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5 年 5月 1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F 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俊彥校長           執行長：郭仁財教授 

出席：陳龍英、黃威（請假）、馮品佳（張漢卿代）、裘性天、林一平（卓訓榮

代）、林健正、彭德保、電資中心主任（請假）、李遠鵬、謝漢萍、林進

燈、劉增豐（李安謙代）、虞孝成（黎漢林代）、戴曉霞、毛仁淡、莊英

章（簡美玲代）、游伯龍、黃遠東、潘犀靈（缺席）、李鎮宜（請假）、李

大嵩（郭仁財代）、郭仁財、楊谷洋、陳榮傑、李嘉晃（缺席）、李素瑛

（請假）、郭義雄（缺席）、石至文、謝有容、陳鄰安、鄭復平、郭正次

（缺席）、秦繼華、張翼、唐麗英、卓訓榮、劉復華（缺席）、莊明振（請

假）、李秀珠（請假）、林志生（請假）、簡美玲、楊永良（王美鴻代）、

廖威彰、劉家宏 

列席：曾仁杰、林宏洲、徐文祥、莊振益、林哲偉、王旭斌、陳米山 

記錄：陳素蓉 

 

甲、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一） 學校需要向前邁進往上提昇，期望大家能夠珍惜辛苦得來的

成果之外，更能以建設性的胸襟與遠見，同心協力為學校的

永續發展而努力。 

（二） 合聘教授制度是目前國際趨勢之一，建立本制度後，可與國

際名校合聘國際知名教授，在本校每年專任三個月或半年進

行研究並合授課程，藉此可更有效充分利用國際資源。 

（三） 最近國家將有重大政策規劃籌設生醫學院，內含 6個研究

所，本校將積極爭取與台大、清華合辦。 

 

二、 前次會議（95.03.13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

告： 

（（（（一一一一））））    以無記名投票通過「理學院跨領域科學學位學程學士班」及

「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研究所」。 

進度報告：本案業提 95.03.22 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

通過，擬於 6月份函送報部審查。 

（（（（二二二二））））    臨時動議通過建議「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之主任委

員，與總務長不為同一人。 

 

三、 教務處報告： 

(一) 本校配合教育部「商管專業學院」計畫而設置的管理學院企

業管理碩士學程(MBA)已順利獲得教育部核准並核給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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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萬元補助，目前正進行招生作業中。國內尚有台大、中

山、政大、成大、台科大、輔大也同時獲准設置(但台大與成

大不另給補助款)，據悉尚有若干未獲得補助的的學校也要自

行籌措經費開辦(包含清華、元智、長庚等校)，顯示新的 MBA

教育制度深受各校重視。  

(二) 依據本校最新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96 學年度擬新設的

教學單位有： 

1. 電機學院：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博） 

2. 資訊學院：生醫資訊與工程研究所（碩） 

3. 客家學院：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 

4. 生物科技學院：生物光電及材料研究所（碩） 

5. 半導體學院：半導體材料與製程研究所(碩)、 

半導體製程與設備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半導體精密機械研究所 (碩)、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碩士在職專班 

6. 光電學院：影像科技研究所（碩）、 

光電系統科技研究所（碩） 

7. 系統設計學院：系統封裝研究所（碩）、 

通訊系統設計研究所（碩）、 

電機系統設計與自動化碩士在職專班 

上述籌設規劃受各種因素影響，可能將延後。 

 

四、 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95 年 3 月 13 日及 95 年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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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各項決議報告如次： 

（一）95 年 3月 13 日會議（會議記錄如 P.8~P.12 附件一）： 

1. 為辨識校園館舍位置，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

別系統」乙案。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請施同學以實際環

境電腦模擬，並於立牌時請事務組一併改善周邊景觀及注

意安全細節。 

2. 為辦理光復校區第二餐廳再造及周邊空間改善工程計畫

案。決議：通過，請營繕組進一步委託細部設計，並於暑

假期間施工。 

3. 學生十三舍全家便利商店擬設置店招牌及 4×6 尺特製招牌

各乙面案。決議：（1）基於校園整體景觀，外牆設置招牌

案本次不予考慮，請參考台大活動中心全家便利商店模

式，另行提案討論。（2）景觀導覽圖部分請應藝所施同學

協助納入道路識別系統一併設計。 

4. 有關奇美咖啡館空間營造計畫乙案。決議：通過，請廠商

一併考量室外內整體景觀(如減少落地窗窗框、拆除花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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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圖書館門禁管制安全規劃設計之。 

5. 「逐風廣場」材質、造型之設計案。決議：以簡報「方案 B」

方式施做。 

（二）95 年 4月 7日會議：（會議記錄如 P.13~P.14 附件二） 

1. 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設置地點擬由原先管科系教學大樓

改至第六學生宿舍後方垃圾場乙案。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2. 為圖書館周邊景觀視覺之穿透性，擬將工三館、圖書館入

口處之樟樹林作疏伐修枝及部分樹木移植案。決議：（1）

同意將目前茂密樹林疏伐，惟應請專家鑑定移除方式。（2）

移除後所留空地，請事務組另覓景觀專家做整體景觀規

劃。 

3. 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並請應藝所

施昌甫同學設計道路識別系統之指標及入口平面圖展示

台，並於本次會議中展示實際環境之電腦模擬圖。決議：

（1）同意施同學設計方案，施做細節請事務組再詳加討

論。（2）施做材料盡量使用更新便利性材質，方便爾後維

護。（3）前次會議全家便利商店所提設置景觀導覽圖一

案，因考量全校整體景觀規劃，本案礙難同意。 

4. 本校整體夜間照明改善計畫案。決議：本案照案通過，惟

應以整體規劃分期施做為原則，先以竹湖周邊、圖書館周

遭及相關通往宿舍道路試行。 

 

乙、 討論事項： 

一、 案由：96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 

(一)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營建技術與管理組」擬更名為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檢附計畫書（如附件甲）供參。 

(二)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增設「平面顯示材料、製程及

設備組」。檢附計畫書（如附件乙）供參。 

(三) 資訊學院擬調整增設「生醫資訊與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檢附計畫書（如附件丙）供參。 

(四) 教務處意見：工學院生師比狀況尚符合在職專班增設

分組規定。 

(五) 隨附工學院及資訊學院院務會議記錄（如 P.15、P.16

附件三、四）。 

(六) 擬請工學院及資訊學院分別補充說明。 

決議：（一）以無記名投票（同意 29 票、不同意 0票、無意見 1票）

通過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營建技術與管理組」更名為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請加強規劃工程、技術與資訊、

管理等整合之課程，並與電機學院、資訊學院進行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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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二）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平面顯示材料、製程及設備組」

在下列三個前提之下，以無記名投票（同意 29 票、不

同意 0票、無意見 1票）通過。 

1、 授權工學院與電機學院在一個名稱之原則下，共同

籌辦本碩士在職專班。 

2、 擴大招生名額。 

3、 必要時得分組招生。 

（三） 以無記名投票（同意 29 票、不同意 0票、無意見 1票）

通過「生醫資訊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請資訊學院加

強跨院合作，並規劃與生物科技學院合開相關課程。 

 

二、 案由：為辦理本校「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人社三館」建築工

程，有關預定規劃基地位址，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明： 

（一） 有關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預定興建之「基礎科學

教學研究大樓」、「人社三館」大樓，係已納入本校「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新建之營建工

程，針對二案基地選擇及規劃設計方向，前於 95 年 3

月 1日及 95 年 3月 18 日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兩個學

院之師生舉辦兩次座談會（會議記錄如 P.17、P.18 附

件五、六），針對建築位置及規劃方向進行討論。具體

結論如下：  

1. 交通大學在邁向頂尖大學的既定目標及政策

下，應積極推動整體校園發展架構及規劃藍圖之

訂定。 

2. 基於永續校園建築精神，建築物興建不應單只就

個體建築來思維，如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可與

科一館、科二館形成簇群，而人社三館則可考量

人社一館、人社二館之相對位置，配合竹湖之區

域特性整體考量。至有關基地位置影響壘球場及

羽球場使用部分，可考量運動設施遷移或整體共

構方式處理。 

3. 有關整體規劃設計及營建部分建議結合專業 PM

（專案管理）及後續施工營建之 CM（營建管理）

制度來有效提升校園建築之品質。 

（二） 依上揭座談會資料，針對二案建築基地位置建議如下： 

1. 理學院「基礎教學研究大樓」規劃基地位置，前於

84.11.28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會議記錄如 P.19~P.20 附件七）同意於壘球場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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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考量理學院使用需求，新建系館應與科一館、

科二館以簇群規劃方式設計，基地位置擬擇訂於目

前壘球場，另建築設計可考慮與科一、科二及體育

設施共構設計。（位置圖如 P.21 附件八） 

2. 人社學院「人社三館」規劃基地位置，考量與人社

一館及人社二館、竹湖、活動中心為規劃範圍，基

地位置方案一建議設置於羽球場現址，並可採與羽

球館共構方式設計。方案二建議於活動中心旁停車

場用地（位置圖如 P.22 附件九） 

（三） 有關「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人社三館」二棟建

築使用基地考量二學院整體發展，擬請同意於壘球場

及羽球館位置進行建築規劃設計。另因擬使用基地為

本校現有體育設施，為兼顧師生使用體育設施之需求

及本校空間發展，後續可於建築規劃採與體育設施共

構方式設計，並配合校園整體規劃及西區開發，配套

規劃興建體育設施。 

（四） 檢附「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興建構想書（如附件

丁）及「人社三館」興建構想書。（如附件戊） 

決議：（一） 壘球場先行遷移至西區校地，並請總務處與體育室於

3個月內共同完成新壘球場之整地，在此前提下，同意

通過目前的壘球場為「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之基

地位置，並請規劃加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以協

助解決校園停車位不足之問題；另請評估加高樓層之

可行性，以加強校地空間使用之效率。 

（二）同意人社三館建築基地位置採方案二，興建於活動中

心旁停車場。並請規劃加蓋興建地下二層之停車場，

以解決停車問題。 

（三）因興建地下停車場及大樓加高而衍生的經費，請大家

努力爭取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經費提高至

15 億。 
 

三、 案由：學務處擬成立住宿服務組以發揮最佳工作績效，並納入本校

組織規程，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明： 

(一) 為發展一流大學，強化學務工作，學務處擬進行組織

再造調整。 

(二) 本案業經 95.5.3、95.5.10 學務處組織重整規劃第

一、二次討論會會議定案，並提 95.5.12 九十四學年

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通過（會議記錄如 P.23 附件十）。 

(三) 原宿舍業務為生活輔導組最大宗業務，擬獨立設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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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處理全校十七棟宿舍相關事務。 

(四) 生活輔導組除繼續處理生活教育、學生獎懲及生活扶

助業務外，並納入軍訓室急難濟助業務，及課外活動

組學生公費、獎助學金及導師等業務，俾使全校同學

生活照顧更加完善。 

(五) 組織調整後之人力編制及空間、經費等問題調配如

下： 

1. 空間：軍訓室與生活輔導組辦公室對調，生活輔

導組與住宿服務組共用原軍訓室辦公室。 

2. 經費：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共同分擔。 

3. 人力：課外活動組增補一人，專責社團輔導業務

及國內外活動交流。 

4. 生活輔導組增補一人，負責外籍生住宿及校外租

賃業務。 

(六) 檢附學務處組織執掌修正對照表（如 P.24 附件十一）。 

決議：通過本案。 

 

丙、 臨時動議： 

一、 案由：規劃人社三館時，請評估加高樓層並與管理三館合蓋之可行

性。 

     決議：通過。 

 

二、 案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學士班、在職專班、產業專班名稱調整。

（教務處提） 

說明： 

(一) 資訊學院成立後，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目前仍多處密

切合作，學士班、在職專班、產業專班名稱均冠「電

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各種文件看起來均有冗長的感

覺。 

(二) 在職專班、產業專班各組領域分明，例如「電機學院

與資訊學院電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冠上「資訊學院」

似為累贅，如果可以修正為「電機學院電機產業研發

碩士專班」似較合宜。 

(三)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調整為「電

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各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例如電機

學院與資訊學院IC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擬調整為

例如「電機學院 IC 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資訊

學院資訊科技(IT)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調整後兩學

院之碩士在職專班仍然合作運作(僅指派一位教師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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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兩在職專班班主任)，產業專班亦同。 

(四)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學士班」擬更名為「電機資訊

學士班」。 

(五) 本案業經 95/5/18 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主管聯席會

議通過。 

決議：通過本案。 

 

丁、 散會：（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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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暨「甄選校園規劃師委託專業服務

評選委員會」聯席會議 

時間：9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地點：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林健正主任委員 

出席：馮品佳（請假）、裘性天、張基義、黎漢林（請假）、郭仁財（黃瑞彬代理）、陳家富（吳

樸偉代理）、陳永富（請假）、卓訓榮（請假）、戴曉霞、莊明振（請假）、王彥博（請

假）、饒佑嘉（請假）、劉家宏（邱瓊瑤代理） 

諮詢委員：黃瑞茂、解鴻年 

列席：呂昆明、沈里遠、陳玫君、王旭斌、陳米山、林梅綉、張素鑾、廖如峰、 

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全家便利商店高襄理、奇美咖啡黃經理、李佳臻 

紀錄：邱美惠 

 

甲、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進度報告： 

94.09.1494.09.1494.09.1494.09.14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1. 工六館景觀規劃案，兩株榕樹移植

與否，請事務組與使用單位會勘後

再決定。（事務組） 

經與科管局李佳臻小姐至現場會勘，已做

簡易修剪與整理。 

2. 環校機車道改善規劃設計案（營繕

組） 

已與林志成建築師 94.12.22 完成議價，刻

正辦理設計及發包文件 

3. 北區供電改壓建築工程建築量體

及造型案。（營繕組） 

業依決議事項修正造型，並完成發包文件

及辦理建照申請。 

4. 西區「溜冰場」增設鐵網圍籬等附

屬工程及「資源回收場」新建工程

案。（營繕組） 

依決議加強綠化植栽。 

    

二、95 年度萬紫千紅迎春植栽工作，目前正在進行管二館北側斜坡、北大門入口處、南大

門入口處、圖書館周邊、景觀大道雕塑區、工三館周邊、竹湖、景觀石附近…等十餘

處，以期在校慶前做好美化校園環境。（事務組） 

 

乙、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甄選校園規劃師，以利推動全面改善校園環境品質，擬訂投標須知、工作說明書、

契約書等招標文件，如附件，請  審議。(事務組提)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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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校為全面改善校園環境品質，制定符合全校師生所需人性化之自然調合生活環境，

擬執行「校園規劃師制度」。以便藉由校園規劃師之建立，提供校園師生洽詢有關日

常生活領域所涉公共環境議題，亦可凝聚廣泛師生意見以形成環境品質之良性改

善，進而創造出永續發展之文化、綠意、美質空間。 

二、本案委託校園規劃師工作內容如下： 

1.委託辦理校園環境改造規劃案及提供校園師生在地專業諮詢服務。 

2.發掘校園人文特色及自然景觀資源，並據以擬定保存保育或發展塑造計畫。 

3.協助加強監督相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與管理維護事項，彙整師生意見反映給行政部

門以利改善。 

4.協助交通大學辦理相關校園營造工作。 

5.協助交通大學撰寫校園空間營造相關計畫書向相關單位爭取經費補助(例如永續校

園局部改善計畫、無障礙空間改善計畫等)。 

決  議：請黃瑞茂委員及張基義委員協助修改招標須知以及修改契約書內容後，依政府採購

法相關規定辦理。 

 

案由二：為辨識校園館舍位置，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並請應藝所施昌

甫同學設計道路識別系統之指標，於本次會議中提報設計案內容。請  討論。(事務

組提) 

說  明： 

一、有鑒於本校校園道路除環校道路外，其餘校園道路多呈輻射狀，道路無命名，館舍

分散校園各處，常造成校外訪客不易辨識館舍位置，為避免校園不易辨識之困擾，

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以便利校外訪客很容易到達目的地。並

請應藝所施昌甫同學負責道路識別系統指標之設計工作。 

二、簡報（簡報人：施昌甫）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請施同學以實際環境電腦模擬，並於立牌時請事務組一併改善周邊

景觀及注意安全細節。 

 

案由三：為辦理光復校區第二餐廳再造及周邊空間改善工程計畫，請  討論。(營繕組提) 

說  明： 

一、為提供本校師生良好用餐環境及增加校園空間新體驗，針對本校第二餐廳建築委請

林志成建築師進行規劃，進行建築再造及周邊空間改善計畫，並結合周邊空間，創

造具生態、綠意、美質空間。 

二、簡報（簡報人：林志成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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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請營繕組進一步委託細部設計，並於暑假期間施工。 

 

案由四：學生十三舍全家便利商店擬設置店招牌及 4×6 尺特製招牌各乙面，請  討論（勤務

組提）。 

說  明： 

一、為服務全校教職員工生及來訪貴賓，全家便利店擬於學生十三舍全家便利商店外牆

牆面，設置規格為長 181.8 公分寬 212.1 公分之店招牌乙面（規格及圖樣詳附件一）。 

二、另於學生十三舍入口坡道旁，設置 4 尺×6 尺特製招牌乙面（規格及圖樣詳附件二）。 

三、本案擬奉核可後，由全家便利店施作。 

決  議：1.基於校園整體景觀，外牆設置招牌案本次不予考慮，請參考台大活動中心全家便

利商店模式，另行提案討論。 

2.景觀導覽圖部分請應藝所施同學協助納入道路識別系統一併設計。 

 

案由五：有關奇美咖啡館空間營造計畫乙案，請討論(勤務組提）。 

 說  明： 

一、教育部 93 學年度大學校務評鑑報告：要求本校增加餐廳容量及座位數，並提升服務

品質，以滿足師生需求。 

二、為提高奇美咖啡館之空間整體意象、增加餐廳座位數，並提供本校師生更好的服務，

計畫將奇美咖啡館東側現有玻璃窗部分設計為落地窗、部分改為通道，並於迴廊增

設戶外庭園桌椅，美化週邊環境，以塑造半戶外用餐空間。 

三、辦理進度：95.02.10 本校邀集奇美咖啡館總經理協商後，獲初步共識；95.03.07 雙方

舉行工作會議討論。 

四、檢附「奇美咖啡館空間營造計畫」乙份（詳附件；現場分送）。 

擬  辦：俟景觀審議委員會議、餐飲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擇期施工。 

決  議：通過，請廠商一併考量室外內整體景觀(如減少落地窗窗框、拆除花台等)以及圖書

館門禁管制安全規劃設計之。 

 

案由六：「逐風廣場」材質、造型之設計案，請討論（勤務組提）。 

說  明： 

一、本校女二舍廣場開啟本校首座戶外休閒庭園用餐區，是一座充滿活力與藝術氣息的

地方！為了迎接它的誕生，本校透過公開徵名、網路票選方式，為本廣場取一個具

有代表性的名字；全案票選結果由 95 級電信學系吳孟霖同學所命名的「逐風廣場」

奪魁，獲得全校師生的青睞。女二舍廣場正名為「逐風廣場」！ 

二、「逐風廣場」之材質、造型等設計案，正協請建築所師生進行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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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報（簡報人：建築所團隊）。 

決  議：以簡報「方案 B」方式施做。 

 

案由七：為提昇校園公車候車亭之使用功能暨美化景觀需要，已委託本校建築所陳鴻嘉等五

位同學設計，請  審議。(事務組提) 

說  明：請建築所同學簡報。 

決  議：擬提行政會議簡報。 

 

案由八：新安路無圍牆校園設計規劃案，已委請本校建築所郭聖荃等五位同學設計，請  審

議。 

說  明：請建築所同學簡報： 

決  議：擬提行政會議簡報，並先以部分路段試行施做。 

 

案由九：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設置地點擬由原先管科系教學大樓改於第六學生宿舍後方垃圾

場，提請討論(環安中心提) 。 

說  明： 

一、經 94 年 7 月 20 日「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通過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設置地點

擬定於管科系教學大樓後方。 

二、本規劃案經 95 年 2 月 7 日舉行廠商服務建議書評選時，委員提出未來博愛校區大門

可能改建或增設於食品路上，屆時管科系教學大樓有拆除之虞，建議將水質淨化廠

設置地點改為博愛校區第六學生宿舍後方之垃圾場。 

三、設置地點經與事務組協商結果，確定該處目前除了堆放樹枝雜物外並無其他用途，

且依據本校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垃圾場目前功能不大，因此可將該處作為水質淨化

廠基地。 

四、本案變更前廠址與變更後廠址比較表如表一。 

五、本案提送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審查。 

決  議：因委員人數不足，下次會議再議。 

 

案由十：為圖書館周邊景觀視覺之穿透性，擬將工三館、圖書館入口處之樟樹林作疏伐修枝

及部分樹木移植，請  討論。(事務組提) 

說  明： 

一、 由於本案樟樹林種植太密，目前除樟樹生長不良外且因樹木枝葉彼此盤根錯節，嚴

重影響圖書館周邊景觀視覺之穿透性。嗣經本校景觀總顧問林欽榮局長、景觀專家

李明財老師多次建議校方應著手處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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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以為改善圖書館、工三館之座落位置不易辨識及圖書館周邊景觀之缺陷，擬移植

樟樹林區域內三排樟樹共十八棵，以導引視覺空間直接延伸至圖書館、工三館。另

外此區域之樟樹將因環境的改善而生長更佳，同時配合移植後之樹穴改種有顏色之

草花，也可藉以強化原有樟樹林單調之景觀意象。 

決  議：因委員人數不足，下次會議再議。 

 

丙、散會：14：00。 



 13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 

時間：9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點：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執行長代理 

出席：馮品佳委員（請假）、裘性天委員、張基義委員、黎漢林委員（請假）、郭仁財委員（黃

瑞彬代理）、陳家富委員、陳永富委員（請假）、卓訓榮委員、戴曉霞委員、莊明振委

員（請假）、王彥博委員（請假）、饒佑嘉委員（請假）、劉家宏委員 

諮詢委員：黃瑞茂委員、林子超委員、解鴻年委員 

列席：葉宏德、吳政峰、呂昆明、沈里遠、陳玫君、陳米山 

紀錄：邱美惠 

 

甲、 討論事項 

案由一：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設置地點擬由原先管科系教學大樓改於第六學生宿舍後方垃圾

場，提請討論(環安中心提) 。 

說  明： 

一、經 94 年 7 月 20 日「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通過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設置地點

擬定於管科系教學大樓後方。 

二、本規劃案經 95 年 2 月 7 日舉行廠商服務建議書評選時，委員提出未來博愛校區大門

可能改建或增設於食品路上，屆時管科系教學大樓有拆除之虞，建議將水質淨化廠

設置地點改為博愛校區第六學生宿舍後方之垃圾場。 

三、設置地點經與事務組協商結果，確定該處目前除了堆放樹枝雜物外並無其他用途，

且依據本校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垃圾場目前功能不大，因此可將該處作為水質淨化

廠基地。 

四、本案變更前廠址與變更後廠址比較表如表一。 

五、本案提送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審查。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圖書館周邊景觀視覺之穿透性，擬將工三館、圖書館入口處之樟樹林作疏伐修枝

及部分樹木移植，請  討論。(事務組提) 

說  明： 

三、 由於本案樟樹林種植太密，目前除樟樹生長不良外且因樹木枝葉彼此盤根錯節，嚴

重影響圖書館周邊景觀視覺之穿透性。嗣經本校景觀總顧問林欽榮局長、景觀專家

李明財老師多次建議校方應著手處理改善。 

四、 復以為改善圖書館、工三館之座落位置不易辨識及圖書館周邊景觀之缺陷，擬移植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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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樹林區域內三排樟樹共十八棵，以導引視覺空間直接延伸至圖書館、工三館。另

外此區域之樟樹將因環境的改善而生長更佳，同時配合移植後之樹穴改種有顏色之

草花，也可藉以強化原有樟樹林單調之景觀意象。 

決  議：1.同意將目前茂密樹林疏伐，惟應請專家鑑定移除方式。 

2.移除後所留空地，請事務組另覓景觀專家做整體景觀規劃。 

 

案由三：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並請應藝所施昌甫同學設計道路識別系

統之指標及入口平面圖展示台，並於本次會議中展示實際環境之電腦模擬圖。請  討

論。(事務組提) 

說  明： 

一、 為辨識校園館舍位置，擬建立「國立交通大學校園道路識別系統」，並請應藝所施昌

甫同學設計道路識別系統之指標及入口平面圖展示台。已於上次會議（95.3.13）中提

報設計案內容，共分三種主要設計樣式，本次請施昌甫同學選定一設計方案，並展

示配合週遭實際環境之電腦模擬圖。 

二、 簡報。（簡報人：施昌甫） 

決  議：1.同意施同學設計方案，施做細節請事務組再詳加討論。 

2.施做材料盡量使用更新便利性材質，方便爾後維護。 

3.前次會議全家便利商店所提設置景觀導覽圖一案，因考量全校整體景觀規劃，本

案礙難同意。 

 

案由四：交通大學整體夜間照明改善計畫。（營繕組提） 

說  明：為改善本校光復校區夜間景觀風貌，透過對校園空間景觀及師生活動之觀察，計畫

以竹湖至圖書館及景觀大道為主軸，進行夜間照明設計方案，打造嶄新校園夜間景

觀。具體目標如下： 

一、建立清楚之校園夜間軸線 

二、建立校園夜間層級 

三、塑造交大夜間之主題 

四、強化現有夜間景觀 

五、平衡現有之夜間活動分佈 

六、提供安全之光環境 

擬向景觀委員會提報，並請委員指導以作為下一步規劃設計之基礎。（簡報人：陳米山）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惟應以整體規劃分期施做為原則，先以竹湖周邊、圖書館周遭及相

關通往宿舍道路試行。 



 15 

九十四學年度工學院第五次院務會議紀錄九十四學年度工學院第五次院務會議紀錄九十四學年度工學院第五次院務會議紀錄九十四學年度工學院第五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95年5月10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工程五館322B室（工學院會議室） 

主席：劉增豐院長                         

應出席人數：17人 

實際出席：劉增豐、李安謙、方永壽、傅武雄(陳仁浩代)、秦繼華、崔燕勇、

白明憲、張良正(曾仁杰代)、劉俊秀(請假)、潘以文(請假)、黃炯

憲(請假)、張翼(朝春光代)、郭正次(請假)、黃華宗、白曛綾、蔡

春進、黃國華  

記錄：莊伊琪 

 

討論事項：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增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增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增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增設「「「「平面顯示材料平面顯示材料平面顯示材料平面顯示材料、、、、製程製程製程製程、、、、及設備組及設備組及設備組及設備組」」」」，，，，請討請討請討請討

論論論論。。。。    

說  明：會議紀錄及計畫書詳附件 1。 
決  議：經與會委員討論後，通過新設「平面顯示材料、製程、及設備組」案。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營建技術與管理組營建技術與管理組營建技術與管理組營建技術與管理組」」」」擬更名為擬更名為擬更名為擬更名為「「「「工程技術與管工程技術與管工程技術與管工程技術與管

理組理組理組理組」，」，」，」，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  明：計畫書詳附件 2。 
決  議：經與會委員討論後，通過「營建技術與管理組」更名為「工程技術與

管理組」案。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1時35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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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資訊學院院務會議第三次會議記錄（摘錄） 

    

時間：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二) 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三館 345 會議室 

主席：林進燈院長（召集人）    

 

出席人員：陳榮傑副院長、曾煜棋主任、林盈達所長（請假）、莊榮宏所長、 

曾文貴所長、陳昌居主任、鍾崇斌教授、李素瑛教授、林一平教授、 

張明峰教授、莊仁輝教授、李嘉晃教授、簡榮宏教授（請假）、譚建民教授、 

陳耀宗教授（請假）、蔡文能教授（請假）                                              

列席人員：黃家齊主任 

 

壹、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討論生醫資訊與工程研究所設立案。請討論。 

說明：生醫資訊與工程研究所/學程計畫書。 

決議：本案經在場出席院務委員全數同意通過，先送交本案學程計畫書至校

規會議討論。同時，送交資工系系務會議提出討論決議。  
 

 

貳、散會:下午 02:3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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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立國立國立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九十五年三月ㄧ日 下午二時      地點：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室 

二、主持人  ：林欽榮                            紀錄：陳米山 

三、出列席單位：詳如后簽到簿 

四、承辦單位報告：詳如後簡報資料 

五、討論： 略。 

六、結論：  

（一）交通大學在邁向頂尖大學的既定目標及政策下，應積極推動整體校

園發展架構及規劃藍圖之訂定。 

（二）基於永續校園建築精神，建築物興建不應單只就個體建築來思維，

如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可與科一館、科二館形成簇群，而人社三

館則可考量人社一館、人社二館之相對位置，配合竹湖之區域特性

整體考量。至有關基地位置影響壘球場及羽球場使用部分，可考量

運動設施遷移或整體共構方式處理。 

（三）有關整體規劃設計及營建部分可考量透過專業 PM 及後續施工營建之

專業 CM 制度來有效提升校園建築之品質。 

七、散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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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國立交通大學基礎教學研究大樓館及人三館先期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九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   地點：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二、主持人  ：林欽榮                       紀錄：陳米山 

三、出列席單位：詳如后簽到簿 

四、承辦單位報告：詳如後簡報資料 

五、討論： 略。 

六、結論：  

（一）延續九十五年三月一日之座談會結論精神，有關校園整體規劃及基

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及人社三館新建工程之專業服務委託（PM）應

儘速辦理，以有效建立推動擴大參與式校園規劃之精神及落實行政

與技術專業分工共創美好永續校園之目標。 

（二）有關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及人社三館基地選址問題，延續前次座

談及本次擴大使用者與專業者對談之共識，應整合整體校園、院所

屬性及使用者實際需求等多元面向需求，並審慎評估簇群式規劃設

計及區塊整合規劃之可行性。 

（三）本案後續應積極完成校園規劃決策之必要程序，續由專業服務委託

規劃設計之專業者（PM）協助後續之規劃設計、教育部及其他行政

送審程序。整體計畫時程及執行率控管等相關因應策略等應請校方

併為妥善考量。 

七、散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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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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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面積 

壘球場5250平方公尺(1588坪) 

預估樓地板面積約11,000坪。 

預算：6.5億元 

期程：95-99年  

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預定地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預定地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預定地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預定地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八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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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附件八附件八附件八、、、、九基地位置修正中九基地位置修正中九基地位置修正中九基地位置修正中，，，，待補待補待補待補））））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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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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4949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1212121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95 年 5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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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校長代) 

出  席：陳龍英副校長、黃威副校長(請假)、許千樹執行長(請假)、馮品佳教務長、裘性天

學務長、林健正總務長(呂昆明組長代)、林一平研發長、陳耀宗主任、孫春在館長(柯

皓仁副館長代)、李遠鵬院長(莊振益教授代)、劉增豐院長(方永壽副院長代)、謝漢

萍院長、虞孝成代理院長(丁承所長代)、毛仁淡院長、戴曉霞院長(莊明振副院長

代)、林進燈院長、莊英章院長、游伯龍主委(蔡熊山主任代)、王棣主任、黃靜華主

任、彭德保主任秘書(葉秀雲組長代) 

列  席：莊振益教授、張漢卿組長 

紀  錄：劉相誼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略略略略））））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前略） 
 

三、案由：學務處擬成立住宿服務組以發揮最佳工作績效，並納入本校組織章程， 

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明： 

1.為發展一流大學，強化學務工作，學務處擬進行組織再造調整。 

2.原宿舍業務為生活輔導組最大宗業務，擬獨立設組專責處理全校十七棟宿舍相關

事務。 

3.生活輔導組除續處理生活教育、學生獎懲及生活扶助業務，並納入軍訓室 急難濟

助業務，及課外組學生公費、獎助學金及導師等業務，俾使全校同學生活照顧更

加完善。 

4.組織調整後之人力編制及空間、經費等問題均於處內調配。 

5.檢附學務處組織執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及會議記錄(如附件四)供 

參。 

決議：照案通過。 

 

（後略） 

 

丙丙丙丙、、、、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丁丁丁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1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十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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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組織執掌修正對照表 
現行單位工作執掌現行單位工作執掌現行單位工作執掌現行單位工作執掌 調整後調整後調整後調整後單位工作執掌單位工作執掌單位工作執掌單位工作執掌 

生活輔導組執掌生活輔導組執掌生活輔導組執掌生活輔導組執掌：：：：    

� 學生住宿  

� 就學貸款   

� 學雜費減免   

� 學生獎懲   

� 學生手冊   

� 學生操行成績   

� 學生團體保險   

� 機車識別證發放   

� 校外住宿生訪視   

� 學生綜合資料表   

� 失物招領   

課外活動組執掌課外活動組執掌課外活動組執掌課外活動組執掌：：：：    

� 各屬性社團輔導 

� 高中生來校參訪 

� 寒暑假營隊 

� 輔導學聯會及大型活動 

� 研究生獎助學金 

� 新生入學或成績優異獎學金 

� 全校工讀助學金 

� 全校導師業務 

� 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 

� 交清兩校梅竹賽 

� 活動中心及中正堂舞廳場地管理 

軍訓室執掌軍訓室執掌軍訓室執掌軍訓室執掌：：：：    

� 疾病照顧  

� 急難濟助  

� 生活照顧  

� 安全維護  

� 協同服務  

� 緊急聯絡  

� 車禍調處  

� 預官考選  

� 軍訓選修  

� 兵役緩徵召 

� 大型慶典活動 

    

住宿服務組住宿服務組住宿服務組住宿服務組：：：：    

� 學生住宿 

1. 宿舍管理委員會議 

2. 全校學年宿舍分配 

3. 宿舍分配電腦化四階段作業規劃 

4. IC 自動門及監視系統維護及推展 

5. 大型宿舍工程修繕計劃 

6. 新建宿舍計劃協調、執行、紀錄 

7. 社團、營隊住宿業務 

8. 學生宿舍及各項設備之維修及財產整理 

9. 外籍生住宿輔導 

� 校外住宿生訪視及校外租賃業務  

生活輔導組執掌生活輔導組執掌生活輔導組執掌生活輔導組執掌：：：：    

� 學生綜合資料表 

� 就學貸款   

� 學雜費減免   

� 學生獎懲   

� 學生手冊   

� 學生操行成績   

� 學生團體保險   

� 機車識別證發放   

� 失物招領   

� 研究生獎助學金 

� 新生入學或成績優異獎學金 

� 全校工讀助學金 

� 全校導師業務 

� 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 

課外活動組執掌課外活動組執掌課外活動組執掌課外活動組執掌：：：：    

� 各屬性社團輔導 

� 高中生來校參訪 

� 寒暑假營隊 

� 輔導學聯會及大型活動 

� 交清兩校梅竹賽 

� 活動中心及中正堂舞廳場地管理 

� 海外活動交流 

軍訓室執掌軍訓室執掌軍訓室執掌軍訓室執掌：：：：    

� 疾病照顧   ● 車禍調處 

� 生活照顧   ● 預官考選 

� 安全維護   ● 軍訓選修 

� 協同服務   ● 兵役緩徵召 

� 緊急聯絡   ● 大型慶典活動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