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十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俊彥校長（陳龍英副校長代理主持）                     執行長：陳俊勳教授 

出席：陳龍英、彭德保、林振德（張漢卿代）裘性天（廖威彰代）、林一平（卓訓榮代）、郭

建民、張豐志、吳重雨（郭仁財代）、劉增豐（李安謙代）、黎漢林（請假）、人社學院

院長（陳龍英代）、毛仁淡（林志生代）、客家學院院長（請假）、周景揚（請假）、李

素瑛、林進燈（請假）、謝續平（請假）、陳榮傑、黃遠東（請假）、李嘉晃、陳信宏（請

假）、郭義雄（請假）、石至文、李耀坤、盧鴻興、鄭復平（請假）、郭正次、陳俊勳（請

假）、任維廉（請假）、劉復華、唐麗英（李威儀代）、卓訓榮、莊明振、戴曉霞（請假）、

林志生、林秀幸、楊永良、廖威彰、李垂泰（缺） 

列席：王棣、趙振國、張漢卿、李裕能、林宜欣 

記錄：陳素蓉 

    

甲甲甲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 因張校長擔任東歐高等教育參訪團領隊，而陳俊勳執行長亦為該團團員，皆無法出席

本次會議，因此由我代為主持會議。 

2. 因產業研發碩士班報部時間急迫，須於 10/29 日送達經濟部（11 月中教育部核定），

擬於本會通過後，先行報部，若於 11/12 日召開之臨時校務會議有任何變動之議決，

將去函更正。 

 

二、前次會議（93.06.01 及 93.06.09）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告： 

（一）有關「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興建案，興建地下停車場後新增經費籌措問題，經

送 93.06.0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後，請電資學院及光電所自行籌措。

而光電所因無力籌措新增之 2500 萬經費，於 93.07.02 簽請校方核示，工學院劉增

豐院長承諾願向教育部或以募款方式籌措不足之款項。 

（二）通過合併資訊工程與資訊科學兩系成立資訊學院。本案業經教育部 93.10.04 台高

（一）字第 0930130622 號函（如 P.8~P.11 附件 A）核定資訊工程學系與資訊科學

系整併為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及資訊科學系碩士班、博士班整併為資訊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學院成立刻正審議中。 

（三）有關第三招待所新建工程基地位置上之既有樹木移植（除）計畫案，同意本案基

地位置之樹木以移植方式處理，若有需要再補植。 

（四）通過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以調整案報部，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以新增系所班案報部。本案業經教育部 93.10.04 台高（一）字第 0930130622

號函復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緩議。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擬與近期通過之相關規劃

案併同報部。至於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擬建議暫緩報部。 



（五）通過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 

（六）通過「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更名為「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語言與文化研

究所丙組」調整為「英語教學研究所」。本案業經教育部 93.10.04 台高（一）字第

0930130622 號函核定新增「英語教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更名為「外國文

學與語言學研究所」。 

（七）有關「電子物理館」興建工程，建議先送「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討論，

並與工學院材料系協商後再提校規會審議。本案業於 93.07.12「校園建築與景觀審

議委員會」會議討論後，建請其研擬基地位址可行方案再提會討論。 

（八）有關建築館暨美術館興建計畫，舘舍名稱暫定為「人文與藝術館」。興建完成後之

用途由學校統籌分配使用，另建築基地之景觀事宜業於 93.07.12「校園建築與景觀

審議委員會」會議補全程序。 

（九）通過修訂本校二十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已報部核備中。 

 

三、陳俊勳執行長報告：  

由於本人於十月二十四日下午離台參加教育部東歐高等教育訪問團，無法參加此次

校規會，所以請主秘彭教授代理，尚祈見諒。 

現針對本校為申請由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教育部立場應是樂觀其成）之產業研發碩

士專班（目前只限於電子、電機、電控、光電、材料及物理及相關跨領域系所可以申請）

之申請書先作一些說明。 

（一）目前申請時程為 10 月 29 日須送達經濟部初審。若通過，則教育部將在 11 月中旬

核定。請參閱產業研發專班 93 年度春季班申請須知（如 P.12~P.26 附件 B 之預計

作業時程 P.16）。另本碩士專班預計每年分春、秋兩季招生，共計五年，因其他大

學，例如台大、清大等皆已申請，所以名額可能會變（朝增加的方向）。 

（二）由於時間急迫，先由 10/22 的行政會議通過其行政作業流程，並由本學年之第一次

校務規劃會議(10/27)審議，先行完成部份校內法定程序，並在教育部核定前，召

開臨時校務會議（11/12）完成審議。 

（三）校長在行政會議中指示，相關產業人才需求量大，本校雖可配合辦理，但仍須維

持本校研究水準；另電子資訊中心黃威主任建議此專班課程應多聘產業界之專業

人士（如工研院與本校合作之聯合研發中心），以符廠商實務需求，也避免申請此

產業研發專班各系所教授過重之上課負荷。 

（四）目前有理學院、工學院及電資學院三院提出申請書，經初步瞭解後，提出下面意

見供委員參考： 

1. 理學院應化系所提之申請書內容完備（建議委員可先參考其內容，再看其他

學院之申請書，較易進入狀況），也有相關廠商（世界先進）提出學生學費資

助金額，學生和廠商間之權利和義務也有規範，並列出業界支援的相關師資。

只有在招生資格上，建議增加「限免服義務兵役或已役畢者」以符工業局之

要求。 



2. 工學院提出兩個專班的申請書，分別為影像顯示科技及半導體材料與製程。

兩專班目前分別有奇美和力晶等合作企業，但此兩企業現在似乎尚未承諾提

出任何經費來支援學生學費（此點和前述理學院和下一節部份電資學院不

同），也因此不能規範學生和廠商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此點應在招生簡章上說

明清楚，以避免日後學生考進來後，有不同待遇之感而增加困擾。半導體材

料與製程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未列企業聯絡人；此外課程規劃只是將機械與

材料兩系相關課程綜合在一起，應再整合協調，作出特色。在影像顯示科技

也有類似前面的問題，而且本專班依規劃書是光電系（電資學院）、材料系和

機械系合作，卻沒有機械系提供的師資和課程，請工學院再檢討修正。 

3. 電資學院資料目前未完整收全，但其負責人郭仁財教授作下列相關說明：（1）

「光電顯示科技產業研發專班」預計招收 25 人，全程總經費 1500 萬元，向經

濟部工業局申請 500 萬元，學生自繳學雜費總數 250 萬元（每位學生自繳 10

萬元），廠商補助 750 萬元（補助每位學生 30 萬元）；（2）「微電子奈米科技專

班」預計招收 15 人，全程總經費 900 萬元，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 300 萬元，

學生自交學雜費總數 150 萬元（每位學生自繳 10 萬元），廠商補助 450 萬元（補

助每位學生 30 萬元）；（3）「IC 設計科技專班」預計招收 65 人，全程總經費

3900 萬元，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 1300 萬元，學生自交學雜費總數 650 萬元（每

位學生自繳 10 萬元），廠商補助 1950 萬元（每位學生補助 30 萬元）。 

（五）因為校規會並非此一業務之執行單位，因此計畫書內容格式是否合乎規範，應由

教務處招生組負責詳細審查。至於學生入學後，其身份及資源享用（如宿舍或就

學貸款申請等）以及和一般學生上課程度要求等之問題，亦應請各相關業務單位

及早規劃安排。 

（六）在校規會部份，本人建議委員可就該三份計畫書是否在學生資格、課程整合（尤

其在三個學院部份課程有重疊之處）、相關系所老師的教學負荷、具有實務經驗教

授的聘任，以及經費來源是否符合「大學院校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推動計畫」

的要求等問題，宜再進行深入討論。 

 

四、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一）93 年 7 月 12 日由校長主持召開之「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如

P.27~P.36 附件 C）決議如下： 

1. 有關「楊英風雕塑公園」指示牌之外觀設計及設置地點乙案。決議：請楊英風

藝術研究中心研擬以下二方案，提下次會議討論：方案一：請考量原設計案之

尺寸是否過大？材質及顏色是否適宜？並重新模擬。方案二：參照國外相關案

例，模擬另一新方案。附帶決議：有關活動中心前之雕塑品「祥龍獻瑞」，是否

移至其它地點，請一併考量。 

2. 光復北校區電力總受電站建築物新建乙案。決議：原則通過。 



3. 交大華映光電研發大樓（交映樓）建築基地乙案。決議：同意採 A 案（如下圖）。

附帶決議：（1）為解決新大樓興建期間校內停車問題，請總務處預先規劃臨時

停車場。（2）請總務處針對新南大門進入環校道路交叉處之週邊景觀做整體規

劃。 

 

 

 

 

 

 

 

 

 

 

 

4. 擬請同意「電子物理館」興建計畫乙案。決議：請電物系研擬以下二方案，提

下次會議討論：方案一：原規畫之建築基地，請考量以下因素後重新修正：(1)

整體建築距環校道路僅約 6M 是否太窄？(2)是否會影響工六館之視野？(3)是否

會影響新南大門銜接環校道路附近景觀？(4)興建地下停車場之可行性？ 方案

二：尋找其它更適當地點。 

5. 新南大門進入環校道路交叉處景觀改善乙案。決議：同意事務組所提建議，即

榕樹與木麻黃往後移植 5-10 公尺，另二株櫸木則移至工六管週邊適宜處。附帶

決議：為爭取時效，未來校園內局部樹木移植案（屬小變動者），請先上簽校長

批准後即可動工，事後再補提景觀委員會追認。 

6. 有關光復校區西區校地開發工程－溜冰場新建工程基地內既有樹木移植計劃乙

案。決議：同意所擬之樹木移植計畫。附帶決議：擬移植之樹木，請擇樹種儘

量移植至溜冰場附近，以維持該區域之優美景觀。 

7. 有關暫名為「人文與藝術館」（原名建築館暨美術館）之建築基地位置乙案，請

追認。決議：同意追認。 

8. 請重新考量是否將目前設置於浩然圖書館前之 360 度 LED 環場顯示器，移至校

園其它地點乙案。決議：請本會四位委員（包括學務長、總務長、黎漢林院長、

劉育東老師）會同璞玉計畫小組代表、圖書館代表、及二位學生代表等共同評

估擬遷移之適當位置，再提會討論。 

（二）93 年 10 月 1 日劉育東主任委員主持召開「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會議（紀

錄如 P.37~P.38 附件 D），各項決議如下： 

1. 交大華映光電研發大樓（交映樓）設計規劃案之確認乙案。決議：有關交映樓

之細部設計（如樓梯間是否外凸、外牆材料、顔色、造型及其與附近館舍（工

田家炳光電大樓 

交映樓 



四館及工六館）配合性…等），授權劉育東教授邀集校內相關專業老師，召開會

議研商決定之。附帶決議：（1）為解決興建期間，工四館附近停車問題，請總

務長召集籌組「臨時停車場與球場規劃小組」，成員包括：本會二位委員代表陳

紹基老師、卓訓榮老師；體育室廖主任、學生代表以及邀請交通管理委員會二

位委員代表共同參與，以研商西區臨時停車場設置地點及附近籃、排球場遷移

等相關議題。（2）交映樓動工的同時，西區臨時停車場亦須同步施工，有關興

建臨時停車場所須經費請總務處爭取列入九十四年度預算。（3）交映樓工程範

圍內必須移植之樹木，授權總務處於適當時機移植至適當地點。 

2. 『光復校區人文社會學院大樓及行政大樓外牆改善工程案』外牆景觀事宜乙

案。決議：請建築師重新考量冷氣機及其管線不外露於外牆之設計案，並與原

案比較經費差異。另有關外牆顔色、岩面磚材質及窗戶樣式…等相關設計細節，

授權劉育東教授邀集校內相關專業老師，召開會議研商決定之。 

 

乙乙乙乙、、、、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 案由：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理學院「IC 製程化學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工學院「半導體

材料與製程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工學院「影像顯示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電資學院「光電顯示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電資學院「微電子奈米科技產

業研發碩士專班」、電資學院「IC 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等春季班增設報部

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  

1. 檢附理學院「IC 製程化學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工學院「半導體材料與

製程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工學院「影像顯示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電資學院「光電顯示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電資學院「微電子奈米科

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電資學院「IC 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等計畫

書（如附件甲～己）。 

2. 行政院推動大學校院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推動計畫（如 P.39~P.40 附件

E），其時程極為緊迫，規定 10 月 29 日需送達經濟部(11 月中教育部核定)。

惟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仍應比照新設系所程序，除了院務會議之外，

擬請同意及時召開校規會審議，並考量提前校務會議日程審議本案，希

望在教育部核定前能完成校內法定程序，相關作業流程業經 93.10.22 九

十三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如 P.41 附件 F）討論通過。另附「國立交

通大學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招生辦法（如 P.42~P.43 附件 G）供參。 

3. 各院相關會議紀錄及電資學院補充說明（如 P.44~P.51 附件 H～K）供參。 

決議：1. 經無記名投票通過（同意 21票、不同意 0票、無意見 0票）本案所有專

班同意報部。 

2. 建議各學院專班計畫書不明列經費細項，相關教務章則、經費編列及使

用準則之訂定，俟教育部核定後擇期開會討論。 



3. 各學院計畫書若有任何修訂，請於 10/28 日中午前送教務處招生組彙整。 

 

二、 案由：為辦理本校光復校區學生宿舍 BOT 乙案，請討論。（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

小組提） 

說明： 

1. 為紓解本校學生床位不足的壓力，改善學生宿舍的供給率及供給品質，

提昇國際學生及在職生等學生來本校就讀的意願，同時節省本校支出經

費，整合民間資源，擬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十六條」規

定，辦理學生宿舍、附屬事業及其公共設施之 BOT 案。 

2. 本案經與校內總務處、學務處等單位研商討論後，規劃於光復校區臨近

南大門基地上興建學生宿舍、附屬事業及其公共設施。該基地面積約七

千二百平方公尺，預計興建床位數至少一千三百床之宿舍及至少三千坪

之停車場。（規劃案簡介如 P.52~P.69 附件 L） 

3. 本案擬陳報教育部核准後，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告（如

P.70~P.71 附件 M）。 

4. 本案新建學生宿舍 BOT 案簡報。（如 P.72~P.76 附件 N） 

決議：請提案單位提出更具體之方案，補強規劃內容後再提校規會討論。 
 
三、 案由：本校與清華大學併校或推行『國立大學法人化』，須經全校專任教職員工投票

決定。（唐麗英教授提） 
說明： 

1. 本校與清華大學併校或推行『國立大學法人化』屬本校重大決策，影響

學校未來發展及教職員工生權益甚大，其重要性不低於選校長，故請兩

校校長就此二議題提出說明及公聽會或辯論會後，進行全校專任教職員

工公投。 
2. 此二重大議題不在現任校長當初續任選舉時的政見中。 

決議：1. 就「交清合併」、「國立大學法人化」兩議題，提出說明及公聽會或辯

論會後，進行專任教職員工公投事項，同意提校務會議討論。 

2. 通過本會依下列事項完成相關事宜： 

(1) 校規會應於 11/30 日前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有關交清合併之議題，會

議得邀請學校行政單位及對相關問題有深入瞭解及研究之人士充分

說明交清合併之可能利弊得失。) 

(2) 校規會應於 11/30 日前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有關學校法人化之議題，

會議得邀請學校行政單位及對相關問題有深入瞭解及研究之人士充

分說明法人化之可能利弊得失。 

(3) 校規會應於 11/30 日前成立專案規劃小組，著手規劃在交清不合併之



前題下，爭取政府五年五百億教育經費之計畫，以與交清合併案共同

列為可能方案，小組除應有學校高層行政單位參與主導外，並得邀請

對相關問題有深入瞭解及研究之人士參加。 

 

丙丙丙丙、、、、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15151515：：：：2020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