學科之校級委員會選

舉事務，已統整辦理，爰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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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79年 12月 5日 7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82年 4月 14日 8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年 1月 30日 84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3月 13日 9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0月 19日 9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0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期校務配合國家教育宗旨，謀求最佳未來發展

計畫，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組成校務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俾求集思廣益，各方兼顧，訂定完善之校務規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各學院

院長擔任。 

二、票選委員分別由各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每二十五位教師推選一委員(不足

二十五人之尾數得增選一人)及由學生聯合會推選學生代表三人組成。教師票

選委員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連選得連任。學生代表任期一年。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由召集人就委員

中聘任之，擔任本會協調、執行及追蹤工作。 

第三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有關本校未來之發展規劃事宜。 

二、有關本校教學與研究發展之規劃事宜。 

三、有關本校校區及工程建築規劃事宜。 

四、有關本校經費預算編列及執行之審議事宜。 

五、其他有關校務規劃及校務會議交議事宜。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遇有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議之召開必要時得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會依任務需要，得設置各種規劃工作小組。其組成要點另訂之。 

第六條    本會之各項決議應提校務會議報告。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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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 

會議記錄(節錄) 

時間：10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黃世昌主任委員 

出席委員：王協源委員、莊榮宏委員、陳永富委員、陳俊勳委員、 

曾成德委員、鄭智仁委員、羅烈師委員（依筆畫排列） 

請假委員：李育民委員、許倍銜委員、黃憲達委員、楊承翰委員、龔書章委員 

（依筆畫排列） 

列席單位：電機學院單位代表羅敏銓先生、理學院單位代表謝有容老師、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張永佳副主任、 

          總務處楊黎熙副總務長、營繕組廖仁壽代理組長、事務組吳皊誼組長、沈里遠先

生、校園規劃組沈煥翔組長、周士清技士、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二：有關「光復校區工三及工四館周邊戶外空間改善先期規劃可行性評估案」修正內容

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工程經費初估為新台幣 750 萬元，依「國立交通大學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範」規定，

應提送建築景觀小組討論。 

二、 本案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召開「光復校區工三及工四館周邊戶外空間改善先期規劃可行

性評估案」審查會議，會議建議將設置地點設定於工四館與交映樓、田家炳大樓間之開

放空間，並請校園規劃組推動後續相關事宜。 

三、 經校規組會同藝術團隊積極進行設置地點之景觀規劃，並研擬各種配置方案，於尋求專

業建議後，提供修正後方案(如附件 5)送本次會議併案審議。 

 

建議事項： 

一、 於本案審查後，擬就設置地點之景觀規劃與藝術品調整後方案，續辦理校內公聽會，獲

得校內共識，並提送校規會報告後，即回歸公共藝術甄審後續鑑價作業等相關作業。 

二、 景觀規劃設施部分於確認財源後，續辦理設計監造及施工委外作業。依「國立交通大學

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再行提報建築景觀小組審議。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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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一、 本次提案之定位屬於先期整體規劃性質包括公共藝術及周邊地景改造工程；於構想初期

經由先期規劃與收集使用者意見確認初步需求，再據以評估概算，可減少日後設計困擾

與預算增加是值得鼓勵的方式。 

二、 若規劃涉及停車位之取消，須考量移往他處設置較為妥適。 

三、 建議考量木棧道後續之維護管理成本。 

四、 建議勘察校內現有水池使用及維護情形後，再考量本案是否設置水池。 

五、 樓梯走道側牆可考慮拆除。 

六、 其他各點規劃建議如下(依簡報內容 A~E 點分述)： 

(一) B 點：貨車運送路線之坡道，建議考量實際需求妥善處理。 

(二) C 點：建議工四館旁南側大面積的水泥地改植草皮或植樹。 

(三) D 點：建議將靠資訊館側之幹道納入規劃設計探討。 

(四) E 點：建議連通科一館左側入口之木棧板改鋪石板路，將兩側綠帶串連。 

 

與會代表建議： 

電機學院： B 點工四館之無障礙坡道主要為提供運輸大型設備及材料時，便於使用貨梯，若

整併仍應考量大型材料設備運輸動線；現有植栽請以不移植為原則、水池之設置建議採用生

態工法，以節省後續維護成本；有關於 A 案、B 案部分建議使用人工材質栈板，以節省後續

維護成本。 

 

決  議：  

一、 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及與會代表之意見調整規劃後，邀請周邊館舍相關院系所師生，召

開校內公聽會，收集使用者意見。 

二、 以本案規劃範圍及涉及公共藝術設置情形，應考量如何分案辦理。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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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 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8 日上午 8 時 40 分 

地點：圖書資訊大樓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執行長、裘性天委員、李大嵩委員、盧鴻興委員、黃美鈴委員、張

基義委員、楊淑蘭委員、謝續平委員、謝文良委員 (請假)、陳鋕雄委員、

葉銀華委員(請假)、馮品佳委員(潘荷仙老師代理)、林志生委員、邱水

珠委員 

列席：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大數據研究中

心盧鴻興主任、大數據研究中心陳瑋真小姐、總務處莊伊琪秘書、校園

規劃組沈煥翔組長、教務處綜合組張漢卿組長、主計室郭文欣組長、楊

明幸組長、呂明蓉組長、徐美卿小姐、何俞萱小姐、鄧佳文小姐、學聯

會代表蘇睿凱同學 

紀錄：黃蘭珍 

壹、主席報告：（略） 

貳、執行長報告：（略） 

参、報告事項：(略) 

肆、討論事項(略) 

伍、臨時動議： 

案由二：為籌編「光復校區工四館周邊景觀暨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所需經

費約新台幣 980 萬元整，提請由校務基金歷年結餘協助支應，請

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旨揭工程係併同「田家炳光電大樓、環工館及基礎科學教學研究

大樓新建工程之公共藝術設置案」辦理周邊公共空間整建規劃，

冀藉此重塑工四周邊景觀及勁竹大道旁人行空間，增加用路人安

全，並進行活動節點空間改造，以營造校園景觀美質之特色風貌。 

二、本案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邀集建築景觀小組及公共藝術校內鑑價

委員，召開先期規劃審查會議;於 105 年 4 月 12 日提送建築景觀

小組會議審議後，於 104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報告;於 5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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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依景觀小組會議建議，經公告週知並邀請周邊使用單位，

召開校內公開說明會，與會師生及學院代表多肯定本案規劃方向。 

三、本案預估工程經費為新台幣 980 萬元整，於 105 年 8 月 24 日經

簽奉核可以公開招標方式(採建造百分比法)，委託直域建築師事

務所辦理規劃、設計與監造之勞務採購案。 

四、本案請技服廠商參酌校內師生意見，提出設計方案。於 12 月 28 日

邀集景觀小組委員及周邊學院代表進行初步設計審查，委員同意

所提規劃方案並續行細部規劃。 

五、為配合公共藝術設置暨改善勁竹大道人行動線空間之急迫性，經

簽奉核可，擇取重要核心區域重整，提請由校務基金歷年結餘協

助支應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980 萬元整，以大幅提升校園生活景觀

品質。 

附件:簡報(附件 11，P132-142） 

決  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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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重大工程審議作業規範 
103年 6月 19日 102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審議作業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之重大工程係指建築工程總經費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及景觀

工程總經費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 

三、本校重大工程之審議分為規劃構想書及基本設計書二階段審查，其審議範

圍及程序如下： 

(一)重大建築工程： 

1、工程總經費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至五千萬元者，應分階段提送規劃構

想書及基本設計書。第一階段規劃構想書依序提送校園建築與景觀審

議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建築景觀小組）、校務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

校規會）審議；無財源者應於校規會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校管會）審議匡列經費。第二階段基本設計書應提送

建築景觀小組審議，工程總經費未達三千萬元者，其審議結果送校規

會報告，工程總經費達三千萬元以上者，其審議結果送校規會審核。 

2、工程總經費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應分階段提送規劃構想書及基

本設計書。第一階段規劃構想書依序提送建築景觀小組、校規會審議

通過後（若無財源者應再送校管會審議匡列經費），續送校務會議、

教育部及行政院進行規劃構想審議。第二階段基本設計書應提送建築

景觀小組審議，其審議結果送校規會審核，審核後續送校務會議報

告。基本設計書審核通過並於校務會議報告後，續送教育部及行政院

進行設計審議，惟涉及年度預算編列時效（須於每年三月完成教育部

及行政院設計審議，始得於次一年編列第一年工程預算），於基本設

計書經建築景觀小組審議通過後得先行送教育部及行政院進行設計

審議。屬以統包方式辦理者，應於基本設計書審議前，製作綜合規劃

設計報告書（其內容參考基本設計書內容可簡化之）送教育部及行政

院審議。 

(二)重要景觀工程： 

1、工程總經費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者，應分階段提送規劃構

想書及基本設計書至建築景觀小組審議，其審議結果送校規會報告。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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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財源者應於規劃構想書經建築景觀小組審議通過後再送校管會

審議匡列經費。 

2、工程總經費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分階段提送規劃構想書及基

本設計書。第一階段規劃構想書依序提送建築景觀小組、校規會審議

（若無財源者應於校規會審議通過後續提校管會審議匡列經費）。第

二階段基本設計書應提送建築景觀小組審議，工程總經費未達三千萬

元者，其審議結果送校規會報告，工程總經費達三千萬元以上者，其

審議結果送校規會審核。 

四、建築工程總經費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但未達一千萬元者及景觀工程總經費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但未達新臺幣三百萬元者，於財源確認後應送建築景觀

小組報告。 

五、涉及建築物內部裝（整）修、結構補強、設備汰換、修繕復舊工程、公共

設施項目（如無障礙設施、五大管線、AC道路整修等），其工程總經費未達

三千萬元者，無須送建築景觀小組審議，惟其工程總經費達一千萬元以上

者，於財源確認後應送建築景觀小組報告；工程總經費達三千萬元以上者，

其審議程序比照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辦理。上述工程涉及外部牆面及景觀等

明顯改變者，該部分應提送建築景觀小組審議。 

六、規劃構想書階段應由使用單位及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就使用需求構想計畫

與經費需求概估等研擬規劃構想書（其內容詳附錄一），並與總務處及相關

單位（如營繕組、保管組、事務組、校園規劃組）就規劃構想書預先討論。 

七、基本設計階段應依核定之規劃構想書辦理工程設計，並檢討規模合理性、

經費合理性及依財源籌措狀況進行檢討。基本設計審議除應提出基本設計書

（其內容詳附錄二）外，應就基地環境、設計空間與核定之規劃構想書空間

計畫比較、基地整體配置計畫及建築設計圖說（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圖、

主要剖面圖或透視圖）、建築立面材質與色彩計畫、植栽（含移植）計畫、

工程經費概算、財務計畫等提出簡報說明以供建築景觀小組審議。建築景觀

小組審議後，應就建築景觀小組審查意見與結論及前述簡報摘要內容等提出

簡報說明以供校規會審核。 

八、非由使用單位完全自籌經費興建之重大建築工程，於設計階段其設計之樓

地板面積超過規劃構想書審定規模 5%以上者，應針對預算可能不足之情形

提出財源計畫，又相較於規劃構想書計畫需求，其設計內容有明顯改變者（如

取消原規劃構想書規劃之地下停車場等），應提出具體異動說明，經校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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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同意後方得進行後續之設計工作。 

九、除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工程總經費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重大建築工

程）外，其餘審議案件得依工程內容及特性，簡化規劃構想書及基本設計書

內容。 

十、重大工程屬捐建者（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學校之校舍建築）或全數募款興

建者，得簡化規劃構想書及基本設計書內容。重大工程屬捐建者，僅須將捐

贈者、捐贈金額、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規劃用途、預定興建時程等基本資料

陳報教育部備查即可辦理後續作業，無須製作規劃構想書及基本設計書送教

育部及行政院審議。 

十一、提送建築景觀小組審議之案件，其資料應於一週前送交建築景觀小組遴

選（專業）委員審閱。 

十二、本審議作業規範經校規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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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規劃構想書內容（下列章節順序得予以調整或章節內容得予以整併）： 

(一)現有使用狀況檢討（現有使用空間說明：是否不足、老舊等）及工程之必

要性（包含本計畫與校務中程發展計畫關係）。 

(二)現有空間調整計畫（如是否保留繼續使用或移交其他單位使用等）。 

(三)需求計畫、空間面積需求推估與說明（空間之定性及定量）：空間面積需求

部分應依相關面積標準（教育部及本校）估算或說明估算之基準，同時應說

明各空間使用計畫。 

(四)基地選址及替選方案分析比較（新建建築適用）。 

(五)規劃構想與理念： 

1. 基地範圍、現況建蔽/容積、開放空間/綠地比。 

2. 目前交通動線及腳踏車、汽、機車停車狀況說明。 

3. 基地建物調查（含年限、面積、使用狀況…等）。 

4. 周邊環境說明（含大樹、受保護樹木…等）。 

5. 未來建築配置座向、建蔽/容積、量體、高度、天際線說明（或模擬）、

交通動線、開放空間/綠地比等。 

6. 工程構想圖（草圖）包含基地整體配置圖、平面、立面、剖面、量體

配置示意圖（或透視圖）及交通動線示意圖。 

(六)經費概估、經費籌措及分年度預算概估：經費概估包含主體工程、周邊公

共設施及景觀工程等（其經費編列標準需依主計處相關規定辦理，例如每年

公布之「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內之一般房屋建築費編列標準）。 

(七)工程預定期程說明（工程預定進度表）。 

(八)籌建委員會（五千萬元以上重大建築工程適用）：由副校長（召集人）、

總務長、使用單位院系所一級主管、建築景觀小組遴選（專業）委員等組成。 

(九)搬遷費用（含新增之基本傢俱設備費用）及其財源籌措（此一項目不屬於

行政院及教育部有關新興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項目，但仍須於規劃構想書內

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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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基本設計書內容（下列章節順序得予以調整或章節內容得予以整併）： 

(一)緒論或概述（包括構想之緣由、本計畫與校務中程發展計畫關係、計畫目

標之說明、規劃範圍內之規劃課題等）。 

(二)規劃構想書審查意見綜整與處理回應（含教育部規劃構想書審查意見、歷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校務規劃委員會所提應補充事項說明）。 

(三)法規分析與檢討：包含建築法、環境影響評估等法令，基地環境改變前後

之分析及說明（應至少包含建蔽、容積率，綠地、廣場等開放空間比率等）

及法定停車位估算。 

(四)建築空間及使用計畫（總樓地板面積、各室內空間面積、相關位置及用途

等，設計空間與核定之規劃構想書空間計畫比較說明）。 

(五)設計理念： 

1. 建築設計目標、概念說明。 

2. 綠建築之落實、節能減碳、消防安全、校園安全、兩性平等、無障礙設

施及環境污染管理等。 

3. 校園地景、校園天際線、建築元素、語彙、特色風格分析及運用說明。 

(六)設計書圖及說明： 

1. 交通計畫（含動線、停車場區位與停車總數檢討）。 

2. 建築立面材質與色彩計畫。 

3. 戶外景觀、照明計畫、植栽（含移植）計畫。 

4. 主要內外裝材料表。 

5. 主要設備系統及說明（單線圖、昇位圖、系統架構圖、各設備系統負荷、

設備容量及數量、設備規格、設備空間等） 

6. 基地整體配置計畫及建築設計圖說：含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圖、主要

剖面圖、透視圖及結構系統圖。 

(七)工程經費概算、財務計畫（經費來源）及分年度預算需求說明。 

(八)工程預定進度表與發包策略分析。 

(九)搬遷費用（含新增之基本傢俱設備費用）及其財源籌措（此一項目不屬於行

政院及教育部有關新興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項目，但仍須於基本設計書內

提出說明）。 

(十)使用管理計畫：如經常性營運、維護成本分析（此一項目不屬於行政院及教

育部有關新興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項目，但仍須於基本設計書內提出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