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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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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陳俊勳教授                  記錄：陳素蓉 

出席：陳龍英、彭德保、林振德、裘性天、林健正、林一平（卓訓榮代）、吳重雨、劉增豐、

張豐志（莊祚敏代）、黎漢林、人社院院長（陳龍英代）、毛仁淡、客家學院院長（蔣

淑貞代）、周景揚、李素瑛（請假）、林進燈、謝續平、陳榮傑、黃遠東、李嘉晃、陳

信宏、郭義雄（請假）、石至文（請假）、李耀坤（請假）、盧鴻興、鄭復平、郭正次、

陳俊勳（請假）、任維廉（請假）、劉復華（缺席）、唐麗英、卓訓榮、莊明振、戴曉霞、

林志生、林秀幸、楊永良、廖威彰、李垂泰（缺席） 

列席：李威儀、王棣、張錦滿、曾麗灼、李謝嵐建築師事務所（李謝嵐、林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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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年五百億規劃方案，教育部已於 94.05.16 台高字第

0940066557 號函送有關新十大建設「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之計畫內容及申請條件資料（詳如會議附

件資料）。 

1. 前揭計畫包括 2項子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及

「發展頂尖研究中心（領域）計畫」。 

2. 申請資格: 

1) 在「國際一流大學」部分摘要如后：A）應具 5年內

發展為亞洲一流大學、10 年內達世界百大、15～20

年達世界前 50 名，且校內有若干世界級頂夬研究中

心潛力。B）法人化。C）規模化。 

2) 在「發展世界級頂尖研究中心」部分摘要如后：A）

未獲國際一流大學補助之研究型大學，全校助理教

授比 75％以上，並同意成立包含外部成員之校務發

展諮詢委員會，…。B）國際論文助理教授以上每人

年平均 0.8 篇，…。C）人文社會領域得由學校提出

該校教師在相關領域之研究卓著具體績效者，不受

論文平均篇數之規定。 

3. 申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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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校得提報計畫書，初審計畫書至

多 15 頁並提出 2 頁的摘要一式 20 份，於 94 年 6

月 30 日前報部。 

2） 如係採數校整併，應以整併計畫共同提出。 

（二） 請大家努力依「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

內容，積極規劃爭取。 

 

二、 前次會議（94.02.23 第四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告： 

（一） 通過客家文化學院九十五學年度配合國家重大政策增設「客

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案,併同

94.01.21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應用藝

術研究所互動多媒體藝術組」、「生物科技學系博士班光電

組」、「生物資訊研究所博士班結構生物資訊組」，刻報部核備

中。 

三、 教務處報告： 

本校94.04.18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規會決議請教務長召集相關院

長研擬全校有關系所合一之通案處理原則。本小組於 94.02.16 及

94.03.07 分別召開，會議決議不另訂定本校系所合一通案處理原

則，採修訂本校系所合一推行辦法，並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三條之

精神納入本辦法。本辦法修訂條文草案於 94 年 4月 8日九十三學年

度第十六次行政會議提案通過，擬於本次校規會報告後提校務會議

審議。系所合一推行辦法修正草案請參考（如 P.11 附件一）。 

    

四、 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94 年 3月 15 日及 4月 21 日由林健正主任委員主持召開「校園建築

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各項決議報告如次： 

（一） 94 年 3 月 15 日會議：（會議記錄如 P.12~P.14 附件二） 

1、 學聯會建議於「舊南大門汽車道斜坡」、「土木結構大樓

後方盆栽養殖溫室」、「女二舍後方環校車道旁的綠地」

等三地設置臨時機車停車場乙案。決議：1為徹底改善

D車棚缺失，請總務處成立專案小組儘速研擬解決方案，

由曾副總務長仁杰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營繕組同仁、

駐警隊同仁、學聯會代表及黃聖軒同學等。2有關「環

校機車道路行車及停車空間改善案」，請營繕組委託專業

單位進行規劃設計，提出可行方案，以達全面改善目的。

3本會同意騰出「土木結構大樓後方盆栽養殖溫室」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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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校機車道路旁之局部空間做為機車停車場，惟此部份

仍應納入「環校機車道路行車及停車空間改善案」一併

進行規劃。 

2、 管理二館走道正面鵝掌藤移植乙案。決議：請管理學院

就以下情形重新考量，提下次會議討論：1全部或部份

移除。2設計公共藝術、街道傢俱或休憩草坪來搭配現

有景觀，提昇管理二館識別性。3納入圖書館前廣場空

間改造案（事務組已進行中）一併規劃考量。 

（二） 94 年 4 月 21 日會議：（會議記錄如 P.15~P.18 附件三） 

1、 擬建立本校各項工程「建築師（或規劃師）遴選方式」

及引進「校園參與機制」乙案。決議：1原則同意總務

處所擬之「建築師（或校園規劃師）遴選方式」，惟建築

師評選委員會要有學生代表參加。2為充分地落實師生

「校園參與」機制，請「NCTU 創意空間小組」先行研擬

本校「校園參與」相關條例及規範，提下次會議討論。 

2、 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規劃案。決議：

1本案原則通過，惟有關建築物外牆材質（如部分採用

木質顏色的金屬、竹子等）、及與週邊景觀協調性等設計

細節，請設計單位與張基義委員共同研商適當方案，提

委員會備查。2請建築師模擬所設計方案，確保結構安

全以及徹底解決地下室淹水等問題。3管一館與人社二

館通路的照明工程併入本案執行（如有工程結餘款）。4

臨湖景觀應一併規劃以求環境之協調。5其他供規劃設

計單位參酌之建議事項包括二樓機房位置、一樓的空間

配置、四樓的漏水問題、各樓層的系統設計、南側擋土

牆的設計等。 

3、 有關北區供電站工程案，建築量體及造型、電磁波強度、

公共安全及噪音等乙案。決議：請設計單位依以下原則

重新設計，提下次會議討論：1建築物儘量不要凸出地

面太多；2建築物頂層全面綠化；3建築物儘量低調，

定位為背景建築，故不宜有太多造型；4建材儘量簡單，

並且與週邊環境配合。 

4、 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為因應綠建築候選申請之外殼節能

（日常節能指標），增加遮陽措施之外觀調整及公共藝術

融入建築外牆設計理念乙案。決議：本案原則通過，惟

請建築師考量是否於大樓外牆加入 LED 燈光設計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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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兩側及週邊綠化，請設計單位與張基義委員共同研

商適當方案，並提委員會備查。 

5、 有關棒球打擊練習場工程（工六旁）94/03/14 因電物系

抗議停工，有關後續執行辦理方向乙案。決議：請建築

師就以下二方案重新評估，提下次會議討論：方案一：

棒球打擊練習場遷建他處：因本工程位於「新南大門入

口景觀意象」軸線端點，影響校園景觀甚鉅。方案二：

棒球打擊練習場留在原處，但須重新設計，重新設計原

則如下：1建築物高度下降（如考慮採半地下化方式設

計）。2建築物全面綠化。 

6、 光復校區室內温水游泳池設計案。決議：本案原則通過，

惟請建築師考量是否增加建築物本身之空間層次感及加

大游泳池之中介空間（如游泳池畔距離）。（附註：

93.04.07 校規會決議：本案細部規劃書應提校規會討

論，已依決議另案提會討論。） 

 

乙乙乙乙、、、、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 案由：本校九十五學年度報教育部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在職專班，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本次申請案如下： 

（一） 客家文化學院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會議紀錄 P.19 如附

件四，計畫書如附件甲） 
（二） 生物醫學研究所（計畫書如附件乙） 

附註：生物醫學研究所前申請擬於九十四學年度增設，

經教育部 93.10.04 台高（一）字第 0930130622

號函覆緩議（教師研究成果數量不足，未達研究

卓越規定條件），今擬重新申請。 

決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本案，得票數如下： 

1. 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同意 23 票；不同意 4票；無意見 2

票） 

2. 生物醫學研究所（同意 23 票；不同意 6票；無意見 0票） 

 

二、 案由：本校光復校區室內溫水游泳池細部設計，請討論。（體育室提） 

說明： 

（一） 依 93.04.07 九十二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臨時

會議（如 P.20 附件五）決議，通過完成細部規劃後提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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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業經 94.04.11 九十三學年度游泳池興建委員會第

四次會議（如 P.21 附件六）決議，通過本案基地空間

配置及 94.04.21 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議（如

P.18 附件三）決議，通過本案建築物及整體景觀設計。 

（三） 檢附細部設計簡報供參（如附件丙）。 

決議：通過本案。 

 

三、 案由：案由：本校「電機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電

機資訊學院專班」及「電機資訊學院產業研發專班」之更名

案，請討論。（電資學院提） 

說明： 
（一） 教育部 94.4.1 函（如 P.22 附件七）原則同意本校於

94 年度調整增設「資訊學院」，惟為避免核定後校內同

時存在二性質相近學院之扞格現象，於完成「電機資

訊學院」更名後，併請修正本校組織規程後報部核定。 

（二） 「電機資訊學院」更名案，業於 94.5.17 九十三學年

度電機資訊學院院務第四次會議（如 P.23 附件八）通

過，中文名稱更名為「電機學院」，英文名稱更名為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三） 因應「電機資訊學院」更名，院務會議亦同意本院「電

機資訊學院學士班」更名為「電機資訊學士班」，「電

機資訊學院專班」更名為「電機資訊專班」，及「電機

資訊學院產業研發專班」更名為「電機資訊產業研發

專班」。 

決議：1.通過本案 

2.「資訊學院」之英文名稱應朝能呈現該院特色思考。 

 

四、 案由：擬於教務處下成立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如 P.24 附件九），請

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94.5.3 教務處 93 學年度第 9次主管會議（如

P.25 附件十）及 94.05.13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十次行政

會議（如 P.26 附件十一）通過在案。 

（二） 為配合學校推動國際化政策，提供本校外籍留學生華

語文訓練課程，自 89 學年度起即開設華語專班課程，

開課費用由教務處、提昇國際競爭力、及華語教學專

案等計畫支援，免費供外籍師生修習；初期委由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辦理，自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改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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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負責。目前華語課程固定於學期中

開設華語（一）至華語（四）四級課程，另於暑假開

設六週密集課程。 

（三） 就學校政策、本校外籍生需求、以及園區外籍專業人

士學習華語之殷切期盼而言，本校應及早成立華語中

心，以專責推動並執行全校外籍生華語文教學及推廣

等事宜。而教務處也持續挹注更多資源，包括徵聘約

聘專任華語教師（目前擬聘用人選已由徵聘委員會進

行評審作業中）等，該行政組織隸屬教務處，但教學

及教師聘用均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以無記名投票（同意 25 票；不同意 0票；無意見 0票）通過

本案。 

 

五、 案由：本校二十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訂稿（如附件丁），請討

論。（校規會提） 

說明： 

（一） 依 94.01.18 九十三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及 94.01.21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通

過本校新竹（育成研發）園區籌設案，配合修正本校

二十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 

（二） 本案竹北校區依教育部政策指示（如 P.27~P.31 附件

十二），以園區方式申請籌設，其設立非以教學為主要

目的，不得設立系、所、學院等招生單位，但在職專

班之部分課程得配合地區需求於園區授課。 

（三） 本計畫書內容修訂說明如下： 

1. 竹北校區（育成園區）： 

A） 現階段規劃含IC/SoC設計及生物科技類等現階

段規劃 14 個研究中心、12 個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3個碩士在職專班。（發展總表如 P.32~P.34

附件十三） 

B） 璞玉計畫(竹北校區)推動進度報告。（如附件

戊） 

2. 嘉義校區：朝園區方向規劃，原規劃之系所調整修

正為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研究中心仍予保留。（發展

總表如 P.35 附件十四） 

3. 台南校區：依原規劃，未修正。 

4. 管理學院：刪除原竹北校區規劃之系所,將管理學院

在職專班移至竹北校區（育成園區），並增設科技管

理研究中心及人力資源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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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社院：原竹北校區規劃之系所移回光復校區。 

6. 生科學院：94 年~98 年於博愛校區規劃增設生物醫

學研究所、生物光電與材料研究所；99 年~103 年增

設結構生物化學研究所及基因醫學研究中心。原博

愛校區之生物科技中心及分子生物資訊中心移至竹

北校區。 

7. 客家學院：刪除 99 年~103 年原規劃之數位客家語

文研究所、客家社會研究所，新增族群與文化研究

所、數位傳播研究所。 

8. 資訊學院：於 94 年~98 年規劃新增國際研究生資訊

學程、尖端網路研究中心、e-life 與 e-society 研

究中心。於 99 年~103 年規劃新增數位娛樂工程研

究所、數位內容研究所、資訊系統晶片設計研究所。 

9. 電機資訊學院：更名修正。 

10. 原計畫書附件七「新校區發展計畫」，因其規劃內

容皆已納入各章節中，擬予刪除，僅保留本校「育

成研發園區設置辦法」。 

11. 竹北校區（育成園區）及嘉義校區之相關規劃內

容，請各學院於院內相關會議討論後，據以修正中

長程計畫書，於 5/30（星期一）前送秘書室彙辦，

俾利本校「二十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提 6

月 8日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1.各學院於新校區（竹北校區、嘉義校區）之相關規劃內容，

於院內會議充分溝通討論後，請於 5月 30 日前送新校區推

動小組及秘書室彙辦，若於期限內未送達，將依新校區推

動小組之規劃修正報部。 

      2.通過本計畫書修訂案。 

 

六、 案由：擬請同意增列電子資訊與研究中心主任為本會當然委員。（秘

書室提） 

說明： 

（一） 檢附本會組織規程修訂稿。（如 P.36 附件十五） 

（二） 本案通過後，修訂後之組織規程擬依規送校務會議核

備。 

決議：通過本案。 

 

七、 案由：請校規會儘速於近期內邀請教師會就「交清合併」事項報告

其研究結果。(唐麗英委員提)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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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鑑於教育部5年 500億計畫經費之申請將於近期內

展開，交清是否合併將是申請計畫的重大議題之一，

校規會應儘速於近期內就正、反雙方意見作充份之了

解及討論。 

（二） 教師會對「交清合併」議題長期關心，並收集大量中

外相關資料深入研究，是校內對此議題極少數有深入

研究單位之一，校規會在討論「交清合併」議題時，

絕對應該了解教師會的研究結果。 

（三） 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曾於 93.11.22 就「交清合併」

的相關問題於校規會作過初步分析報告，當時張俊彥

校長及多位高層行政人員均因事未出席，且在半年期

間，教師會在此議題上之研究已更深入，並有更多一

手的資訊可供校規會成員參考。 

決議：1.第七案至第十一案併案討論。 

      2.應舉辦公開之公聽會及說明會，充分交換意見並溝通討論。 

3.預訂於 6 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30，校務會

議前，召開校規會對交清合併等相關議題之公開討論會。 

 

八、 案由：請校規會儘速於近期內邀請教師會就「國立大學法人化」事

項報告其研究結果。(唐麗英委員提) 

說明：    

（一） 有鑑於教育部5年 500億計畫經費之申請將於近期內

展開，國立大學法人化將是申請計畫的重大議題之

一，校規會應儘速於近期內就法人化相關問題作充份

之了解及討論。 

（二） 教師會長期關心「國立大學法人化」的議題，並廣泛

收集大量國內外相關資料，對大學法人化之利弊得

失，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曾在立法院、全教會大專

委員會召開之記者會及多所國立大學就法人化議題

作過多次報告，交大教師會曾聯合其他大學教師會協

助立法委員成功地阻擋教育部所提不恰當之大學法

人化條文，事後多所國立大學校長也表明原教育部法

人化條文確有不恰當之處‧ 

（三） 教師會尚未在校規會報告過「國立大學法人化」相關

之研究報告，校規會應儘速請教師會派代表就其相關

研究成果作報告，以利校規會在此議題上，作深入之

探討。 

決議：1.第七案至第十一案併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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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應舉辦公開之公聽會及說明會，充分交換意見並溝通討論。 

3.預訂於 6 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30，校務會

議前，召開校規會對交清合併等相關議題之公開討論會。 

 

九、 案由：請校規會邀請教師會報告其所提之「TNT-100 計畫」案。(唐

麗英委員提) 

說明： 

（一） 當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有失當之處時，高等學術研究機

構(如：國立交通大學)應主動及積極地提出修正建

議，而不只是被動地接受所有上級的指示，國立台灣

大學就曾於校務會議中質疑教育部所提大學法人化

條文，甚至組成委員會制定相對法案，嘗試經由立法

委員提出。本校校規會亦應主動發覺 5年 500 億更好

的分配方式。 

（二） 本校教師會經參考國內外各種制度及審慎思考後所

提之「TNT-100 計畫」，提出後獲得全教會大專委員會

及多所國立大學教授的認同，此計畫很可能是 5 年

500 億經費分配的一個更好方式。 

（三） 若教育部採用「TNT-100」計畫或類似之計畫分配 5

年 500 億經費，則「國立大學法人化」及「交清合併」

均將不再是重要議題，「TNT-100」計畫不啻是解決相

關議題爭議的一個良方。 

（四） 請校規會儘速於近期內邀請教師會報告「TNT-100」

計畫內容，並考慮是否由校規會提案校務會議，建議

行政院及教育部採納「TNT-100 計畫」的經費分配方

式。 

決議：1.第七案至第十一案併案討論。 

      2.應舉辦公開之公聽會及說明會，充分交換意見並溝通討論。 

3.預訂於 6 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30，校務會

議前，召開校規會對交清合併等相關議題之公開討論會。 

 

十、 案由：校規會以其名義就「交清合併」議題舉辦公開之討論會或辯

論會，邀請正反雙方代表就相關議題公開討論或辯論，使全

校教職員工生對此議提及併校之影響有更深入之了解。(唐麗

英委員提) 

說明：交、清合併議題，對全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均是一個重要議

題，此議題不僅是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內部開會即可解決，全

校教職員工應對此議題應有深入了解的機會‧因此校規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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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開之公聽會及辯論會讓正反雙方的意見在完全平等的

地位上，充分討論‧ 

決議：1.第七案至第十一案併案討論。 

2.應舉辦公開之公聽會及說明會，充分交換意見並溝通討論。 

      3.預訂於 6月 8 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30，校務會

議前，召開校規會對交清合併等相關議題之公開討論會。 

 

十一、 案由：在校方舉辦相關討論會或辯論會之前，校規會應建議校務會

議不對「交清合併」相關議題作任何決議。(唐麗英委員提) 

說明：口頭報告 

決議：1.第七案至第十一案併案討論。 

      2.應舉辦公開之公聽會及說明會，充分交換意見並溝通討論。 

3.預訂於 6 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30，校務會

議前，召開校規會對交清合併等相關議題之公開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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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丁丁、、、、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4141414：：：：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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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系所合一推行辦法（草案） 
87 年 12 月 16 日交大院系發展及校務組織研討會暨第 359 次主管會報訂定 

88 年 1 月 6日 87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4.08 九十三學年度第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系所合一，有效運用系所資源，加強院系發展，

特依大學法及大學法施行細則訂定本辦法。 

 

二、 本校所設學系涵蓋與該學系相同或性質相近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單獨設研究所係在校

內未設相同或性質相近學系之研究所。 

 
三、 本校已有且性質相同之相關學系及研究所應進行合一。須進行合一之相關學系及研究

所由行政會議決定之。 

 

四、 進行系所合一之單位基於特殊考量，經校務會議通過者，得於本校組織系統表上保有

原研究所所名。 

 

五、 系所合一後，相關學系及研究所各別之經費(仍分別計算之)及教師員額皆不減少，研

究所在相關學系中開課若大幅增加教學及經費負擔，得檢送相關說明向本校申請支援

之。 
 

六、 系所合一後，相關學系之系務會議及研究所之所務會議合併舉行，稱之為系所務會議，

以促進系所交流融合。所有原相關學系及研究所之重要事務，包括招生及課程安排等，

皆由系所務會議議決。系所務會議由相關學系系主任負責召開。涉及系所合一之研究

所，其公文流程必須經過學系。 
 

七、 進行系所合一之原研究所所長任期屆滿後，不再由研究所改選，而由相關學系之系主

任就具有研究所學域專長之教授中提名、經系所務會議同意、報請院長及校長同意後

聘任之。原相關學系之系主任任期屆滿後，新系主任則由系所全體教師(即原相關學系

及研究所之兩方教師)共同參與遴選。爾後新任系主任及所長之產生程序亦以此方式為

之。 

 

八、 現經教育部核定並於本校員額編制表內列之學系及研究所主管,其主管職務加給得由

學校人事費支應，至於系所合一之研究所主管,其主管工作費則由各系所行政管理費支

應。 

 

九、 系所合一後得合併系所辦公室、助理、實驗室及課程師資等資源，惟其所節省資源皆

歸系所再運用，以為鼓勵。成效卓著者，得再由本校給予額外設備費等獎勵。 

 

十、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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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校園建築校園建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與景觀審議委員會與景觀審議委員會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時間：九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十時 

地點：智邦公司 智灝科技大樓四樓（新竹市園區二路九號） 

主席：林健正主任委員 

出席：林振德委員（請假）、裘性天委員（殷金生代）、劉育東委員（請假）、黎漢林委員（請

假） 

郭仁財委員（請假）、陳家富委員、陳永富委員、卓訓榮委員（請假） 

戴曉霞委員（請假）、莊明振委員、饒祐嘉委員（謝育錚代）、李垂泰委員（黃聖軒代）

黃瑞茂諮詢委員、陳邁諮詢委員（請假）、郭瓊瑩諮詢委員（未出席）、林子超諮詢委

員 

林志成諮詢委員 

列席人員：曾仁杰副總務長、呂昆明組長、趙振國組長、楊金勝隊長、黃龍斌先生 

沈里遠先生 

記錄：葉智萍 

 

甲、報告事項： 

一、總務處將於四月份舉辦「2005交通大學永續校園研習營」，屆時會邀請專家學者進行一

系列演講，包括「永續校園規劃」、「校園生態與植物」、「綠建築與校園建築美學」、「環

境色彩與空間美學（校園公共藝術與人文氛圍之營造）」及「創意校園大家一起來」等

課程，以推廣永續校園理念。 

二、前次會議（94.01.26）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告： 

（一）交映樓西南面梯間及觀景平台牆面材質及設計細節，授權張基義教授決定乙案。

執行情形：西南面梯間與觀景平台牆面材質仍在嚴選階段，建築師與張基義教授

搓商中。 

（二）客家文化學院大樓建築外觀設計，請建築師綜合回應委員意見乙案。執行情形：

建築師綜合回應詳附件一，須修訂部份俟未來細部設計時一併考量。 

主席裁示：請相關委員就建築師回應之辦理情形，以書面回覆是否滿意。 

（三）有關交清聯絡道路穿過特二號道路路線規劃，因道路定位不明確，請顧問公司重

新評估後再提案。執行情形：中華顧問正進行規劃設計，近期可完成並重新提案。

附帶決議執行情形：事務組已於 94.03.03 將交清小徑入口固定式阻車柱改為活動

式。 

（四）管理二館北側樓梯中間加設扶手欄杆乙案。執行情形：施工中，預計 94.03.11 完

工。 

本次會議決議：為安全考量，樓梯改善如下：①樓梯二側植栽，間隔改種較大棵

的平戶杜鵑，並將所移植之硫球莢麋移植至樓梯下方二側空地；②設立危險告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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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③切割止滑溝槽；④以南方松木條包覆樓梯二側邊角鐵條；⑤樓梯中段之緩

衝平台中間欄杆取消。 

（五）奈米大樓旁開闢人行便道案。執行情形：奈米中心正進行步道設計及發函向科管

局核備中。 

主席裁示：規劃設計方案應提本委員會審議。 

乙、專題演講 

主講人：林子超諮詢委員 

講 題：智邦科技小矮人計畫 

 

丙、討論事項 

一、案由：學聯會建議於「舊南大門汽車道斜坡」、「土木結構大樓後方盆栽養殖溫室」、「女

二後方環校車道旁的綠地」等三地設置臨時機車停車場乙案，請討論。（駐警隊

提）  

說明： 

（一）學聯會表示由於光復校區機車 A 棚拆除、環校榕樹下棧道（雙邊）禁止停車，

開學後學生機車停車位總量將少去約千餘個車位，故希望將以下三處地點「舊

南大門汽車道斜坡」；「土木結構大樓後方盆栽養殖溫室」；「女二後方環校車道

旁的綠地」；開發為臨時停車場，以解除停車問題。 

（二）參照本處委託吳宗修教授完成之「交通大學交通改善服務建議」報告書之機車

停車供需調查顯示【93/12/14(星期二)】各機車棚使用情形如下： 

 

有證停車  (1) 機車停車場 

學生 教職員 長時 

無證停車 

(2) 

實際總停

車數輛 

(3)=(1)+(2) 

供給 

(4) 

使用率 

(需求／供

給) 

(5)=(3)/(4) 

Ａ棚 358 45 6 109 518 363 1.426997 

Ｃ棚 104 8 1 417 530 452 1.172566 

Ｄ棚 640 74 13 498 1225 2092 0.585611 

女二舍旁 

(環校榕樹下棧道) 

539 11 3 370 923 644 1.43323 

Ｆ棚 1037 34 8 257 1336 851 1.569918 

Ｈ棚 197 7 0 274 478 848 0.563458 

合計 2857 179 31 1925 5010 5250 0.954286 

附註：①Ａ棚、女二舍旁(環校榕樹下棧道)停車場已於 94/1 拆除。 

      ②Ｃ棚位於校外之大學路旁，允許無證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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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 A 棚及女二舍旁(環校榕樹下棧道)停車場已拆除，現有各機棚合計僅有 

4,243 個車位(5,250-363-644=4,243)，已不足以提供全校停車總需求 5,010 輛。 

2、但若假設僅考慮有證機車停放，因Ｃ棚位於校外，又允許無證停車，在計算

可停車位數時，建議將Ｃ棚剔除，則全校提供有證機車停車位為 3,791 個           

（4,243-452=3,791），應足以提供全校有證機車停放需求 3,085 輛

(5,010-1,925=3,085) 

（三）有關學聯會建議之三處臨時停車場現況如下： 

1、舊南大門汽車道斜坡：現為違規機車拖吊停放處。 

2、土木結構大樓後方盆栽養殖溫室：現為學校盆栽養殖溫室。 

3、女二舍後方環校車道旁的綠地：部份區域原即為機車臨時停車使用。 

決議： 

1、為徹底改善 D 車棚缺失，請總務處成立專案小組儘速研擬解決方案，由曾副

總務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營繕組同仁、駐警隊同仁、學聯會代表及黃

聖軒同學等。 

2、有關「環校機車道路行車及停車空間改善案」，請營繕組委託專業單位進行規

劃設計，提出可行方案，以達全面改善目的。 

3、本會同意騰出「土木結構大樓後方盆栽養殖溫室」靠環校機車道路旁之局部

空間做為機車停車場，惟此部份仍應納入「環校機車道路行車及停車空間改

善案」一併進行規劃。 

 

二、 案由：管理二館走道正面鵝掌藤移植乙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一） 管理二館通往工五館走道，正面種植鵝掌藤讓人有視覺無法穿透感覺。 

（二） 建議將鵝掌藤移植至校園其他位置或移除，改種草皮增加穿透感（詳簡報）。 

決議：請管理學院就以下情形重新考量，提下次會議討論：①全部或部份移除②設計公

共藝術、街道傢俱或休憩草坪來搭配現有景觀，提昇管理二館識別性③納入圖書

館前廣場空間改造案（事務組已進行中）一併規劃考量。 

 

丁、散會（下午一時卅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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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四年四月廿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健正主任委員 

出席：林振德委員（請假）、裘性天委員、劉育東委員（張基義委員代）、黎漢林委員、 

郭仁財委員（請假）、陳家富委員、陳永富委員、卓訓榮委員（請假）、 

戴曉霞委員（請假）、莊明振委員（請假）、張基義委員、饒祐嘉委員、李垂泰委員 

諮詢委員：郭瓊瑩委員、林子超委員、林志成委員 

列席：賴暎杰、朱仲夏、廖威彰、呂昆明、張錦滿、黃龍斌、劉興淦、許子建、沈里遠、 

楊光立、鄭水樹、黃聖軒、李潔穎 

記錄：葉智萍 

 

乙、 報告事項 

一、本會前任執行長（郭建民前總務長）已於九十四年二月底退休，執行長遺缺業簽

奉校長核准由張基義委員接任。 

二、前次會議（94.03.15）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告：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1. 管理二館北側樓梯增做：①二側間隔改

種較大棵的平戶杜鵑；②設立危險告

示牌；③切割止滑溝槽；④以南方松

木條包覆樓梯二側邊角鐵條；⑤樓梯

中段之緩衝平台中間欄杆取消 

①、②、⑤項：已於 94.03月底完成。 

③、④項：辦理中。 

2. 為徹底改善 D 車棚缺失，請總務處成

立專案小組儘速研擬解決方案。 

94.03.22曾副總務長召集營繕組同仁及學

聯會代表等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改善

事項及目前辦理情形詳如附件一。 

3. 有關「環校機車道路行車及停車空間改

善案」，請營繕組委託專業單位進行

規劃設計。 

1. 94年 3月 24日簽准委請林志成建築師提出

規劃構想書。 

2. 營繕組已會同駐警隊楊隊長與林志成建築

師先行就本案之改善地點，提供資料供參 

3. 本案規劃構想書，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約

需二個月作業時間，待其完成規劃構想

書，再提案討論。 

4. 管理二館走道正面鵝掌藤移植案。 管理學院建議將本案納入圖書館前廣場

空間改造案一併規劃。 

決議：同意備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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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建立本校各項工程「建築師（或規劃師）遴選方式」及引進「校園參與機制」

乙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工程之良窳繫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的配合，其中規劃設計階段尤為關鍵，

為提升本校各項工程品質，擬訂定「建築師（或規劃師）遴選」方式及引進「校

園參與」機制，說明如下： 

（一）遴選建築師或校園規劃師方式： 

1、小型或室內裝修工程：改採統包（設計、施工）方式辦理發包。 

2、校園公共環境（基礎建設）工程：辦理年度標或採後續擴充方式以達

開口合約精神。 

3、大型新建工程：採付費競圖方式辦理。 

（二）引進使用者參與機制： 

1、籌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使用者、空間經營者、管理者及專業者等。 

2、召開使用者工作坊、說明會或公聽會，並公告設計規劃成果。 

3、未來各項工程提景觀委員會討論時，須附使用者參與之說明。 

決議： 

（一）原則同意總務處所擬之「建築師（或校園規劃師）遴選方式」，惟建築師

評選委員會要有學生代表參加。 

（二）為充分地落實師生「校園參與」機制，請「NCTU創意空間小組」先行研

擬本校「校園參與」相關條例及規範，提下次會議討論。 

 

二、案由：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規劃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明： 

（一）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規劃案經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

會討論通過(92.2.18及 92.4.16)。 

（二）本案經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92.5.30)。 

（三）本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92.5.21)。  

（四）本案經(92.11.20)公開評選由許中譯建築師事務所得標，而後因許中譯建築

師事務所遲遲無法提出發包資料，經 40多次協商無結果，於(93.10.15)

日終止合約。 

（五）本案重新於(94.1.12)公開評選，由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得標，本工程規劃

大致依上次所列，只有少數變動，如法規要求增加無障礙空間電梯、消

防蓄水池及變電室。 

（六）規劃設計案詳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簡報。 

決議： 

（一）本案原則通過，惟有關建築物外牆材質（如部分採用木質顏色的金屬、竹

子等）、及與週邊景觀協調性等設計細節，請設計單位與張基義委員共同

研商適當方案，提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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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建築師模擬所設計方案，確保結構安全以及徹底解決地下室淹水等問題。 

（三）管一館與人社二館通路的照明工程併入本案執行（如有工程結餘款）。 

（四）臨湖景觀應一併規劃以求環境之協調。 

（五）其他供規劃設計單位參酌之建議事項包括二樓機房位置、一樓的空間配

置、四樓的漏水問題、各樓層的系統設計、南側擋土牆的設計等。 

 

三、案由：有關北區供電站工程案，建築量體及造型、電磁波強度、公共安全及噪音等事

宜，請討論。（總務處營繕組提） 

說明： 

（一） 計畫內容說明：新建變電站壹層，面積約七十一坪。 

（二） 配置說明： 

1、 新建變電站座落於學生 11 宿舍北側約十四公尺，現址與宿舍區落

差約三公尺，現況為鐵絲網圍籬，建議拆除，植綠籬加以區隔。 

2、 西臨八公尺道路，建築物最近端距道路邊約六公尺，退縮部分以

植綠籬區隔。 

3、 為考量變電站量體，屋頂採斜式屋頂設計，主要入口向內退縮設

置共用裝卸空間。 

4、 為降低電磁波及低頻噪音，建物內牆加設鉛板及隔音設施，南側

臨 11 宿舍外牆不開窗。 

（三） 建材說明：屋頂－西班牙瓦；外牆樑柱－洗宜蘭石；外牆面-清水

面磚。 

（四） 設計規劃案詳易成機電顧問及建築師簡報。 

決議：請設計單位依以下原則重新設計，提下次會議討論：（一）建築物儘量不要凸出

地面太多；（二）建築物頂層全面綠化；（三）建築物儘量低調，定位為背景建

築，故不宜有太多造型；（四）建材儘量簡單，並且與週邊環境配合。 

 

四、案由：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為因應綠建築候選申請之外殼節能（日常節能指標），增加

遮陽措施之外觀調整及公共藝術融入建築外牆設計理念，請討論。（光電所） 

說明: 

（一）原案（93.12.20本委員會審核原則通過在案）經外殼節能檢討後無

法滿足綠建築候選申請之日射取得量，因此增加遮陽措施後以致外

觀與原設計不同,而需提出討論與說明 。 

（二）依前次會議決議將公共藝術融入建築外牆設計理念，請討論。 

（三）設計規劃案詳潘冀建築師事務所簡報。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惟請建築師考量是否於大樓外牆加入 LED燈光設計及加強大樓

兩側及週邊綠化，請設計單位與張基義委員共同研商適當方案，並提委員會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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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由：有關棒球打擊練習場工程（工六旁）94/03/14因電物系抗議停工，有關後續執行

辦理方向，請討論。（總務處營繕組提） 

說明： 

（一） 工六館於去年十二月完成工程驗收，使用單位電物系及材料系最近剛

完成搬遷，並於三月三十日舉行剪彩典禮。 

（二） 棒球場緊臨工六館南側，工六館現址原有棒球打擊練習場一座，因工

六館新建工程而拆除，體育室於工六館完成後，基於棒球隊訓練之需

要，請建築師設計新的棒球打擊練習場，並完成發包施工中。 

（三） 新建棒球打擊練習場外觀造型與四周環繞的建築群（工六館、工五館、

第十二舍、第十三舍、研二舍）極不協調，而且位於新南大門入口的

視覺節點，對校園整體景觀造成負面的重大衝擊。 

（四） 據電物系師生反應棒球打擊練習場除影響校園景觀之外，亦遮敝工六

館南側系辦、教室及實驗室的視野，屋頂陵線正對使用單位有風水上

的忌諱，且將來開放使用後接續不斷的擊球聲將影響師生的辦公與教

學研究。 

（五） 本工程已暫時停止施工，解決方案包括留在原處（須變更設計），或遷

建他處（改設觀眾席），詳如規劃設計單位林松茂建築師事務所簡報。 

決議：請建築師就以下二方案重新評估，提下次會議討論： 

方案一：棒球打擊練習場遷建他處棒球打擊練習場遷建他處棒球打擊練習場遷建他處棒球打擊練習場遷建他處：因本工程位於「新南大門入口景觀意象」軸

線端點，影響校園景觀甚鉅。 

方案二：棒球打擊練習場留在原處棒球打擊練習場留在原處棒球打擊練習場留在原處棒球打擊練習場留在原處，，，，但須重新設計但須重新設計但須重新設計但須重新設計。 

重新設計原則如下： 

① 建築物高度下降（如考慮採半地下化方式設計）。 

② 建築物全面綠化。 

 

六、案由：光復校區室內温水游泳池設計案，請審議。（體育室提） 

說明： 

（一）92學年度校規會議、景觀委員會議記錄（如參考附件資料）。 

（二）規劃設計案詳謝李謝嵐建築師事務所簡報。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惟請建築師考量是否增加建築物本身之空間層次感及加大游泳

池之中介空間（如游泳池畔距離）。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有關西區有關西區有關西區有關西區「「「「溜冰場溜冰場溜冰場溜冰場」」」」及及及及「「「「資源回收場資源回收場資源回收場資源回收場」」」」規劃設計案規劃設計案規劃設計案規劃設計案；；；；新新新新 HHHH棚與南區學生宿舍間之棚與南區學生宿舍間之棚與南區學生宿舍間之棚與南區學生宿舍間之「「「「人人人人

行棧道工程行棧道工程行棧道工程行棧道工程」」」」改善案改善案改善案改善案；「；「；「；「交清聯絡道交清聯絡道交清聯絡道交清聯絡道」」」」規劃設計等案規劃設計等案規劃設計等案規劃設計等案，，，，因時間因素未予討論因時間因素未予討論因時間因素未予討論因時間因素未予討論。。。。    

 

丙、散會（下午一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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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學院院務會議客家文化學院院務會議客家文化學院院務會議客家文化學院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4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整 

會議地點：人社二館 A106 社文所研討室 

主席：莊英章教授 

出席：郭良文教授、蔣淑貞副教授、連瑞枝助理教授 

林秀幸助理教授、莊雅仲助理教授 

學生代表：黃夙蓮、馬慈徽、吳宓蓉 

助理：黃珮玲、鄧雅嬪、范美華 

紀錄：范美華*58033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有關本院增設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乙案，已獲校規會(2 月 23 日) 

審查通過，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本院增聘范美華女士擔任助理，院務由范美華負責，黃珮玲小姐負責傳播與科技學系系務、

竹北六家地區客家文化學院週邊景觀田野調查及羅烈師講師推廣教育課程，鄧雅嬪小姐負責

人文社會學系系務與客家文化學院建築案。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討論族群與文化研究所計劃書內容，請討論。 

決議：1.本院增設族群與文化研究所計劃書內容經討論修正通過，請參考附件。 

2.近日將計劃書報校核備。 

（（（（後略後略後略後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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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二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    
    

時  間：九十三年四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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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高文芳                                                     紀錄：陳素蓉 

出  席：：：：張俊彥、陳龍英、蔡文祥（請假）、彭德保、林振德（馮品佳代）、裘性天（廖威彰

代）、郭建民、張仲儒（張翼代）、吳重雨、劉增豐（李安謙代）、張豐志（莊祚敏代）、

黎漢林、林振德代院長（戴曉霞代）、毛仁淡、詹海雲（請假）、黃志彬、高文芳、

黃鎮剛（缺席）、周景揚（缺席）、高凱（缺席）、周倩（缺席）、任維廉（請假）、陳

信宏（缺席）、陳俊勳、廖威彰、劉復華、蔡今中（缺席）、謝有容（莊祚敏代）、郭

義雄（缺席）、石至文、謝續平、林志生、林進燈、李嘉晃、陳榮傑、黃遠東（請假）、

唐麗英、鄭復平、郭正次（請假）、楊永良、陳泰谷 

列席：賴暎杰、顧淑貞、趙振國 

    

（略） 

乙、 討論事項： 

       （略） 

三、案由：新建室內溫水游泳池計畫案，請討論。(體育室提)  

說明： 

(一) 本案業經九十三年三月廿五日景觀委員會議決議「本案係原有游泳池

基地擴大，基地位置原則同意」。 

(二) 檢附構想書供參。 

（上述資料可至 ftp://shirley:chen8487@140.113.100.38:21/網址查閱，註:

此網址無法直接點選連結，請先複製網址貼上 Internet Explor 按 enter 即

可） 

決議：1. 原則同意本案興建計畫構想書於參考發言委員意見修正後報部。 

2. 請體育室參考校內意見進行細部規劃，細部計畫書應提校規會討論。 

 

（略）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4141414：：：：30303030））））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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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游泳池興建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游泳池興建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游泳池興建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游泳池興建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九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浩然圖資中心 8 樓第 2 會議室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裘學務長性天                                 記    錄：塗為然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彭德保主任秘書(請假)、林建正總務長(曾仁杰副總務長代) 、劉育東教授(請假) 

、廖威彰主任、趙振國組長(請假)、李自忠代組長、黃杉楹老師、 

巫慧萍老師(鄭鯤茂老師代)、許子建先生、李謝嵐建築師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口頭報告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室內溫水游泳池基地空間配置相關事宜室內溫水游泳池基地空間配置相關事宜室內溫水游泳池基地空間配置相關事宜室內溫水游泳池基地空間配置相關事宜，，，，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口頭說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通過委員所提意見由建築師研擬後再行提出改正方案。 

            (1)一樓女用衛浴設施需檢討空間配置方向。 

            (2)游泳池外觀顏色，委由建築師提供配色供景觀委員會參考。 

            (3)游泳池北面玻璃窗(觀景窗)考量以大面積玻璃呈現。 

            (4)通風設備需考量手、自動雙用。 

            (5)鍋爐間在預算範圍內調整空間，並考量防震、噪音問題。 

            (6)管路設備以明管處理，但以不影響景觀為原則。 

          2.通過建築師提供相關資料報景觀委員會審議。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肆肆肆肆、、、、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九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四十分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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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學年度電機資訊學院 
院務會議第四次會紀錄 

 
時間：94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至 13:4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09 會議室       

主席：吳重雨 院長     閱簽：_______________             紀錄：呂沼燕 

出席人員： 林進燈副院長(張志永代理)、蘇育德副院長(請假) 

電工系：李鎮宜(請假)、周景揚(請假)、吳介琮(請假) 

電控系：楊谷洋、陳永平、徐保羅 

    電信系：唐震寰、沈文和(請假)、陳信宏(請假) 

     資工系：張明峰(曾煜棋代理)、陳榮傑、莊榮宏(許騰尹代理) 

     資科系：莊仁輝、王國禎、李嘉晃 

     光電所：潘犀靈(謝文峰代理)、謝文峰、陳志隆(請假) 

     奈米中心：黃遠東(請假)、電信研究中心：林大衛 

專班：郭仁財、學士班：莊紹勳 

國際化與發展辦公室：杭學鳴 

（前略） 

壹、 討論事項： 

一. 案由：「電機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電機資訊學院 

專班」及「電機資訊學院產業研發專班」之更名案，請討論。 

說明： 

1. 教育部來文(94.4.1)已原則同意本校於 94 年度調整增設

「資訊學院」，惟為避免核定後校內同時存在二性質相近

學院之扞格現象，請本校將增設「資訊學院」及「電機資

訊學院」更名案一併納入學校組織規程修正後再報部核

定。 

2. 「電機資訊學院」更名案，已於本院院務會議(93.7.7)決

議本院英文名稱為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並同意中文名稱作全院教師意見調查。但

因正值暑假期間，參與老師不甚踴躍，調查結果請參閱附

件 4-1(略)。為求慎重起見，於 94.4.7 再作一次全院教師

意見調查，結果如附件 4-3(略)。  

3. 依據兩次全院教師意見調查結果之得票率最高者，皆是

「電機學院」。 

決議： 

1. 同意本院中文名稱更名為「電機學院」，英文名稱為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2. 同意「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更名為「電機資訊學士班」。 

3. 同意「電機資訊學院專班」更名為「電機資訊專班」。 

4. 同意「電機資訊學院產業研發專班」更名為「電機資訊產

業研發專班」。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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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國立交通大國立交通大國立交通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9494949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9393939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訂定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訂定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訂定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為因應大學國際化趨勢、提供外籍生優質學習環境、增加文化互動、促進深度交流，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設置「國立交通大學華語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華語中心諮詢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及語言教學

與研究中心主任推薦之委員若干名組成之，不定期開會就華語文課程相關議題提供

意見。 

 

第三條 本中心主要工作項目擬包括： 

一、負責本校外籍生華語文之教學。 

二、提供或接受委託辦理華語文訓練課程。 

三、研發 E 世代華語文教材。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負責協調、統籌、掌理  

中心業務。中心主任之產生，由教務長簽請校長聘任之。另聘專、兼任教師及組員、

技士若干人，負責推動並執行全校華語文之教學、推廣及相關事宜。 

 

第五條  本中心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 

升等、延長服務、休假、進修等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審作業相關規範辦理，其三

級三審作業委由相關領域教學單位逐級送審。 

 

第六條  本中心有關課程等教務悉依本校系所及教學中心開課之相關規範辦 

理，其三級三審作業委由相關領域教學單位逐級送審。 

 

第七條  本中心辦理推廣教育華語訓練課程悉依本校推廣教育相關法規辦理，其 

學分班之師資及開課計畫委由相關領域教學單位逐級送審。 

 

第八條  本中心辦理推廣教育華語文訓練部分經費收支以有賸餘為原則，並提撥收入一定比

例，供學校統籌使用。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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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 9999333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9 9 9 9 次主管會議紀錄次主管會議紀錄次主管會議紀錄次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四年五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地點：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林振德教務長                           紀錄：任文瑛 
出席：馮品佳副教務長、張玉蓮主任、顏 智組長、張漢卿組長、彭淑嬌組長、陳莉平

組長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教務長報告：1.請各組提供每週五行政會議之書面工作報告，先送教務處彙整。 
                2.請討論配合工六館空間調整之教室異動。 
                3.課務組請將英語授課之課程表加入通識部份及微積分小組，清

大、交大兩校外文系課表將列在各校課表中，並知會清大。 
二、馮副教務長報告：依教育部會議說明應依國籍法從嚴審核可能為雙國籍入學者，

本年有二位科園實中雙語部學生申請入學，但無從查證其是否
具雙國籍。 

(略)三、各單位報告：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華語班成立之業務等相關事項。 
       說明：1.華語學分班課程之開班計畫書應如何進行三級三審程序。 
             2.華語中心及專任教師辦公室。 
             3.華語中心優先使用教室之安排。(註：中心如須開設白天班帶狀課程

對外招生，教室無法等正規課排定後才決定課程時間) 
             4.華語中心助理。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華語學分班課程應依三級課程委員會程序，可商請語言中心為第一級

審定。 
               另開會討論外籍生之共同科目畢業應修學分標準。 

2.專任教師辦公室已安排綜一館六樓二間，七月起可使用。 
             3.教室固定安排綜合一館教室一間。 
             4.行政業務短期內先與行政大樓之教務處單位結合運作，未來視發展聘

專人。 
             5.華語中心依校內程序先於教務處下成立並提案行政會議通過，先充實

校內發展運作，再副知教育部或報請核備。另於推教委員會提案修正
條文增設華語中心、推教中心、體育室推教班等。 

(散會：下午 4：15) 

附件十 



 26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十次行政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 

出席：陳龍英副校長、許千樹系統副校長（請假）、林振德教務長（馮品佳 

副教務長代）、裘性天學務長、林健正總務長（呂昆明組長代）、 

林一平研發長、黃威主任、陳耀宗主任、孫春在館長、吳重雨院長、 

張豐志院長（請假）、劉增豐院長（方永壽副院長代）、黎漢林院長、 

陳龍英代院長（戴曉霞副院長代）、毛仁淡院長（請假）、 

莊英章主委（請假）、蘇育德副主委、王棣主任（顧淑貞組長代）、 

黃靜華主任、彭德保主任秘書 

列席：李垂泰會長、戴淑欣組長、喬治國組長、呂昆明組長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前略）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前略） 

四、案由：擬成立華語中心，並訂定「國立交通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1.為配合學校推動國際化政策，提供本校外籍留學生華語文訓練課
程，自 89 學年度起即開設華語專班課程，開課費用由教務處、提
昇國際競爭力、及華語教學專案等計畫支援，免費供外籍師生修
習；初期委由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辦理，自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
改由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負責。目前華語課程固定於學期中開設
華語（一）至華語（四）四級課程，另於暑假開設六週密集課程。 

2.就學校政策、本校外籍生需求、以及園區外籍專業人士學習華語
之殷切期盼而言，本校應及早成立華語中心，以專責推動並執行
全校外籍生華語文教學及推廣等事宜。而教務處也持續挹注更多
資源，包括徵聘約聘專任華語教師（目前擬聘用人選已由徵聘委
員會進行評審作業中）等，且於 94.5.3 教務處 93 學年度第 9次
主管會議中，議決通過正式提案行政會議擬請准予設立華語中
心，該行政組織隸屬教務處，但教學及教師聘用均依學校相關規
定辦理。 

    決議：本案通過，「國立交通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如附件十二附件十二附件十二附件十二。請提案

單位提送校規會討論。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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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7 年（原規劃）竹北校區 
 

規劃期程 學院 系、所、中心 

1 行銷研究所 

2 科技法律研究所 

3 財務金融所 

4  經濟研究所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中心 

 93-97 年 

人文社會學院 1. 亞太視覺文化研究中心 

2. 數位與網路文化研究中心 

3. 影音藝術實驗研究中心 

4. 資訊藝術與設計研究中心 

5. 政治美學倫理研究中心 

6.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98-102 年 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音樂系 

資訊傳播學院 1. 公共傳播研究所 

2. 健康傳播研究所 

103-112 年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1. 教育政策研究所 

2. 教育管理研究所 

3. 教育心理研究所 

4. 諮商研究所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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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8 年起竹北校區（育成園區）發展總表 

 擬設置單位 

電資學院、資訊學院 

 1 IC/SOC 設計研究中心 

 2 數位內容研究中心 

 3 光電科技研究中心 

 4 系統封裝研究中心 

 5 電資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電子與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電信組、資訊組、數位圖

書資訊組） 

 6 IC/SOC 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7 光電顯示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8 微電子奈米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9 通訊與網路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10 電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工學院 

 1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研究中心 

 2 顯示材料與製程設備研究中心 

 3 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 

 4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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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技術與管理

組、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組、半導體組） 

 6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7 影像顯示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8 奈米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生物科技學院 

 1 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2 分子資訊研究中心 

 3 生物科技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 生物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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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1 前瞻化學科技研究中心 

 2 尖端高分子材料研究中心 

 3 分子科學整合研究中心 

 4 理學院在職專班（網路學習組、應用科技組） 

 5 光電半導體與奈米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6 IC 製程化學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7 積體電路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管理學院 

 1 科技管理研究中心 

 2 人力資源管理中心 

 3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EMBA、經管組、物流組、管科組、國貿組、工工管組、資管

組、科管組、科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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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8 年起嘉義校區院系所發展總表 

 第一階段規劃(94~98) 第二階段規劃(99~103) 第三階段規劃(104~108) 

生物工程學院   

 1 生化工程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2 醫藥天然物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3 基因資源和基因組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4 奈米生物醫學工程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5 生物科技產業中心 

彈性規劃生物科技與工程

領域專班、中心等單位 

彈性規劃生物科技與工

程領域專班、中心等單

位 

        

數位科技與建築學院     

 1 數位娛樂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2 數位創意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3 數位學習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4 數位典藏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5 數位科技產業研發中心 

彈性規劃數位科技領域專

班、中心等單位 

彈性規劃數位科技領域

專班、中心等單位 

        

奈米科技學院     

 1 奈米材料與製程技術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2 奈米光電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3 奈米能源及環境科技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4 奈米機械與製造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5 奈米科技產業與管理 

研發中心 

彈性規劃奈米科技領域專

班、中心等單位 

彈性規劃奈米科技領域

專班、中心等單位 

註：在職專班不計入。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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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規劃委員會組織規程 

79 年 12 月 5 日七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2 年 4月 14 日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 年 1月 30 日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3月 13 日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為期本校校務能配合國家教育宗旨，謀求最佳未來發展計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二十八及二十九條規定，組織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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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 

(一)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當然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電子資訊與研究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擔任。 

(二)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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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廿

五位教師推選一委員(不足廿五人之尾數得增選一人)及學生代表一人組成，於每

學年初推選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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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票選委員當選人數，每一系所至多二人，每一教學小組至多一人。 

(四)本會置執行長及執行秘書各一人，由主任委員從委員中聘任之，擔任本會協調、

執行及追蹤工作。 

(五)營繕組組長列席。 

三、議事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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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議召開： 

(一)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遇有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本會議之召開必要時得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五、本會依任務需要，得設置各種規劃工作小組。其組成辦法另訂之。 

六、本會之各項決議得提校務會議報告。 

七、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