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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6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林一平、林進燈、傅恆霖、黃世昌、張翼（溫瓌岸代）、周世傑、林寶樹、

楊永良、裘性天、盧鴻興、周武清、許元春、李威儀、石至文、黃冠華

（陳鄰安代）、高文芳、陳信宏、杭學鳴、張振雄、王蒞君、徐保羅、黃

遠東、紀國鐘、崔秉鉞、曾煜棋（鍾崇斌代）、徐慰中、曾建超、莊榮宏、

陳俊勳、金大仁、黃炯憲、吳耀銓、洪景華（徐文祥代）、潘扶民、高正

忠、張新立、楊千、包曉天、黃興進、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郭良

文、李俊穎、孫于智、陳光興(彭明偉代)、周倩、賴雯淑、陶振超、許

維德、黃鎮剛(何信瑩代)、張家靖、楊勝雄、黃美鈴、廖威彰、伍道樑(周

俊雄代)、王旭斌、柯慶昆、宋福中、林鈺凭、巫榮賢（徐煊博代）、王

冠翔、陳建都（林冠宏代）、焦佳弘、黃子維(徐培銘代)、王偉庭、林巧

鈴【共計 68人】 

請假：謝漢萍、許千樹、李積琛、莊紹勳、黃家齊、宋開泰、張仲儒、莊仁輝、

謝續平、李素瑛、方永壽、潘以文、劉尚志、吳東昆、陳明璋、黃杉楹、

張柏韋、張育菖【共計 18人】 

缺席：孫仲銘、胡竹生【共計 2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圖書館楊永良

（黃明居代）、教師會虞孝成、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黃志彬、新校區暨璞

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曾毓忠、光

電系李柏璁、性平會白啟光、綜合組張漢卿、會計室楊明幸、會計室陳

嘉榆、人事室張家綺、人事室楊淨棻、研發處楊武、研發處陳善理、研

發處陳幼娟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本次會議議案計有二十案，另有經費稽核委員會請頂尖大學計畫辦公

室及研發處專案報告事項，為提升議事效率，請各位代表發言儘量簡

明扼要。 

二、近日有關大學教師未依規核報經費之議題，國科會已針對此事研擬彈

性原則規定，期校內教師應依法覈實報銷各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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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1年 3月 21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記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 1（P.20）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1、業於 101 年 5 月 17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完竣，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通過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及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

年度起停招等 3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2)通過「本校『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設單位

變更案｣、「華語中心擬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

心案｣及「擬成立校級研究中心--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心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3)另通過以下 4個臨時動議案： 

○1 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

博士學位學程」案。 

○2 擬申請設立「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案。 

○3 「為推動校園規劃及中長程發展，總務處擬將轄下勤務組

裁撤並新設校園規劃組｣案。 

○4 「本校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

大樓及實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本案之決議為「有

關本校運動場地設施及博愛校區休憩空間之整體規劃，請

總務處與體育室及生物科技學院協調細部。｣ 

2、劉尚志執行秘書之報告事項節錄如下： 

為期攸關本校整體校務規劃事項，能有完備之規劃並經相關

會議充分討論通過後，再依程序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

議。惟如各單位未及提出，而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除相關

資料及程序之完整性無法先行審閱外，亦影響整體議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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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爰此，爾後建請各單位之提案，應請配合學校相關作業

時程，儘早規劃，避免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以提升整體議

事效能。 
 

（二）法規委員會 
業於 101 年 3 月 22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議完

竣，通過「本校光電學院組織章程草案｣，後續並請光電學院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29條之規定，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1、本委員會於 101年 5月 16日召開 100學年第 4次經費稽核

委員會議，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經查核本校「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勵

補助」經費使用狀況後決議如下： 

○1 本會委員對研發處所提報告內容並無重大疑義，唯請

研發處依委員意見略為修正簡報內容後，於一週內再

送本會委員參考。 

○2 建議研發處將本案簡報內容提交下次校務會議報

告，並將紙本發送校務會議代表參考。 

○3 建議業務單位每年定期進行相同統計分析及提交校

務會議報告。 

（2）有關本校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學程、學位學程及專

班之經費收支情況，請唐麗英委員、高正忠委員、廖威

彰委員及周武清委員就下列項目進行查核，並提出具體

查核報告後，視情形再行召開會議討論： 

○1 五項自籌收入部分，就捐贈收入之收支情形進行查

核，請校方相關單位（如策略發展辦公室等）提供

近三年之相關資料。 

○2 學程及專班部分，就 EMBA、電資院在職專班、科技

法律組、應用科技組等專班收支進行查核，請會計

室等相關單位提供相關資料（如 98年至 100年度專

班經費收支統計表及該四專班本年度經費支出明細

表等）。 

2、100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綜合簡報： 

（1）本校 100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100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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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選產生新任經費稽核委員後，委員會開始正式運作。

新任委員（二年任期）為：紀國鐘委員、高正忠委員、

廖威彰委員、陳光興委員及劉尚志委員。續任委員為唐

麗英委員、黃遠東委員、周武清委員（遞補陳秋媛委員）

及李威儀委員。 

(2)依據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遇有需要得召開臨時會

議。」因此本學年分別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100 年 11

月 29 日、101 年 3 月 6 日及 101 年 5 月 16 日召開四次

會議。 

(3)本學年度完成重要工作如下： 

○1 完成本校 99年度決算財務狀況查核及「管理一館增建

整修工程檢討報告」，並於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100年 12月 21日)提出報告。 

○2 請會計室提送「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辦理情形送本會查核，並聘請輔仁大學會計系蔡

博賢老師（輔大會計室主任、經濟部會計制度與內部

稽核制度審議委員會委員）為本會專業諮詢人士，提

供查核重點及方向等專業意見，協助本會相關稽核作

業。 

○3 查核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及分配狀況，

並具體建請頂尖計畫辦公室將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經費分配之決策程序、分配原則及分配結果（以學

院、頂尖中心及處室分項）提校務會議報告。 

○4 檢視本校「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勵

補助」及「研究成果獎勵」經費使用狀況，並具體建

議研發處依本會要求作出統計資料後，每年定期提校

務會議報告。 

(4)目前尚進行之查核工作： 

○1 100年度決算。 

○2 五項自籌收入就捐贈收入之收支情形進行查核。 

○3 學程及專班部分，就 EMBA、電資院在職專班、科技法

律組、應用科技組等專班收支進行查核。 
 

（四）舉薦委員會 



5 

 

 1、為簡化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審查流程，本校「舉薦委員會

設置辦法」併入「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

織規程」修正，並廢除「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2、「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廢除案業經本校舉薦委員會 101

年 5 月 15 日至 101 年 5 月 17 日 12 時通訊投票通過。 
 
（五）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 

  本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提案計 20 案，業經 101 年 5 月 30 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本次會

議討論。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請參閱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四、專案報告  

(一)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報告 

依據 101年 3月 6日「100學年度第 3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

錄」決議，由本辦公室作「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分

配之決策程序、分配原則及分配結果」之說明，說明內容另參

簡報。 

(二)研發處報告 

依據 101 年 5 月 16 日「100 學年度第 4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記錄」決議，由本處做「100年度彈性薪資暨獎勵補助」及「100

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獎勵」經費執行狀況說明，說明內容請另參

簡報。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

修正草案，請討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 

說  明： 

一、因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際受理之申請調查案範圍係包含性

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為符現況擬修正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文字。 

二、另為健全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之代表性，擬增加職工代

表委員，擬修正本法第三條文字。 

三、另依據 100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報告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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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將性平會下所設之性騷擾處理小組更名為性侵害或性騷擾

處理小組」之訪視建議，擬修正本法第六條文字。 

四、本案業經 101 年 3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二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會議通過（附件 2，P.21）。 

五、檢附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

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3，P.22~P.2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八條修正草案，請討論。（人

事室提） 

說  明： 

一、本案係配合教育部 99年 3月 3日修訂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送審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第 6目規定，放寬對於提

出申請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奉准出國研修者，得不受審查期間

應實際在校任教之限制。對於由本校薦送出國研修者，具有鼓勵

之實益。 

二、本案經 101年 4月 11日 100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8次會議

審議通過（附件 4，P.26）。 

三、檢附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5，P.27~P.32）。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9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本校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及實

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博愛校區自民國 47年開發迄今，歷經五十餘年，目前既有建

物約 19 棟，大多是興建於 40 年前之老舊建築，為提供師生們一

個嶄新的校園，在未來 20年期間博愛校區勢必面臨全面的改建，

故進行博愛校區校園初步規劃，以供未來博愛校區後續推動之參

考。 

二、博愛校區位於新竹市東區十八尖山下，前臨博愛街、後接學府路，

西側為食品路，校區面積約 11公頃，基地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範圍內之「文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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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規劃配置構想除檢討校區內既有道路動線，並同時納入頂尖

計畫中「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之籌建，以塑造新「校園大

道」軸線串連新舊建物空間區塊及重新規劃博愛校區西側運動球

場之配置，期望推動以生物科技為基礎，將博愛校區發展成生物

與生醫工程園區，並結合生態建築工法，串連基地內部既有的綠

與水資源，分區設定使用區域與強度，以維持校園內良好視覺景

觀與優質休憩空間，營造都市中珍貴的生物多樣化生態系統。 

四、有關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及實

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請參閱附件 6（P.33~P.35）。 

五、本案業經101年5月17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12票) 

主席裁示：請總務處儘快完成壘球場地，並研擬將相關體育設施之規劃列

入中長程計畫。 

 

案由四：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

請討論。(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說  明：  

一、增訂「對性別平等案件處理結果不服，未依程序先行提請申復者」

其救濟程序逕提申訴不符受理資格。 

二、本案業經 101年 3月 23日 100學年第 9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議通過（附件 8，P.46）。 

三、檢附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9，P.47~P.51）。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五：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請討論。(校長交議--秘書室提) 

說  明： 

一、為簡化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審查流程，擬將本校「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併入「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正，並廢除「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舉薦委員會」係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規定(附件 10，P.52)之

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議之一，擬由「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



8 

 

查委員會」取代「舉薦委員會」，納入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議之

一。 

三、「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廢除案業經本校舉薦委員會通訊投票

通過(附件 11，P.53)。 

四、此修正案業經 100學年度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附件 12，P.54~P.55)。 

五、檢附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3，P.56~P.59)，以及現

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14，P.60~P.61)。 

六、依大學法規定，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詳細任務及組織應於組織

規程定之，故承說明二所述，此修正案若經校務會議通過，本校

組織規程第 14條規定須配合修正。 

決  議：本案交付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送校務會議。 

 

案由六：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請討論。(校長

交議--秘書室提) 

說  明： 

一、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案，

經通過後，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條文及組織系統表需予修正。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有關舉薦委員會名稱、任務

及組成，依修正通過之「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

織規程」修正；組織系統表中「舉薦委員會」修正為「名譽博士

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三、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本校組織規程

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5，P.62~P.75)及本校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

(附件 16，P.76~P.79)。 

決  議：本案交付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送校務會議。 

 

案由七：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本案陽明大學已經代表台聯大系統於 100 年 12 月底，將 102 學

年度「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送到教育部審核，台聯大

系統除陽明大學外，其餘三校僅需完成各自校內申請程序，待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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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學申請計畫書通過後即可與其他三校進行連結。 

(二)本學程已經通過生科系（附件 17，P.80~P.82）及生科院院務會

議（附件 18，P.83~P.84），茲補提程序將計畫書送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核。 

二、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7，P.36~P.45）。 

三、檢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19，P.85~P.103） 

決  議：  

一、本案刪除原說明二「教務處說明：本國生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

總量調整。」之文字，爰原說明三及說明四之序號，修正為說明

二及說明三。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9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八：擬申請設立「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案，請討

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光電工程學系說明 

(一）「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預定於 103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士生，且由交通大學送案申請。 

（二）本學程學生名額為外加名額，由台聯大系統負責聯合招生、宣傳

第一年將招生 20 名博士生(約每校 5 名)，有研究潛力學生給予

獎學金至多 12 名。交大現行的「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可提

供授課之專業課程。畢業資格，由學籍所在學校管理，授予博士

學位，並加註「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學位。 

（三）本學程業經 100 年 9 月 14 日光電工程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務會議討論通過（附件 20，P.104）。 

（四）因計畫書再次修訂及增加其他三校的部分，再提 101 年 5 月 4

日光電工程學系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系務會議通訊審議通過（附

件 21，P.105），並經電機學院 100 學年度院務會議通信投票通

過（附件 22，P.106）。 

（四）本案須經四校系務、院務、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 

（五）目前台聯大四校正積極推動「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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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程」，以招收優秀的國際學生。台聯大四校於光電領域擁有

堅強、完整、龐大的師資陣容，有頂尖的教學環境，有豐富的研

究資源，也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四校中已有多達數十項光電領域

課程以英文授課，光電領域之國際學生(交換)人數亦接近百位，

可更進一步邁向國際化。透過教師的國際化、研究的國際化、課

程的國際化、學生的國際化等四面向規劃，結合實務教學與實習

制度，銜接現有台聯大碩士學位學程，整合各校國際研究生的招

生與課程，以吸引更多優秀國際科技尖兵。 

二、教務處說明：本案申請於 103 學年度增設本學程，依據教育部總

量作業標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預計於 101 年 12 月報教育部審

核。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四、檢附「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23，P.107~P.15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6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九：為推動校園規劃及中長程發展，總務處擬將轄下勤務組裁撤並新

設校園規劃組一案，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校園規劃與改造必須配合本校發展目標及校務資源計畫，定期檢

討及提出未來校園整體發展藍圖，在獲得校內共識及支持下，依

據發展藍圖，確保校園環境有秩序及完整的開發與發展。為確保

規劃工作長期而持續地進行，規劃方針能永續推動與落實，實應

成立專責的規劃作業單位，在現有「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園

建築及景觀審議委員會」的指導下，以專業的角度持續進行校園

整體規劃工作及校園開發準則訂定，以保障校園景觀與建設品

質。 

二、多年來校園整體規劃工作並無統籌單位負責，甚者，同一時間由

不同單位負責不同規劃任務，因此規劃成果散落無法有效傳承與

持續更新檢討。現階段校園整體規劃工作暫由總務處營繕組負

責，由於營繕組主要以興建校園各項建築、機電工程及設備維護

等工作為主，人員組成主要為土木及機電人員，又近年來本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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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大型工程陸續展開，包括人社三館、研究生第三宿舍、立體機

車棚、動物中心、跨領域生物醫學大樓等工程興建，在人力及專

業上對應重大校園規劃業務，常有力有未逮之處。再者，校園整

體規劃工作內涵屬於先期計畫性質或可行性評估工作，此和在經

費與計畫內容明確下執行之重大建設任務實屬兩種不同角色之

工作。 

三、本處勤務組於92年成立，其現有任務為招待所（原保管組業務）

及餐廳（原事務組業務）經營管理，經檢討並無明顯成效，故擬

將其裁撤，其現有任務移回原負責單位辦理，相關業務人員亦一

併分別移回保管組及事務組。 

四、為了因應未來各校區不斷發展，例如近期之博愛校區再造與光復

校區校園建設之完整或中期之竹北校區開發，各項工作面向及投

入內容經緯萬端，亟需穩定及規劃專業人力（都市計畫、都市設

計、建築、地政）投入推動，以因應業務需求。考量總務處各組

人力及專業分工，並使規劃成果能有效傳承，確保校園環境有秩

序及完整的開發與發展，本處擬新成立「校園規劃組」，負責校

園整體規劃工作，有關校園規劃組所需人力由總務處既有員額新

聘及既有專業人力調整支應。 

五、校園規劃組未來主要負責業務為校園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工

作，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擬定與檢討校園整體發展計畫、可用資源

評估、全校空間管理與評估、建立校園規劃資訊智庫系統（KM 

SYSTEM）等一切與校園發展有關之事項。 

六、本案經提101年5月11日100學年度第27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附

件24，P.156~P.157），依程序提報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

論，並就組室異動乙節修訂「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報部核

定（附件25，P.158~P.162）。 

七、本案業經101年5月17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9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本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請討論。（國際

處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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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之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為 92年 6月 27日行政會議修

訂通過，除年代久遠未符現況外，其性質為行政會議下設之委員

會。 

二、惟國際化推動委員會乃協調跨單位之業務，為順利推動學校整體

國際化策略業務，業於 100 年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本校組織

規程第二十八條，將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訂為校級委員會，並於 101

年 1月 3日陳報教育部核定（附件 26，P.163）。 

三、爰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修正「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

要點」草案。並經 100年 11月 25日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附

件 27，P.164）。  

四、檢附本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28，P.165~P.167）。 

決  議：王冠翔代表提出之修正案：「請於第二條增列學生代表」。爰修正

條文第二條文字修正為「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一

人、國際長、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及由學生聯合會推選學生代表二人(大學部及研究所各

一名)為當然委員，另聘系所教師五至七人為委員。」 

前述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6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一：本校學則第 26、46、49條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附件

29，P.168~P.169）。已詳列符合提前畢業條件，學則 26條簡化

條文，不重覆陳列。 

二、為將學生之交流學習擴及大陸地區學校，原「國立交通大學與國

外大學合作頒授學位辦法」已修正為「國立交通大學與境外大學

辦理雙聯學制辦法」並已業經教育部 101 年 1 月 6 日臺高 (二)

字第 1000236210號函備查，學則第 46條亦一併修正。 

三、依教育部 101 年 1 月 10 日臺高 (二)字第 1000236226 號函示:

第 49 條所定「核備」文字請釐請相關程序究為「核定」或「備

查」後配合修正為「…校務會議○○，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附件 30，P.170~P.171）。 

四、本案業經 100 年 12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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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P.172~P.173）及 101 年 3 月 8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

議（附件 32，P.174~P.176）通過修正為「…校務會議核定後公

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五、檢附本校學則第 26、46、49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全文（附件 33，P.177~P.187）。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7票，不同意 1票) 

 

案由十二：本校「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設單位變更案，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說明： 

(一)本學位學程經教育部核准於 97 學年度以跨學院方式設立，合設

學院含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管理學院。 

(二)資訊學院業於 101 年 4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資訊學院第 3 次院務

會議決議不納入合設單位（附件 34，P.188），擬請同意撤銷合

設。 

(三)另參與本學程合設單位之一管理學院，前經 98 年 5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規會決議撤銷（附件 35，P.189）並至 98 年 6

月 10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報告核備（附件 36，

P.190~P.191）。惟經報請教育部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組織系統

表），承辦科表示須先報部核定變更合設學院後，始能據以修正。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非屬總量作業，如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即專案報請

教育部核備變更合設單位。 

三、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7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三：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修正案，請討

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8日臺訓（一）字第 1010006283號函建

議辦理（附件 37，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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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性霸凌之議處，並為避免語意不清造成混淆，擬修改第七條

第六款、第八條第十一款。 

(二)為使受規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使規範更為明確，於本法

第三條界定獎勵之大小、懲罰之輕重區分。並視其犯意或造成損

害之不同酌情施以不同程度之懲處，礙難於條文中逐一條列之。 

二、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獎懲委

員會通過（附件 38，P.193）。 

三、檢附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39，P.194~P.200）。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6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四：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教務

處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一)近幾年由於基本學歷有漸漸提高至碩士學歷的趨勢，預計未來碩

士在職專班的進修市場需求會逐漸縮小，參考近幾年專班報名人

數等統計資料，錄取率也有提高的現象。 

(二)依據本校 100 年 6 月 17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規

劃簡報會議」之附帶決議：「為降低本校生師比，除少數學院（客

家學院、理學院、光電學院）外，自 101學年度起，各學院在職

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三)101 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總數已調降 20

％，考量實際專班運作模式及成本，將無法以逐年減招 20％的

方式來走向停招。 

(四)綜合上述說明及考量到考生對招生已有期待，因此擬再招生 1

屆，自 103學年度起停招。 

(五)本案業經 100 年 10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機學院/資訊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第 1 次專班委員會議（附件 40，

P.201~P.202）、100年 11月 8日電機學院院主管第 4次會議（附

件 41，P.203）及 100年 11月 17日 100學年度電機學院第 1次

院務會議通過（附件 42，P.204）。 

二、教務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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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 103學年度停招案，如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教

育部總量作業規則，於明(102)年 6月報教育部。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五：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教務

處提) 

說  明： 

一、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一)近幾年由於基本學歷有漸漸提高至碩士學歷的趨勢，預計未來碩

士在職專班的進修市場需求會逐漸縮小，參考近幾年專班報名人

數等統計資料，錄取率也有提高的現象。 

(二)依據本校 100年 6月 17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規

劃簡報會議」之附帶決議：「為降低本校生師比，除少數學院（客

家學院、理學院、光電學院）外，自 101學年度起，各學院在職

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三)101 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總數已調降 20

％，考量實際專班運作模式及成本，將無法以逐年減招 20％的

方式來走向停招。 

(四)綜合上述說明及考量到考生對招生已有期待，因此擬再招生 1

屆，自 103學年度起停招。 

(五)本案業經 100 年 10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機學院/資訊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第 1 次專班委員會議（附件 40，

P.202~P.203）、101 年 1 月 3 日資訊學院院主管第 7 次會議會

議（附件 43，P.205~P.206）及 101 年 4 月 23 日資訊學院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44，P.207）。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為 103學年度停招案，如經本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教

育部總量作業規則，於明(102)年 6月報教育部。 

三、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4票，不同意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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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六：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教務處

提) 

說  明： 

一、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0 年 6 月 17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00-101 年學院

精進教學規劃簡報會議」之附帶決議：「自 101 學年度起工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二)依據上述決議，本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將逐年縮減，學生人

數不足壓縮課程之開設與經費收入，經估算後 103 學年度本院專

班經費將呈不足而使後續運作面臨窘境，故 101 年 1 月 12 日工

學院在職專班 100 學年第 3 次會議（附件 45，P.208）決議擬於

103 年度起全面停止招收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2 月 22 日工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

過（附件 46，P.209）。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為 103 學年度停招案，如經本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教

育部總量作業規則，於 102 年 6 月報教育部。 

三、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7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七：華語中心擬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心，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目前華語中心主要業務包含：外籍、僑外學生中文課程之規劃與

授課、開設華語文化推廣教育課程、培訓課程、工作坊以及舉辦

比賽活動等。 

二、因華語中心為教學單位且管理外籍（僑）生之華語課程開授事宜，

調整組織於人社學院語言中心，除教學資源可統整共享外，將可

使華語中心之功能確實發揮。 

三、本案業經 100年 11月 3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務處主管會議（附

件 47，P.210）、101 年 1 月 13 日語言與教學研究中心 100 學年

度第 5 次行政會議暨第七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附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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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1~P.212）、101年 4月 19日人文社會學院 100學年度第 2次

院務會議（附件 49，P.213），以及 101 年 4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

第 2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50，P.214）。 

四、本案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4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八：擬成立校級研究中心--「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請討

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8條及第 40條（附件 51，P.215），以及本校

附設機構及中心設置辦法第 2條規定辦理（附件 52，P.216~P.217）。 

二、開放式數位學習已成為全球重要趨勢，世界各國紛紛推廣，並列

為國家重要教育政策。 

三、我國大學的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運動於 2007年由

本校開始推動以來，已經有 27 所大專校院陸續加入，並組成台

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CW Consortium, TOCWC)，有效的結

合網路與知識傳遞，使全世界的華文使用者都能共享知識經濟時

代的發展成果。且由於國內各大學所提供的開放式課程精緻、多

樣及快速成長，極有機會形成一獨特且重要的華文開放式學習

雲。 

四、本中心設立的目的就在研究如何設計、製作、傳播、推廣及運用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及任何與開放教育相關的各種議題，並致力於

推動開放教育。研究中心初期(三年)的研究發展方向將至少包

括: 

(一)高等教育數位內容典藏標準的研究。 

(二)開放式雲端學習動機、模式與成效的研究。 

(三)開放式數位教學應用於行動載具的研究。 

(四)開放式學習雲與社群學習的互動研究。 

(五)開放式數位教學內容設計的研究。 

(六)其他與開放式教育相關的創意研究或概念發展。 

五、作為國內第一所投入開放教育資源研究的校級研究中心，期待可

以促使本校成為華人世界中研究開放教育及雲端學習的先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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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 

六、本案業經 101年 2月 21日第 7次研發常務委員會提案討論通過

（附件 53，P.218）。 

七、檢附「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附件 54，

P.219~P.232）、「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教育資源研究中心

組織章程（草案）｣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55，

P.233~P.234）。 

八、本案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7，P.36~P.4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十九：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討論。（研

發處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附件 56，P.235）修正本辦法名稱及

調整說明文字，並規範新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內容，

使其文件更完備，爰修正部分條文。 

二、本設置辦法修正，業經 101年 5月 9日 100學年度第 9次研究發

展處研發常務會議（附件 57，P.236）、101 年 5 月 11 日 100 學

年度第 2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附件 58，P.237）。 

三、檢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59，P.238~P.243）。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8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十：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案，請討論。（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辦公室） 

說  明： 

一、「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經台灣聯大 99年

度第 1 次四校校長會議同意通過，於 2010 年 3 月正式成立。除

了持續推動學術研究的深耕與國際化之外，「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亦推動國際學程，以便進一步促成文

化研究學程的國際化。 

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之成立申請案於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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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 3 次四校校長會議初審通過（附件 60，P.244），並於 101

年 4 月 27 日經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統委員會會議正式通過（附

件 61，P.245）。 

三、根據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附件 62，P.246~P.248）

第 4條「大學系統之變更及停辦，應經參與系統學校校務會議通

過後，依原核定成立程序辦理」以及第 7條「大學系統系統委員

會，其任務第五項系統行政組織與跨校研究中心之設立、變更及

停辦之審議」之規定，將「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成立計

畫書送交四校校務會議。俟其通過後，再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行

政總部提報教育部核定。 

四、檢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成立計畫書｣（附件

63，P.249~P.267）。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9票，不同意 0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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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前次會議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本校「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

程」，擬自 102 學年度起裁撤案。 

 

依據教育部總量作業規範，將於 101

年 6 月提報教育部，若奉核准，自

102學年度生效。 

教務處 

二 

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除校

務規劃委員會外) 委員之選舉，擬

採行不同方式辦理，並修正原於

8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

過之提名及選舉方式案。 

101學年度之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

會之選舉將維持原有之提名及選舉

方式，即援依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

會議決議辦理。 

秘書室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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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民國 101年 3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02時 00分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裘性天主任秘書、黃世昌總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林進燈教務長 (傅武雄副教務長代)、

白啟光教授、李翹宏教授、許維德教授、林志潔教授、學生代表焦佳弘、學生代表黃

資瑋(王偉庭代)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教官室伍道樑總教官 

請假：許鶯珠主任、方紫薇教授、余沛慈教授、林文玲教授、 

記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業務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0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報告書之訪視建議，修正性騷擾處理小

組名稱。 

二、 為健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之代表性，擬增加職工代表委員。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p31。 

決   議： 照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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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

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

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

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

育之課程、教學及評

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

之防治規定，建立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

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別工作

平等法」、「性騷擾防治

法」、「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防治準則」有關之

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

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

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

育。 

八、其他關於性別平等教育

事務。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

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

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

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

育之課程、教學及評

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

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

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

等教育法」、「校園性侵

害 或 性 騷 擾 防 治 準

則」、「兩性工作平等

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

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

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

育。 

八、 其他關於性別平等

教育事務。 

一、第二條第五項兩性工作平

等法配合原法名稱已變更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修

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二、另因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實際受理之申請調查

案範圍係包含性別平等教

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及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為

符現況擬新增「性騷擾防

治法」。 

 

第三條  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十七人，校

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 

第三條  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十五人，校

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 

為健全性平會成員代表之完

整性，擬納入職工代表委員。 

職員(含約聘雇人員)代表部

分，擬請本校人事室統一辦理

票選工作。另校技工代表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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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然委員：由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諮商中心主任

擔任之。 

三、遴選委員：主任委員就

具性別平等意識或具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

域之教職員中聘任之。 

四、職工代表委員：職員(含

約聘僱人員)及校技工

代表各一人擔任之。 

五、學生代表委員：以大學

部、研究所各一人擔任

之，任期與學聯會學生

代表任期同。 

二、當然委員：由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諮商中心主任

擔任之。 

三、遴選委員：主任委員就

具性別平等意識或具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

域之教職員中聘任之。 

四、學生代表委員：以大學

部、研究所各一人擔任

之，任期與學聯會學生

代表任期同。 

 

分，擬請本校總務處統一辦理

票選工作。 

第六條    本會設性侵害或

性騷擾處理小組，處理「性

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

平等法」、「性騷擾防治

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防治準則」之申請調查事

件，該小組設置要點另訂

之。 

    本會得視任務需要，設

置教育、活動、空間等各功

能小組，由主任委員自委員

中指定各組召集人。 

第六條   本會設性騷擾處理

小組，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之申請事件，該小組設

置要點另訂之。 

      本會得視任務需要，設

置教育、活動、空間等各功

能小組，由主任委員自委員

中指定各組召集人。 

一、為配合處理小組之實際調

查範疇，擬修正為性侵害

或性騷擾處理小組。 

二、另因本校處理小組之調查

範圍已含括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

騷擾防治法、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等申請

調查事項，擬修訂該處理

小組之處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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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3.09.24 93 學年度第三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93.10.06 93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6.10.02 96 學年度第一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96.10.31 96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3.28 100 學年度第二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

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之規定，特設置「國立交通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

果。 

二、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

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三條  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十七人，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 

二、當然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諮商中心主任擔任之。 

三、遴選委員：主任委員就具性別平等意識或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教職員中

聘任之。 

四、職工代表委員：職工代表委員：職員(含約聘僱人員)及校技工代表各一人擔任

之。 

五、學生代表委員：以大學部、研究所各一人擔任之，任期與學聯會學生代表任期

同。 

第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為原則，任期自次屆委員產生時為止，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於委員中遴選之，以協助推行本會相關業務。 

第六條  本會設性侵害或性騷擾處理小組，處理「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

騷擾防治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之申請調查事件，該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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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之。 

本會得視任務需要，設置教育、活動、空間等各功能小組，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指

定各組召集人。 

第七條  本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但遇到重大事件或經委員五人以

上之請求，主任委員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之會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一般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調查報告之通過等重大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八條  學校應編列預算以支應本會所需經費。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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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8次會議紀錄(節錄) 
                                                                                                                                                                                                                                                                                                                                                                                                                                                                                                                                                                                                                                                                                                                                                                                                                                                                                                                                                                                                                                                                                                                                                                                                                                                                                                                                                                                                                                                                                                                                                                                                                                                                                                                                                                                                                                                                                                                                                                                                                                                                                                                                                                         

壹、時間：101年 4月 11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貳、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許副校長千樹                              紀錄：徐碧霞 

出席人員：應到 31 人，實到 23人（含代理 2人），請假 8人 

林教務長進燈、盧院長鴻興、陳院長信宏、陳院長俊勳（蔡佳霖教

授代理）、曾院長煜棋（莊榮宏教授代理）、郭院長良文、張院長新

立、黃院長鎮剛、楊主任委員永良、賴暎杰委員、溫瓌岸委員（請

假）、徐慰中委員（請假）、李素瑛委員、莊  重委員、王蒞君委員、

陳秋媛委員、陳月枝委員、林清發委員、黃金維委員（請假）、白曛

綾委員（請假）、姚銘忠委員（請假）、張明峰委員（請假）、包曉天

委員、唐麗英委員（請假）、辛幸純委員（請假）、葉修文委員、王

雲銘委員、莊英章委員、廖威彰委員、趙如蘋委員 

列席人員：人事室蘇主任義泰                               

 

肆、報告事項： (略) 

   

伍、討論事項：  

案由十三：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八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如

附件十三，P.491）。 

說  明： 

一、本案係配合教育部規定放寬：對於提出申請後，審查過程中，教師

奉准出國研修者，使其不受審查期間應實際在校任教之限制。特別

對於由本校薦送出國研修者，具有鼓勵之實益。 

二、因各系級教評會升等評審即將開始作業，為避免影響已符合資格教

師權益，擬先單獨提案以爭取時效。 

三、檢陳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 8條修正草案對照表，擬提

請教評會審議。 

    決  議：經在場 19位委員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得票數 
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 

19 0 通過 

以下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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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各系級單位應依

相關規定訂定教師評審辦

法，送院級教評會核備後實

施。 

系級教評會應於每年

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擬升

等教師著作審查、升等評審

作業，並將推薦升等教師名

單、著作審查人名單及著作

審查迴避名單送院級教評

會召集人備查。 

前項系級教評會辦理

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之人

數不得少於三人。 

系級教評會在評審講

師升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時，僅由副教授及教授參與

評審；而在審副教授升教授

時，僅由教授參與評審。 

助教擬升講師者，須有

任課機會始得推薦。 

擬升等教師升等案於

各級教評會審查期間應實

際在校任教。但提出申請

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

進修、研究、講學，則不在

此限。 

本校新進教師提出升

等申請前須先通過教師評

量。 

第八條    各系級單位應依

相關規定訂定教師評審辦

法，送院級教評會核備後實

施。 

系級教評會應於每年

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擬升

等教師著作審查、升等評審

作業，並將推薦升等教師名

單、著作審查人名單及著作

審查迴避名單送院級教評

會召集人備查。 

前項系級教評會辦理

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之人

數不得少於三人。 

系級教評會在評審講

師升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時，僅由副教授及教授參與

評審；而在審副教授升教授

時，僅由教授參與評審。 

助教擬升講師者，須有

任課機會始得推薦。 

擬升等教師升等案於

各級教評會審查期間應實

際在校任教。 

本校新進教師提出升

等申請前須先通過教師評

量。 

 

依教育部 99 年 3 月 3 日修訂

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

審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一項第

四款第 6 目規定：「教師提出

申請資格審定，應有在校任教

授課之事實，以全時在國內、

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

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

送審教師資格。但提出申請

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

修、研究、講學，則不在此

限。」，爰配合修正本校規定，

以激勵本校教師發展國際學

術交流。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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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修正草案) 
68.11.1本校 6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70.12.2本校 7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76.2.25本校 7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77.11.23本校 7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78.11.24本校 78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79.4.23本校 78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79.11.26本校 79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0.3.14本校 79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0.10.23本校 80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0.12.11本校 80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1.3.10本校 80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1.12.23本校 81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3.4.20本校 82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8.3.24本校 87學年度第 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8.5.19本校 87學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8.6.11本校 87學年度第 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9.5.18本校 88學年度第 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增列第 16條第 2項 
89.6.21本校 88學年度第 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14條 
89.12.12本校 89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12條 
91.3.12本校 90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 2、3、4、  
5、9、10、13條及第 14條 
91.9.23本校 91學年度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8 條 
93.7.8本校 92學年度第 8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11 條 
94.9.29本校 94學年度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16 及第 17條 
96.3.13本校 95學年度第 6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6、8條 
97.3.25 本校 96 學年度第 9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4、5、10、11、
14 條條文，並增訂第 3 條之 1、4 條之 1、14 條之 1 及刪除第 12 條
條文 
97.4.29本校 96學年度第 10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5、7、8條條文 
97.12.17 本校 97 學年度第 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全文 21 條；原名
稱為「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評審作業施行細則」 
98.04.29 本校97學年度第6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至第13條 
98.05.06 本校97學年度第7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3條(增訂第
2項)及第14條 
98.05.13 本校97學年度第8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5條 
98.06.03 本校97學年度第9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1條、第12
條、第15條至第20條 
98.11.18 本校98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4條、第12條、第
19條條文 
99.04.28 本校98學年度第9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12條、第15條條文 
99.05.26 98學年度第1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4條 
99.06.09 本校98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及第15條第1
款前段 
99.10.27 本校9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5條及第19條 
100.03.23 本校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第 7條、
第 8條、第 9條、第 11條、第 12條及第 14條文 
101.02.15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 條、
第 14條、第 15條及第 20 條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及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

程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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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人事室於每年三月卅日前個別通知已符升等年資之教師。 

 

第   三   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級、院級、校級教評會）之召開，均以達

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為必要條件。 

當學年度各級教評會未組成前，其工作由上學年度各級教評會繼續負責。 

 

第   四   條 申請升等教師(以下簡稱擬升等教師)應於每年六月一日前將下列各類送審

資料送所屬系級單位彙整： 

一、研究著作：代表作(合著者須附合著人證明)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

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

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及歷年著作一覽表各三份。 

二、教學資訊：五年內所有教學評鑑結果(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統計)、開課狀

況及有關資料(如講義教材、教學理念等)。 

三、服務(含輔導)資訊：五年內有關服務之各種文件及說明。(以下條文服

務均含輔導) 

四、其他：依各系院級教評會之需求所提出之必要文件。 

教師曾於前述期間內懷孕或生產，若檢具證明經所屬院級教評會核可後，得

將前述四款送審資料之年限延長二年。 

 

第   五   條 藝術類科教師若經各級教評會認可以作品或成就替代研究著作升等者，其評

審辦法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研究著作不限篇數，惟應自選其中一篇為代表作，以備提送

著作審查人審查。其具有連續性之著作，可合併為一代表作。舊制助教(註)

及講師之升等代表作應分別達碩士及博士論文水準，助理教授及副教授之升

等代表作，須有獨立研究之能力及表現。 

註：舊制助教係指 86 年 3 月 19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任用之人員，

爾後如無此類人員則自動失效。 

 

第   七   條 送審代表作、參考著作，以已出版者為限；尚未出版之代表作、參考著作，

應在六月一日以前提出已被接受發表（刊登或出版）之證明。其他有關著作

之規定，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一條至第十六條規

定辦理。 

前項擬升等教師所提出代表作已被接受發表（刊登或出版）之證明，應為自

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日期一年內發表者始得送審，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

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擬升等教師之事

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刊登或出版）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

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

內為限。經校級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八   條 各系級單位應依相關規定訂定教師評審辦法，送院級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系級教評會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升等評審

作業，並將推薦升等教師名單、著作審查人名單及著作審查迴避名單送院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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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召集人備查。 

前項系級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系級教評會在評審講師升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時，僅由副教授及教授參與

評審；而在審副教授升教授時，僅由教授參與評審。 

助教擬升講師者，須有任課機會始得推薦。 

擬升等教師升等案於各級教評會審查期間應實際在校任教。但提出申請後，

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修、研究、講學，則不在此限。 

本校新進教師提出升等申請前須先通過教師評量。 

 

第   九   條 各級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審查人不應由送審人建議名單，但送

審人可提供迴避名單，人數至多三人，迴避名單應送各級教評會召集人存

查。審查人應為校外專家學者並與擬升等教師專業領域相符。審查人如有下

列情形者，應予迴避：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與送審人曾在同一學校服務。 

四、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 

第   十   條 各系級單位將推薦升等教師之相關資料送達各相關院級教評會後，各院級教

評會隨即視各單位之推薦及送審資料是否合於第四條至第九條之規定加以

初審。 

 

第  十一  條 擬升等教師通過初審後，院級教評會應即對其教學(含服務)進行第一階段之

複審。擬升等教師之教學(含服務)成績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評定推薦或

及格（八十分以上）者(評分不及格者應敘明具體理由，未敘明理由者該票

不予計算），即可進入第二階段之複審，否則即為不推薦升等。惟經院級教

評會同意，第一階段之複審與第二階段之複審得同時進行，但教學(含服務)

應先行評定，且教學(含服務)、研究二項審查結果應分別獨立進行評定。 

 

第  十二  條 系級教評會應對每一擬升等教師擬定至少七位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符之國

內外專家學者為著作審查人選，供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參考。院級教評會召集

人應擇聘著作審查人至少四人，以辦理每一擬升等教師第二階段之複審:著

作審查，並將系級教評會擬定之著作審查人員名單及其所選著作審查人名單

於送審前送校級教評會召集人備查。 

著作審查人應對擬升等教師之研究著作就以下四種方式表示意見： 

(甲)傑出 (Excellent) 

(乙)優良 (Good) 

(丙)普通 (Average) 

(丁)欠佳 (Below Average)。 

三分之二以上之著作審查人(含系級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之審查

人)對擬升等教師研究著作之外審意見勾選「傑出」或「優良」，且升等副教

授者，尚須四分之一以上勾選「傑出」，升等教授者，尚須三分之一以上勾

選「傑出」，始達到院升等推薦標準，否則即為不推薦升等。若各院有更嚴

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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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院級教評會於評審助理教授升副教授時，僅由副教授及教授參與評審；於評

審副教授升教授時，僅由教授參與評審。 

院級教評會得視需要安排升等教師公開演講，並邀請院級教評會委員參與。 

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申請升等時，除代表作外得另撰具工作心得報告，送由相

關單位主管加註評語後，以『工作心得報告』方式發行，並提請院級教評會

審查。 

各院級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應考量並尊重各系所教師專業屬性，並依本細

則之評審標準訂定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審辦法，送請校級教評會核備後

實施。 

 

第  十四  條 院級教評會應於每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完成升等複審作業，向校級教評會提

供推薦及不推薦升等名單，並附擬升等教師資料、系級及院級教評會評審意

見書及研究、教學之分項審查結果。院級教評會不推薦者由院級教評會通知

當事人，如有不服，得於五天內，以書面說明向院級教評會提出申請復議。 

 

第  十五  條 校級教評會應於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召開審查決審會議，必要時並得安排

升等教師演講。 

前項升等審查，校級教評會應先評定教學(含服務)成績，通過者，再評定其

研究成績，二項成績獨立評定，且其研究及教學(含服務)經評定均符合以下

規定者即通過升等，否則即為不通過升等： 

一、研究部分： 

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並尊重院級教評會著作審查結果。校級教評會委

員認為著作審查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或對審查意見提出具專業學術依據

之質疑理由，或對審查意見有疑義，可能動搖著作審查之可信性與正確

性時，得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再送請著作審查人進行著作審

查，其送審人數就有疑義之審查意見人數決定之，其名單由院級教評會

以二倍數提供，經校級教評會召集人決定之。校級教評會所送之著作審

查併同院級教評會所採計著作審查結果合計達三分之二以上評定為傑

出或優良者，且升等副教授者，尚須四分之一以上勾選「傑出」，升等

教授者，尚須三分之一以上勾選「傑出」。系級教評會及院級教評會於

審查擬升等教師研究部分有疑義時，得比照辦理。 

二、教學服務部分： 

由出席委員就擬升等教師之教學(含服務)成果做綜合評量後加以評

分，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定為及格（八十分以上）者（評分不及

格者應敘明具體理由，未敘明理由者該票不予計算）。校級教評會針對

擬升等教師之教學(含服務)評量標準另定之，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決審未通過升等者由校級教評會彙集評分不及格者之具體理由通知當事

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通知書五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向校級教評會

提出復議，復議時如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得變更原決審，復

議以一次為限。 

前項教師對於復議結果仍有異議者，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要點之規定，向該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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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條 

 

各級教評會對於擬升等教師研究項目，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

由，動搖原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原著作審查人之意見。 

 

第  十七  條 通過審查之升等教師，由學校依規定造冊報請教育部核備並發給教師證書。

報部核備期間依規定應仍以原職任教及支領原職級薪資，俟發給證書後，再

於原聘書加註通過升等時間及補發薪資差額(年資起計年月依教育部核定之

日期為準）。 

 

第  十八  條 本校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級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

律規定顯然不合時，院級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級教評會對院級

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同。 

 

第  十九  條 系(所)、院級教評會對擬升等教師教學(含服務)及研究成績之升等門檻，如

定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二十  條 本細則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於本細則 101年 3月 1日修正條文發布施行前已在職且取得升等資格之專任

教師（已擔任講師、助理教授或副教授滿三年以上者），適用原有規定。尚

未取得升等資格者，於本細則施行日二年內申請升等時，得選擇適用修正前

之升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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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5月 1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黃世

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研發長代）、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

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楊永良主任委員、盧鴻興院長、陳信宏院長、

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張新立院長、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

代）、黃鎮剛院長、陳信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蘇朝琴委員、黃遠東

委員、李大嵩委員、崔秉鉞委員、紀國鐘委員、陳榮傑委員、謝續平

委員、林清發委員、韋光華委員、金大仁委員（謝宗雍教授代）、黃華

宗委員、陳永富委員、陳登銘委員、林貴林委員、洪志真委員、任維

廉委員、劉尚志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曾成德委員、趙瑞

益委員、莊雅仲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林伯昰委員、徐煊

博委員、林玥妏委員、林威辰委員 

請  假：傅恆霖學務長、徐保羅委員、鍾崇斌委員、馮品佳委員、李秀珠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龔書章主任委員(黃世昌總務長代)、人事

室蘇義泰主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楊明幸組長代）、綜合組張漢卿組

長（李秀玲小姐代）、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曾毓忠主任、

電子物理系李威儀教授、生物科技學院何信瑩副院長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本次會議計有 6個提案，另有臨時動議 4案。其中部分議

案業於行政會議等相關會議充分討論過。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1年 3月 1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一)前次會議通過之本校「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擬自 102 學

年度起裁撤｣案，業經 101 年 3 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依據教育部總量作業規範，擬於 101 年 6 月提報教

育部，若奉核准，自 102學年度生效。 

另本案之附帶決議為：「請教務處全面檢視本校教學單位運作之現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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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配合辦理相關變更程序後，再據以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或組

織系統表。｣經教務處檢視本校 100 學年度組織系統表各教學單

位，除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外，目前皆正常招生中。 

(二)前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業已公布於總務處網頁。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業於 101 年 3 月 19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3 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

員會完竣，決議事項詳參會議紀錄（附件 1，P.11~P.14），重要決議

報告如下： 

(一)通過藝文中心擬懸掛帆布廣告於活動中心外牆、浩然圖書館大門

旁外牆、圖書館 B1側門弧形外牆等處案。 

(二)同意「光復校區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新建工程」工區內既有樹木

需辦理移植案，並於設計及施工時應提出對於原地保留樹木的保

護計畫，讓原地保留的樹木能夠獲得妥善的照顧，體育館四周有

受基礎大樓施工影響的樹木亦一併處理。 

(三)同意「光復校區人社三館預定基地樹木移植案｣。 

(四)同意國立清華大學興建學人宿舍之連接道路工程基地須使用本

校位於竹軒及十一舍後方本校土地(大學段 656地號)，既有樹木

因配合用地需求，辦理樹木移植或移除。 

 

主席裁示：有關校園景觀部分，請總務處研議栽植具季節變化之花木，以

增進整體校園美化氛圍。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教務處

提) 

說  明： 

一、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一)近幾年由於基本學歷有漸漸提高至碩士學歷的趨勢，預計未來碩

士在職專班的進修市場需求會逐漸縮小，參考近幾年專班報名人

數等統計資料，錄取率也有提高的現象。 

(二)依據本校 100 年 6 月 17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規

劃簡報會議」之附帶決議：「為降低本校生師比，除少數學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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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院、理學院、光電學院）外，自 101學年度起，各學院在職

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三)101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總數已調降 20％，

考量實際專班運作模式及成本，將無法以逐年減招 20％的方式來

走向停招。 

(四)綜合上述說明及考量到考生對招生已有期待，因此擬再招生 1

屆，自 103學年度起停招。 

(五)本案業經 100 年 10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機學院/資訊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第 1次專班委員會議（附件 2，P.15~P.16）、

100年 11月 8日電機學院院主管第 4次會議（附件 3，P.17）及

100 年 11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電機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附

件 4，P.18）。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為 103學年度停招案，如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教

育部總量作業規則，於明(102)年 6月報教育部。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0票） 

 

案由二：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教務處

提) 

說  明： 

一、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一)近幾年由於基本學歷有漸漸提高至碩士學歷的趨勢，預計未來碩

士在職專班的進修市場需求會逐漸縮小，參考近幾年專班報名人

數等統計資料，錄取率也有提高的現象。 

(二)依據本校 100年 6月 17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規劃

簡報會議」之附帶決議：「為降低本校生師比，除少數學院（客

家學院、理學院、光電學院）外，自 101學年度起，各學院在職

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三)101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總數已調降 20％，

考量實際專班運作模式及成本，將無法以逐年減招 20％的方式來

走向停招。 

(四)綜合上述說明及考量到考生對招生已有期待，因此擬再招生 1

屆，自 103學年度起停招。 

(五)本案業經 100年 10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電機學院/資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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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碩士在職專班第 1次專班委員會議（附件 2，P.15~P.16）、101

年 1月 3日資訊學院院主管第 7次會議會議（附件 5，P.19~P.20）

及 101年 4月 23日資訊學院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附件6，P.21）。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為 103學年度停招案，如經本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教

育部總量作業規則，於明(102)年 6月報教育部。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2票） 

 

案由三：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0 年 6 月 17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00-101 年學院精

進教學規劃簡報會議｣之附帶決議：「自 101 學年度起工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二)依據上述決議，本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將逐年縮減，學生人

數不足壓縮課程之開設與經費收入，經估算後 103 學年度本院專

班經費將呈不足而使後續運作面臨窘境，故 101 年 1 月 12 日工

學院在職專班 100 學年第 3 次會議（附件 7，P.22）決議擬於 103

年度起全面停止招收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2 月 22 日工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附件 8，P.23）。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為 103 學年度停招案，如經本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教

育部總量作業規則，於 102 年 6 月報教育部。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1票） 

 

案由四：本校「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設單位變更案，請

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說明： 

(一)本學位學程經教育部核准於 97學年度以跨學院方式設立，合設學

院含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管理學院。 

(二)資訊學院業於 101年 4月 23日 100學年度資訊學院第 3次院務會

議決議不納入合設單位（附件 6，P.21），擬請同意撤銷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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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參與本學程合設單位之一管理學院，前經 98 年 5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規會決議撤銷（附件 9，P.24）並至 98 年 6 月

10日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報告核備（附件 10，P.25~P.26）。

惟經報請教育部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組織系統表），承辦科表示

須先報部核定變更合設學院後，始能據以修正。 

二、教務處說明： 

本案非屬總量作業，如經校規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即專案報請

教育部核備變更合設單位。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4票） 

 

案由五：華語中心擬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心，請討論。(教

務處提) 

說  明： 

一、目前華語中心主要業務包含：外籍、僑外學生中文課程之規劃與

授課、開設華語文化推廣教育課程、培訓課程、工作坊以及舉辦

比賽活動等。 

二、因華語中心為教學單位且管理外籍（僑）生之華語課程開授事宜，

調整組織於人社學院語言中心，除教學資源可統整共享外，將可

使華語中心之功能確實發揮。 

三、本案業經 100年 11月 3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務處主管會議（附

件 11，P.27）、101 年 1 月 13 日語言與教學研究中心 100 學年度

第 5次行政會議暨第七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附件 12，P.28~P.29）、

101年 4月 19日人文社會學院 100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附件

13，P.30），以及 101年 4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26次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附件 14，P.31）。 

四、本案經通過後，擬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2票） 

 

案由六：擬成立校級研究中心--「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8條及第 40條（附件 15，P.32），以及本校附

設機構及中心設置辦法第 2條規定辦理（附件 16，P.33~P.34）。 

二、開放式數位學習已成為全球重要趨勢，世界各國紛紛推廣，並列

為國家重要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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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大學的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運動於 2007年由

本校開始推動以來，已經有 27 所大專校院陸續加入，並組成台

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CW Consortium, TOCWC)，有效的結

合網路與知識傳遞，使全世界的華文使用者都能共享知識經濟時

代的發展成果。且由於國內各大學所提供的開放式課程精緻、多

樣及快速成長，極有機會形成一獨特且重要的華文開放式學習

雲。 

四、本中心設立的目的就在研究如何設計、製作、傳播、推廣及運用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及任何與開放教育相關的各種議題，並致力於

推動開放教育。研究中心初期(三年)的研究發展方向將至少包

括: 

(一)高等教育數位內容典藏標準的研究。 

(二)開放式雲端學習動機、模式與成效的研究。 

(三)開放式數位教學應用於行動載具的研究。 

(四)開放式學習雲與社群學習的互動研究。 

(五)開放式數位教學內容設計的研究。 

(六)其他與開放式教育相關的創意研究或概念發展。 

五、作為國內第一所投入開放教育資源研究的校級研究中心，期待可

以促使本校成為華人世界中研究開放教育及雲端學習的先驅及

領導者。 

六、本案業經 101年 2月 21日第 7次研發常務委員會提案討論通過

（附件 17，P.35）。 

七、檢附「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附件 18，

P.36~P.46）、「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教育資源研究中心組

織章程（草案）｣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19，P.47~P.48）。 

決  議： 

一、本校「高等教育開放教育資源研究中心組織章程（草案）｣第八

條條文，修正為「本辦法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40票）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擬申請 102 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教務處提) 

提案單位：教務處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人以上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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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本案陽明大學已經代表台聯大系統於 100 年 12 月底，將 102 學

年度「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送到教育部審核，台聯大

系統除陽明大學外，其餘三校僅需完成各自校內申請程序，待陽

明大學申請計畫書通過後即可與其他三校進行連結。 

(二)本學程已經通過生科系（附件 20，P.49~P.51）及生科院院務會

議（附件 21，P.52~P.53），茲補提程序將計畫書送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核。 

二、教務處說明：本國生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檢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22，P.54~P.73）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 

 

案由二：擬申請設立「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案，請討

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人以上附議。 

說  明： 

一、光電工程學系說明 

(一）「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預定於 103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士生，且由交通大學送案申請。 

（二）本學程學生名額為外加名額，由台聯大系統負責聯合招生、宣傳

第一年將招生 20 名博士生(約每校 5 名)，有研究潛力學生給予

獎學金至多 12 名。交大現行的「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可提

供授課之專業課程。畢業資格，由學籍所在學校管理，授予博士

學位，並加註「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學位。 

（三）本學程業經 100 年 9 月 14 日光電工程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務會議討論通過（附件 23，P.74）。 

（四）因計畫書再次修訂及增加其他三校的部分，再提 101 年 5 月 4

日光電工程學系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系務會議通訊審議通過（附

件 24，P.75），並經電機學院 100學年度院務會議通信投票通過

（附件 25，P.76）。 

（四）本案須經四校系務、院務、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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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前台聯大四校正積極推動「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

位學程」，以招收優秀的國際學生。台聯大四校於光電領域擁有

堅強、完整、龐大的師資陣容，有頂尖的教學環境，有豐富的研

究資源，也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四校中已有多達數十項光電領域

課程以英文授課，光電領域之國際學生(交換)人數亦接近百位，

可更進一步邁向國際化。透過教師的國際化、研究的國際化、課

程的國際化、學生的國際化等四面向規劃，結合實務教學與實習

制度，銜接現有台聯大碩士學位學程，整合各校國際研究生的招

生與課程，以吸引更多優秀國際科技尖兵。 

二、教務處說明：本案申請於 103 學年度增設本學程，依據教育部總

量作業標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預計於 101 年 12 月報教育部審

核。 

三、檢附「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26，P.77~P.128）。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2票） 

 

案由三：為推動校園規劃及中長程發展，總務處擬將轄下勤務組裁撤並新

設校園規劃組一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人以上附議。 

說  明： 

一、校園規劃與改造必須配合本校發展目標及校務資源計畫，定期檢

討及提出未來校園整體發展藍圖，在獲得校內共識及支持下，依

據發展藍圖，確保校園環境有秩序及完整的開發與發展。為確保

規劃工作長期而持續地進行，規劃方針能永續推動與落實，實應

成立專責的規劃作業單位，在現有「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園

建築及景觀審議委員會」的指導下，以專業的角度持續進行校園

整體規劃工作及校園開發準則訂定，以保障校園景觀與建設品

質。 

二、多年來校園整體規劃工作並無統籌單位負責，甚者，同一時間由

不同單位負責不同規劃任務，因此規劃成果散落無法有效傳承與

持續更新檢討。現階段校園整體規劃工作暫由總務處營繕組負

責，由於營繕組主要以興建校園各項建築、機電工程及設備維護

等工作為主，人員組成主要為土木及機電人員，又近年來本校多

項大型工程陸續展開，包括人社三館、研究生第三宿舍、立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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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棚、動物中心、跨領域生物醫學大樓等工程興建，在人力及專

業上對應重大校園規劃業務，常有力有未逮之處。再者，校園整

體規劃工作內涵屬於先期計畫性質或可行性評估工作，此和在經

費與計畫內容明確下執行之重大建設任務實屬兩種不同角色之

工作。 

三、本處勤務組於92年成立，其現有任務為招待所（原保管組業務）

及餐廳（原事務組業務）經營管理，經檢討並無明顯成效，故擬

將其裁撤，其現有任務移回原負責單位辦理，相關業務人員亦一

併分別移回保管組及事務組。 

四、為了因應未來各校區不斷發展，例如近期之博愛校區再造與光復

校區校園建設之完整或中期之竹北校區開發，各項工作面向及投

入內容經緯萬端，亟需穩定及規劃專業人力（都市計畫、都市設

計、建築、地政）投入推動，以因應業務需求。考量總務處各組

人力及專業分工，並使規劃成果能有效傳承，確保校園環境有秩

序及完整的開發與發展，本處擬新成立「校園規劃組」，負責校

園整體規劃工作，有關校園規劃組所需人力由總務處既有員額新

聘及既有專業人力調整支應。 

五、校園規劃組未來主要負責業務為校園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工

作，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擬定與檢討校園整體發展計畫、可用資源

評估、全校空間管理與評估、建立校園規劃資訊智庫系統（KM 

SYSTEM）等一切與校園發展有關之事項。 

六、本案經提101年5月11日100學年度第27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附

件27，P.129~P.130），依程序提報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

論，並就組室異動乙節修訂「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報部核

定（附件28，P.131~P.136）。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1票） 

 

案由四：本校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及實

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人以上附議。 

說  明： 

一、本校博愛校區自民國 47年開發迄今，歷經五十餘年，目前既有建

物約 19 棟，大多是興建於 40 年前之老舊建築，為提供師生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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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嶄新的校園，在未來 20年期間博愛校區勢必面臨全面的改建，

故進行博愛校區校園初步規劃，以供未來博愛校區後續推動之參

考。 

二、博愛校區位於新竹市東區十八尖山下，前臨博愛街、後接學府路，

西側為食品路，校區面積約 11公頃，基地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範圍內之「文大用地」。 

三、本次規劃配置構想除檢討校區內既有道路動線，並同時納入頂尖

計畫中「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之籌建，以塑造新「校園大

道」軸線串連新舊建物空間區塊及重新規劃博愛校區西側運動球

場之配置，期望推動以生物科技為基礎，將博愛校區發展成生物

與生醫工程園區，並結合生態建築工法，串連基地內部既有的綠

與水資源，分區設定使用區域與強度，以維持校園內良好視覺景

觀與優質休憩空間，營造都市中珍貴的生物多樣化生態系統。 

四、有關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及實

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請參閱附件 29（P.137~P.139）。 

決  議： 

一、有關本校運動場地設施及博愛校區休憩空間之整體規劃，請總務

處與體育室及生物科技學院協調細部。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6票，不同意 2票） 

 

肆、其他報告： 
劉尚志執行秘書報告 

一、校規會之提案截止日約為會議一週前，期能至少於會議前 5 天寄送議

程予本會委員先行參閱，以利議案之審議。且校規會的提案通知事項

亦有「若超過提案截止日，則延至下一次會議審議｣之原則性規定。 

二、以上所述之原則性規定，係為期攸關本校整體校務規劃事項，能有完

備之規劃並經相關會議充分討論通過後，再依程序提送校規會及校務

會議審議。惟如各單位未及提出，而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除相關資

料及程序之完整性無法先行審閱外，亦影響整體議事運作。爰此，爾

後建請各單位之提案，應請配合學校相關作業時程，儘早規劃，避免

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以提升整體議事效能。 

 

伍、散會：1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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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9 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 101年 3月 23日(五)中午 12:0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譚建民委員 

出席：楊谷洋委員、譚建民委員、陳鄰安委員、陳鋕雄委員、張家靖委員、潘荷

仙委員、王美鴻委員（第二案迴避）、袁思委員、洪瑞雲委員 

請假：黃國華委員、李美華委員、鄭協昌委員、黃遠東委員 

記錄：施珮瑜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請討

論。 

說  明：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二（P6-12）。 

決  議： 

一、文字修正為「對性別平等案件處理結果不服，未依程序先行提請申復者。」

後通過，修正後之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請參閱

附件三（P13-16）。 

（同意 8票，不同意 0票） 

二、本案擬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以下略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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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會之決定，除依第三條

第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

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

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四項

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算；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

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

起重行起算。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

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

申訴者。 

六、對性別平等案件處理結果不

服，未依程序先行提請申復

者。 

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

擬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議。 

本會於必要時，得推派委員

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

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

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

回之評議決定。 

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理

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

第四條   本會之決定，除依第三條

第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

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

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

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四

項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

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算；依第三條第八項

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

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

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

申訴者。 

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

擬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

議。 

本會於必要時，得推派委員

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

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

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

回之評議決定。 

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

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

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

增列「對性別平等案件

處理結果不服，未依程

序先行提請申復者。」

其救濟程序逕提申訴

不符受理資格。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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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

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

員意見，出列席人員及本會工作人

員應對外嚴守秘密。 

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

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

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

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

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

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

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

但再申訴評議書，不在此限。 

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並

作成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夠

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

於申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本校

教師會。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

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

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

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

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

其中一人為之。 

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

別委員意見，出列席人員及本會

工作人員應對外嚴守秘密。 

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

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

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

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

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

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

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

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申

訴」。但再申訴評議書，不在此

限。 

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並

作成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夠

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

於申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本校

教師會。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

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

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

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

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

其中一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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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修正草案） 

86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87.6.17）   

87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88.1.27） 

87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88.3.17） 

台(88)甲字第 8804538 號函核定（88.4.28） 

94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95.6.7） 

98 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8.10.28）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9.10.27）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9.12.22）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0.6.8） 

第一條 本辦法為保障教師權益，依大學法、教師法、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及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各學院及其他相關教學單位、本校教師

會及本校校友會各推派一人，並由校長另聘教育學者一人共同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總額之三分之二；校長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

會委員。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若任一性別委員少於總數三分之一時，請

各學院重新推派代表。 

本會委員由各有關單位推選後，由校長聘任之。如因故出缺時，由其原單位推派繼任

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第一年當選委員者，半數（抽籤

決定）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委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 

前項委員會議經本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本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負責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本會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視需要薦請校長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二人為限。臨時委

員之任期，以各該案之會期為限。 

本會工作人員，由本校秘書室人員調兼之。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

本會提出申訴；不服本會之評議者，得向中央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 

教師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以雙掛號寄達本校秘

書室轉「國立交通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公啟）；教師再申訴應於收到評議書之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

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為原措施之單位。 

       四、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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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受理申訴人之單位。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會得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會

得逕為評議。 

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求本校

提出說明。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本校應自書面請求到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於本

會。但本校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二、本校對原措施逾前述期限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於前述期間，依規定

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申訴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本會無須評

決，應即終結，並通知申訴人以及本校。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申訴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或刑事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述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於

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

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本會會議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之決定應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前述評議之決議，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本會評議時，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

明。申訴人得申請於本會評議時到場說明；經本會決議後，得通知申訴人或由申訴人

偕同一人到場陳述意見。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會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為之。 

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或關於其服務單位申訴案件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參與評議。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本會申請

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第四條 本會之決定，除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

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

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

重行起算。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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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六、對性別平等案件處理結果不服，未依程序先行提請申復者。 

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擬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議。 

本會於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

後，向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

載明。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出列席人員

及本會工作人員應對外嚴守秘密。 

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

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

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

起再申訴」。但再申訴評議書，不在此限。 

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並作成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夠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

書正本於申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本校教師會。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

向該代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第五條 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本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人者。 

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應確實執行。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部頒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規定。 

本校研究人員之申訴比照教師辦理。 

第七條 未徵得本委員會同意，任何人不得調閱本委員會所有已評議之申訴案或正在審議中之

申訴案相關資料。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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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第十四條  校務會議設常設委員會，委員會名稱、任務及組成如下：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一)任務為規劃校務發展事宜及審核預算之編列及執行。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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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各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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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以校長為召集人。 

二、法規委員會： 

(一)任務為研議全校性法規事務。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不含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學生

代表推選產生一人及校長聘請校內人士二人組成。召集人由校長就委員

中聘任之。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任務為稽核各項經費之運用情形。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生八

人，另一人由校長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經或會計專

長之教師擔任。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四、舉薦委員會： 

(一)任務為舉薦各種榮譽及獎勵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

中推選六人、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本會以校長為召集人。 

五、程序委員會： 

(一)任務為策劃及審議校務會議各項提案。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十

人。本會以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及決議事項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或提案。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定之。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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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學年度舉薦委員會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日期：101 年 5 月 15 日至 101 年 5 月 17 日 12 時 

召集人：吳妍華校長 

委員人數：24 人 (電機/光電學院院長及人社/客家學院院長同為 1 人兼任) 

 

回覆委員： 

吳妍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張翼研發長、陳信宏院長、曾煜棋院長、盧鴻興院長、陳俊勳

院長、張新立院長、郭良文院長、楊永良主任委員、方永壽委員、周倩委員、許千樹委員、

張仲儒委員、鄧啟福委員、林嘉勳委員、邱英雄委員共計 17 人 

 

未回覆委員： 

黃鎮剛院長、莊紹勳委員、謝續平委員、徐保羅委員、趙如蘋委員共計 5 人 

 

記錄：邱美玲 

 

壹、通訊投票事項 

案由：本校「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廢除案，請同意。 

說明： 

一、為簡化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審查流程，擬將本校「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併入

「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並廢除「舉薦委員會

設置辦法」。 

二、「舉薦委員會」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所規範之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議之一，

依大學法規定，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詳細任務及組織應於組織規程定之。擬

由「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取代「舉薦委員會」，納入校務會議

常設委員會議之一。 

三、檢附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

規程」及二委員會規程合併修訂後之「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

織規程」修正草案全文。 

決議：本案屬重大事項，經通訊投票結果，業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回覆，並經三分之二

以上回覆委員同意「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廢除。(同意 16 票，不同意 1 票)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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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學年度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2:30 

地點：圖書館 8F 第 2 接待室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林一平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莊英章委員、李鎮宜委員、傅武雄委員 

請假：蔡文祥委員、劉尚志委員、林松山委員 

記錄：邱美玲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簡化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審查流程，擬將本校「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併入「名

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並廢除「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舉薦委員會」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之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議之一，擬由「名

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取代「舉薦委員會」，納入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議之一。 

三、「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廢除案業經本校舉薦委員會 101 年 5 月 15 日至 101 年 5

月 17 日 12 時通訊投票通過。 

四、「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重點略為：委員會之組成與現

行舉薦委員會相同，另新增副校長一人。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審查，均以

逾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過參與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為通過，此與現

行舉薦委員會相同。此修正案經提 101 年 1 月 6 日召開之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6 次行

政會議，依與會主管之意見先行修正。 

五、檢附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

修正草案條文全文(附件 2)及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3)。 

六、現行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本規程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爰此，本案通過後，將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七、依大學法規定，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詳細任務及組織應於組織規程定之，故承說

明二所述，此修正案若經校務會議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附件 4)需配

合修正。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二條第二項「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二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票選委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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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修正為「票選委

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一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票選委員每年由新當選之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中選出，連選得連任。」 

二、第八條第一項「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若係本校校友則亦具傑出校友資格，但不另舉

行頒授儀式。」修正為「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亦同時頒贈傑出校友榮譽證書。」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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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

辦法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

規程 

為區分本校行政規則位階，

擬將大學法授權組織規程應

定事項須報部核定者，名稱

定為「辦法」；不須報部核

定者，定為「要點」。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審查名譽博

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成立「名譽博士學

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審查名譽博士及

傑出校友候選人，特成立

「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

校友審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舉薦委員會」係為組織規

程第十四條所規範之校務會

議常設委員會議之一，依大

學法及教育部相關規定，校

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詳細任

務及組織應於組織規程定

之。擬由「名譽博士學位暨

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取代

「舉薦委員會」，納入校務會

議常設委員會議之一。 

 二、本會審查本校「舉薦委員

會」推薦之名譽博士及傑

出校友候選人。 

本條刪除。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依下

列方式組成：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

長一人、教務長、研發

長、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擔任，並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審查名譽博士候

選人時，另加聘有關學

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長

為委員。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

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

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

三、本會置委員若干人，除校

長為主任委員外，委員為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未

擔任舉薦委員會委員之

教授代表五至七人（由校

長遴聘之），審查名譽博

士候選人時，得加聘相關

學院院長、學系主任或研

究所所長為委員。委員任

期一年，得連任，均為無

給職。 

一、條次變更。 

二、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條條文修

正，另依學位授予法第

十五條條文規定，新增

「審查名譽博士候選人

時，另加聘有關學系主

任或研究所所長為委

員」。 

三、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之

任期及產生方式經 100

學年度名譽博士學位暨

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修正。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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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

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

期一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

員產生前)。票選委員每年

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中選出，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

友之候選人資格或條件如

下： 

一、名譽博士候選人至少須

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

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

特殊成就或貢獻，

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

或世界和平有重大

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須

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

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

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

裨益社會，足資表

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

有特殊貢獻者。 

 

四、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之條

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需具有下

列條件之任一項： 

(1)在學術或專業上有

特殊成就或貢獻，

有益人類福祉者。 

(2)對文化、學術交流

或世界和平有重大

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需具有下

列條件之任一項： 

(1)有重要發明或著

作，成果卓越者。 

(2)主持機構或團體，

裨益社會，足資表

率者。 

(3)對本校建設及發展

有特殊貢獻者。 

 

一、條次變更。 

二、依現行「名譽博士學位

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

會」第四條及「舉薦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

條文修正。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

友之推薦，由本會主動建議

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之

候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資

料。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條文修正。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

校友候選人之審查，依下列

方式為之： 

一、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

五、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候選

人之審查依下列方式為

之： 

(一)由舉薦委員會提供

依現行「名譽博士學位暨傑

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及「舉薦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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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推薦人列席說明。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

會方式為主，對候選人

名單及資料作審議，必

要時得採通信投票。均

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

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

過參與委員三分之二

為通過。 

各候選人名單及相

關資料。 

(二)召開審查會議時，得

邀請舉薦委員或推

薦人列席說明。 

(三)名譽博士候選人之

審查，以超過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推薦為

通過。 

(四)傑出校友候選人之

審查，以超過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推薦為

通過。 

第二款條文修正。 

第六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

友候選人審查結果應提校

務會議報告，名譽博士並應

報教育部備查。 

六、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候選

人審查結果應通知「舉薦

委員會」，並提校務會議

報告。 

 

依現行「名譽博士學位暨傑

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第六條

及「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修

正。 

第七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頒

贈以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

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譽

證書之頒授以配合校慶典

禮為原則。 

 一、本條新增。 

二、採現行「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四款原條文。 

第八條  受贈名譽博士學位

者亦同時頒贈傑出校友榮

譽證書。已獲傑出校友者得

被舉薦為名譽博士候選人。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款條文修正並經

100 學年度名譽博士學

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

會第 3 次會議修正。 

第九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

薦期限為原則，以利審查之

順利實施。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七條條文修

正。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七、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採現行「舉薦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八條原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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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成立「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四、審查名譽博士候選人時，另加聘有關學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長為委員。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一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票選委員每年由

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選出，連選得連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三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候選人資格或條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由本會主動建議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之候選人

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審查，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推薦人列席說明。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會方式為主，對候選人名單及資料作審議，必要時

得採通信投票。均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過參與委員三分

之二為通過。 

第六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審查結果應提校務會議報告，名譽博士並應報教育

部備查。 

第七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譽證書之

頒授以配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第八條 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亦同時頒贈傑出校友榮譽證書。傑出校友得被舉薦為名譽

博士候選人。 

第九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期限為原則，以利審查之順利實

施。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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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82年 4月 14 日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84年 4月 12 日八十三學年度第十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12月 22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3月 22 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6月 14 日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24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十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3月 23日 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舉薦各種榮譽及獎勵之候選人，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成立「舉薦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

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二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票選委員每年由新當

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三條   本會得舉薦候選人之榮譽及獎勵包括下列各款： 

一、名譽博士學位。 

二、傑出校友。 

三、中央研究院士。 

四、教育部學術獎。 

五、中山學術獎及發明獎。 

六、國內外重要學術機構或學會之院士或榮譽會員。 

七、其他有關之重要榮譽或獎勵項目。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舉薦，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本會主動建議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之候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會方式為主，對可能候選人名單及資料作審議，決定

舉薦名單，必要時得採通信投票。均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以

超過參與委員三分之二為通過。 

三、被舉薦之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候選人提經本校名譽博士學位與傑出校友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授予之，名譽博士並應報教育部備查。 

四、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譽證書

之頒授以配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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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若係本校校友則亦具傑出校友資格，但不另舉行頒授儀

式。傑出校友得被舉薦為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以外各項榮譽或獎勵之候選人，其舉薦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本會主動建議及向本會各單位公開徵求可能之候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二、由本會校內委員以會議議決方式決定舉薦人選，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經本會之同意，由學校辦理對外推薦事宜。 

三、各受推薦候選人若經校外單位頒授獎項或榮譽，由本會主動建議學校在適當場

合公開表揚。 

第六條   各種榮譽或獎勵之候選人資格或條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三、其他榮譽或獎勵候選人之資格，以該項榮譽或獎勵辦法所訂資格為準。 

第七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各種榮譽或獎勵之推薦期限為原則，以利舉薦之順利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62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14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校務會議設常設委
員會，委員會名稱、任務及組
成如下：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一)任務為規劃校務發展
事宜及審核預算之編
列及執行。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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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當 然 委
員；其餘委員由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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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以校長為召集
人。 

二、法規委員會： 

(一)任務為研議全校性法
規事務。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人，以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
主 任 秘 書 為 當 然 委
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
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
(不含學生代表)、由校
務會議學生代表推選
產生一人及校長聘請
校內人士二人組成。召
集人由校長就委員中
聘任之。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任務為稽核各項經費
之運用情形。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
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
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

第十四條  校務會議設常設委
員會，委員會名稱、任務及組
成如下：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一)任務為規劃校務發展
事宜及審核預算之編
列及執行。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
以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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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各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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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以校長為召
集人。 

二、法規委員會： 

(一)任務為研議全校性法
規事務。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人，以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
主任秘書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
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
(不含學生代表)、由校
務會議學生代表推選
產生一人及校長聘請
校內人士二人組成。召
集人由校長就委員中
聘任之。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任務為稽核各項經費
之運用情形。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
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

一、第一項第四款舉薦委員會名稱

修正為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

校友審查委員會。 

二、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有關委員

會之任務亦隨之修正。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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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八人，另一人由校長
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
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
經或會計專長之教師
擔任。置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選之。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
審查委員會： 

 (一)任務為審查名譽博士  

及傑出校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
以校長、教務長、研
發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
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
推選六人、由交大校
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
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
擔任。本會以校長為
召集人。 

五、程序委員會： 

 (一)任務為策劃及審議校
務會議各項提案。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及主任秘書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
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產生十人。本會以副校
長擔任召集人。 

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
及決議事項向校務會議提出報
告或提案。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辦法
另定之。 

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
生八人，另一人由校長
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
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
經或會計專長之教師
擔任。置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選之。 

四、舉薦委員會： 

 (一)任務為舉薦各種榮譽及
獎勵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
校長、教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
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
表中推選六人、由交大
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
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
任。本會以校長為召集
人。 

五、程序委員會： 

(一)任務為策劃及審議校務
會議各項提案。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及主任秘書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
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
生十人。本會以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 

    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
及決議事項向校務會議提出報
告或提案。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辦法
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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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84、02、25八十三學年度第十一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84、06、07八十三學年度第十三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0、04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1、30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5、15八十四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1、27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6、09八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0、20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3、22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5、24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14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1、01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0、09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11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04、11 台高(二)字第 0920040125 號函核定 

93、06、10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11、09 台高（二）字第 0930139858 號函核定 

94、03、09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04、26 台高（二）字第 0940052695 號函核定 

94、06、22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08、18 台高（二）字第 0940109758號函核定 

98、01、14九十七學年度第五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8年 6月 24日台高(二)字第 0980068906 號函核定第 1 至 6、9、11至

15、21至 23、25至 36、41至 46、48至 50、53至 56條等條文 

99、01、20九十八學年度第六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9年 5月 26日台高(二)字第 0990052426 號函核定第 7、8、10、16至

20、24、37至 40、47、50至 53 條等條文 

教育部 99年 8月 25日台高(二)字第 0990139210號函核定第 6條(溯自 98年 8

月 1日生效) 

99、11、17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4 條、第 36條及第

37 條 

教育部 99年 12 月 2日台高(二)字第 0990205467 號函核定第 14條 

教育部 99年 12 月 27日台高(二)字第 0990224935 號函核定第 36 條及第 37 條 

100、03、23 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6 條教育部 100年 4月

18 日台高(二)字第 1000057472 號函核定第 16條 

100、06、08 九十九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16、38、39、49 條

及第 50條 

教育部 100年 6 月 15日臺高字第 1000100855 號函核定第 7、16、38、39、49

條及第 50條 

100、12、21 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1 條及第 28 條 

教育部 101年 1 月 3日台高字第 1000239620 號函核定第 21 條及第 28 條 

第一章  總則 

(制訂依據) 

第  一  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交通大學

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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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本大學秉承「知新致遠，崇實篤行」之校訓，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提升人類文明為宗旨，並受學術自由之保障，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

自治權。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組織系統)            

第  三  條  本大學之組織及其層次，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其變更須經

校務會議之決議。 

(校長)              

第  四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並執行校務會議之決議，對外代表

本大學。      

(副校長) 

第  五  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之設立)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術單位： 

一、理學院。 

二、電機學院。 

三、資訊學院。 

四、工學院。 

五、管理學院。 

六、人文社會學院。 

七、生物科技學院。 

八、客家文化學院。 

九、光電學院。 

十、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通識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至多二人；專任教師人數達三十人者得置一人，專任教師人數

七十人以上者得置二人。 

各學院設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人文社會學院設師資培育中心

及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設通識教育中心及藝文中心。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各學系、所設碩士班及博士班且專任教師人數達四十人以上者，得置副主任(副所

長)一人。 

各學士班、專班及學位學程，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且經行政會議通過者，得置

主任一人，辦理學務。 

通識教育委員會所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事務。 

人文社會學院所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事務，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定之。 

             體育室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置主任一人，辦理室務；必要時得另聘運動教練。 

各學術單位及其所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其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

大學組織系統表」。 

(一級行政單位)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一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綜理教務及推廣教育事宜；置副教務長一人，輔佐教

務長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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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以下簡稱學務長)一人，綜理學生事務、輔導事宜；

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輔佐學生事務長推動業務。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綜理總務事宜；置副總務長一人，輔佐總務長推動業

務。 

四、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宜；置副研發長一人，輔

佐研發長推動業務。 

五、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以下簡稱國際長)一人，綜理國際事務相關事宜；

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輔佐國際長推動業務。 

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綜理教學研究資料蒐集並提供資訊服務。 

七、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事宜。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綜理人事事宜。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綜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宜。 

十、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提供計算機與網路相關服務事宜；

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輔佐主任推動業務。 

十一、環保安全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校園環保、公共安全及實驗場所安全

衛生事宜。 

十二、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襄助校長綜理分部校務。 

除第十二款之台南分部外，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單位)者，各組、中心(單位)各

置組長或主任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台南分部置總管理處處長一人，並得視

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學生事務處另設軍訓室，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處

理學生事務相關事項。置主任一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第  八  條  本大學為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設立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本大學設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為一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事務。

分組者，各置組長一人。另得視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另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前項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經教育部核定置相關人員員額者，據以辦理之。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第三章  會議與委員會 

(校務會議之地位) 

第  九  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之組成) 

第  十  條  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九十人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主任秘書、教師代表（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含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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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及工友)、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組成。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列席人員。

校務會議之執行協調單位為秘書室，執行秘書為主任秘書。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票選代表產生方式及任期) 

第 十一 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各類票選代表，

其產生方式、人數、分配比例等辦法另定之。 

 
 (校務會議之召開) 

第 十二 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或經校務代表五分之一以上

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之任務) 

第 十三 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國際事務及其他相關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第 十四 條  校務會議設常設委員會，委員會名稱、任務及組成如下：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一)任務為規劃校務發展事宜及審核預算之編列及執行。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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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各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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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以校長為召集

人。 

             二、法規委員會： 

                  (一)任務為研議全校性法規事務。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不含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推選產生一人及校長聘請校內人士二人組成。召集人由校長就委員中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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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任務為稽核各項經費之運用情形。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生八人，

另一人由校長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經或會計專長之教

師擔任。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一)任務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

選六人、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本會以

校長為召集人。 

              五、程序委員會： 

                  (一)任務為策劃及審議校務會議各項提案。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十人。

本會以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及決議事項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或提案。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定之。 

 

(校務會議其他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設置) 

第 十五 條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各種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名稱、任務及組織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行政會議) 

第 十六 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討論及議決校務行政策略及重要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分部主任、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

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

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學生聯合會代表二人組成之，以校長為主席，必要時得

由校長指定其他列席人員。 

本大學另設擴大行政會議，由校長視需要召開並主持之。出席人員除前項所定人員

外，亦包括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行政會議及擴大行政會議之執行協調單位為秘書室，執行秘書為主任秘書。 

行政會議下設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及校務基金募款委員

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政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教務會議) 

第 十七 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學系(學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各專班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各教學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圖書館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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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三人組成之，以教務長為

主席。教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就各學院教師、教務長就其

他教學中心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教務會議設課程委員會、教學評鑑委員會及推廣教育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教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學生事務會議) 

第 十八 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學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計主任、體育室主任、軍

訓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及學生代

表六人(研究生至少二人)組成之，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

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遴選擔任之。  

  學生事務會議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處理學生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總務會議) 

第 十九 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由總務長、學務長、國際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環

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職員代表二人及學生代表三人組成之，以總務

長為主席。總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及工友代表列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選二

人、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心與專班遴選一人擔任之。職員代表由人事室主任遴選二人擔

任之。 

   總務會議設交通管理委員會、餐飲管理委員會及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

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總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研究發展會議) 

第 二十 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學術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由研發長、教

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系(學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組成，以研發

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聘一人擔任之。 

   研究發展會議設研發策略委員會、研發常務委員會、跨領域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

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

理研究發展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國際事務會議)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國際長、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三人(含外籍生代表及僑生代

表各 1 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際事務處所屬單位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

各學院院長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國際事務會議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國際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等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

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獨立之研究所、室及教學中心之教師評審委員

會，視同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推選教

授代表若干人組成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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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院長(主任委員)及各系級單位直接或按教師人數比例推選教授或副教授代表若干人組

成之，由院長(主任委員)或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所

長）及推選之教授或副教授代表若干人組成之，由系主任（所長）或委員互選一人為召

集人。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職掌及評審程序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各院

級與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準則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定之；其設置辦法，由各

院、系（所、室、教學中心）務會議，依前述設置準則定之。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分別評審有關職員、約用人員及技

工、工友之遴用、升遷、考核、獎懲、資遣等及其他重要人事規章事項。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組成與職掌，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其評審作業程序，由各該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各學院、所有不屬學院之教學單位、本校教師會及本校校友

會各推派一人，並由校長遴聘之教育學者一人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教師不得少於總額

之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之。另得

就申訴案件之性質，由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視需要薦請校長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二人

為限。臨時委員之任期，以各該案之會期為限。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及評議程序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涉及其權益決定不

服之申訴。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及評議辦法由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各學院及所有不屬學院之教學單位各推選教師代表二人，學

生自治組織推選學生代表五人（大學部三人、研究所二人）組成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之。另得就申訴個案之性質，由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視需要薦請校長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兩人為限。臨時委員之任期，以各該

案之會期為限。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對申訴之評議辦法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其組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須定期向校務會議報告

其規劃與執行情形。 

(其他校級委員會之設置)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招生委員會處理招生事宜，校園倫理委員會處理校園倫理事宜，校園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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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員會處理校園公共安全事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宜，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處理國際化事宜。必要時並得設其他校級委員會，協助處理相關校務。             

各種校級委員會之組織及任務，由有關單位或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院務會議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討論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展計

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章程，由各

院院務會議定之，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於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定之。 

(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室、教學中心會議) 

第 三十 條    本大學各學系(學士班)、各研究所、專班、各學位學程、體育室、軍訓室及教學中

心，設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室及教學中心會議，討論及議決其單位之教

學、研究、學生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代表之組成方式，由各該單位會議定之。 

(館、室及中心會議)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各館、室及中心得設館務、室務或中心會議，討論及議決各館、室或中心之

有關事項。以各館、室及中心主管為主席。 

   各館、室及中心得設諮詢委員會，討論及議決各館、室或中心發展之有關事項。

其組織及任務另定之。 

(會議及委員會議事規則之擬定) 

第三十二條   本章所列各種會議及委員會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為原則，必要時

由各該會議或委員會另定之。 

 

第四章  各級主管 

(校長之產生)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

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學校代表：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六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校長之任期及續任)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任一次；其任期自學期起聘為原則。 

             本大學現任校長不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前十二個月向校務會議表明之。 

             對於擬續任之校長，在任期屆滿前十二個月，由本大學成立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

進行校長滿意度調查並參考教育部之校長續聘評鑑報告，彙集整理後向全校報告，並辦

理續任投票。前述投票由全校專任教師採不記名方式為之，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同意續任。 

             現任校長若未獲同意續任，應即依本規程第三十三條進行遴選作業。 

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由校務會議定之。 

(校長之去職) 

第三十五條   校長因重大事由，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向校務會議

提出免職案。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後，報請教育

部解聘之。 

(校長出缺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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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校長因重大事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或新任校長

尚未遴選產生或不能就任時，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教育部。 

校長出缺之職務代理順位為：第一職務代理副校長、第二職務代理副校長、第三職

務代理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副校長之選任)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就教授中提名，或以契約方式進用具有教授資格之校外人

士，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聘任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

之任期為原則，其續任之同意程序與新任相同。副校長應於新任校長就任時去職，不受

任期之保障或限制。 

              各副校長之職務代理順位，由校長指定之。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主管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聘任

之。任期以二至四年為原則，得續任一次；其續任之程序亦同。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院長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訂定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班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系、

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

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

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會議代表之一

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主任由

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以二至四年為原則，得續任一次；其續任之程序亦

同。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後

實施。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

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屆滿

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行政單位主管之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圖書館館長、主任秘書及分部主任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本大學總務長，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亦得由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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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及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前三項中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

期為原則。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之選任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 

藝文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或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分組組長、中心主任及總管理處處長，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或教學、研究人員或其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資格選任) 

第 四十 條   本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任遴選委員若干人，就副教授以上

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所屬分組組長，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選任、任期、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研

究中心及機構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一級單位會議通過後實施。各研究中心及機構依其

辦法產生主任人選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章 教師與職員 

(教師之分級及講座、特聘教授等及助教之設置)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及服務。講師

之授課以大學部為限。各級教師之聘任資格及服務辦法由校務會議依相關法律訂之。 

             本大學得設講座教授、特聘教授、榮譽教授及榮譽退休教授；其辦法由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得置助教，協助教學與研究之相關工作。 

(教師之聘任)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初聘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

資訊，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評審辦法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各院、系（所、科、室）之教師評審辦法，由各該院、系（所、科、室）教師評審

委員會訂之，並經各院級會議通過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校級教師評審辦法，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教師權利與義務)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訂教師

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教師之升等)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各級教師之升等，依各級教師評審辦法及評審程序辦理之。 

(教師之聘期)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教師採聘期制，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各級教師之續聘及長期聘任

資格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相關法律訂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各級教師於聘期屆滿時，未取得長期聘任資格且未獲續聘者，即依相關法規辦理。 

(教師之退休及延長服務)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教師之退休依相關法規辦理。副教授及教授屆滿法定退休年齡，非經各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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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審委員會之通過，不得延長其服務年限。 

(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第四十七條   本大學教師於聘任期間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並依序經其

所屬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系級單位會議、各該院級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議決，不

得解聘、停聘、不續聘。 

             前項系級單位會議議決須經各該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議決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 

 (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第四十八條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 

             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依相關法規定之。 

(教職員員額編制) 

第四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

院核備。 

             本規程所稱職員，係指專門委員、秘書、編纂、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

社會工作員、技士、技佐、佐理員、辦事員、書記。 

本大學得置醫師、藥師、營養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

兼任。 

 

第六章 學生事務 

(學生資格、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推廣教育) 

第 五十 條   本大學學生之入學資格、休學、退學、成績考核、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其他有關

事項，由本大學學則規定之。 

             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本大學得辦理推廣教育，以修讀科目或學分為原則。其實施辦法依教育部相關法規

訂之。 

 (學生自治團體)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學生得組成及參加各種學生自治團體，參與與其學習、生活與權益相關之校

務。 

   本大學以「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聯合會」為最高學生自治團體，負責本大學所有學生

自治團體有關自治活動之推動及協調等 事宜；其組織章程經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其輔

導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後，送校務會議核定，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大學學生為學生聯合會當然會員，學生聯合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本大學應依學

生聯合會請求代收會費。 

其他各種學生自治團體之設置辦法、組織及運作方式，經相關學生團體成員訂定並

投票同意，依其所屬院、系(所)層級，送請院、系(所)核備後實施。 

(學生對校務之參與) 

第五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聯合會依民主原則選舉代表，得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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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會議。 

              四、教務會議。 

              五、學生事務會議。 

六、總務會議。 

七、國際事務會議。 

八、法規委員會。 

              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一、其他與學生學業、生活、獎懲及社團經費與輔導之有關會議。 

學生參與各種會議之方式及人數，依本規程有關條文及各有關會議相關辦法之規

定。 

學生聯合會應訂定出列席各種會議代表之選舉辦法，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學生之獎懲) 

第五十三條   學生獎懲委員會得依學生獎懲規定給予學生獎懲。 

             學生獎懲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七章 附則 

(教師升等過渡規定) 

第五十四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

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舊規章過渡規定) 

第五十五條  本大學現行各種單行規章，與大學法或本規程未牴觸部分仍繼續適用至其完成修訂

為止。 

(生效規定) 

第五十六條    本規程由本大學法規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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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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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交通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大學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1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

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Interdisciplinary neuroscience Ph.D. degree program 

曾經申請年度：□101學年度    □100學年度   □99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Ph.D.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生物科技學系 83 186 42 58 286 

研究所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90  58 46 104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91  31 15 46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2.國立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3.國立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4.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5.私立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6.私立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
學研究所 
6.國立台灣大學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105,757冊，外文圖書:269,473 冊； 

2.中文期刊:281種，外文期刊:621種 

3. 擬增購圖書 1,115冊，期刊 0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公開招生 

擬招生名額 3名（台聯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申請計 10名國際博士生）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生物科技學院院長 姓名 黃鎮剛 

電話 03-5712121-31337 傳真 03-5729288 

Email jkhwang@cc.nct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組、◎◎組。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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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11表，請

擇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1學系申請設立碩士班自

我檢核表」，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者（包括分組、整併、更名、停招、

裁撤等）免填。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生物科技學系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

所、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97 年評鑑

結果為 通過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生物科技學系(研究所)博士班於

87學年度設立，至 100年 9月

止已成立 13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一）字第       號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支援

系所：      學系（所）、      學

系（所）、、（請按系所分別勾選

學術條件並按系所填寫第五部份

自我檢核表） 

■符合 

□不符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

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人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授

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

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

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 生物科技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 29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9位 

(2)副教授以上 21位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共 9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9位 

(2)副教授以上 9位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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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五年（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2
平

均每人發 表
3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

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

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

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

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

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篇（件）23.1/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23.1篇/人。 

■符合 

□不符 

 □ 人文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

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

且其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

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

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

刊（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

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

計入）或出版
4
經專業審查

5
之專

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

論文合計      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

或國內外具公信力資料庫之學術期刊

等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

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人。 

 

 □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

播類)及管理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

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

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

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合計      

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

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

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人。 

 

                                                 
2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3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4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5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88 

 

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

以上。 

 □ 法律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

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

刊論文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

機制之學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

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或出版具有審查機制之專書論著

一本以上。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

論文合計  篇/人。 

2.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

等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

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

域：近五年（95.12.1-100.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

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

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

上，且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為

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二篇以上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

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

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

作者不予計入）。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

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

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性

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於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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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二十一世紀被稱為「腦的世紀」，因為這是生醫科學最後必須突破的領域。

世界各國包括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等國家均投入巨資，重點發展神經科學的

研究。神經科學研究的特色是它幾乎涵蓋人類所有的知識領域，從神經細胞的分

子基因調控與發育、神經網路的信號傳遞機制，到腦的三度空間超型結構及功

能，及由此超結構產生的各種精神心智與意識層面都是。而相關的產業發展亦含

巨大潛力。 

神經科學研究需要密切結合不同領域知識和人才，而國內跨領域的研究，尤

其針對人腦的全方位研究，目前尚處於萌芽階段，即使有關連的研究單位也都太

小及分散、缺乏整合，使得國內神經科學研究面臨相當大的瓶頸。同時，國內各

大學醫學院或醫技學院之大學部科系並沒有針對神經科學提供完整且全貌的系

統教學。因此，欲進行新的人腦研究科技及方法學與技術平台之整合性研究，國

內臨床醫學及科研人才普遍不足。另一方面雖然國內資訊及工程方面人才相當

多，但資訊與工程領域人員從事神經科學跨領域相關的研究發展仍是鳳毛麟角，

部分原因在於欠缺基礎神經科學知識，不知如何切入。所以，國內在「神經科學」

方面急需有適當的跨領域課程與訓練，以結合不同領域的人才從事神經科學的研

究。 

隨著生醫工程領域蓬勃發展，許多交通大學生科院的教授對腦科學與神經工

程研究領域倍感興趣，已逐漸朝向神經工程跨領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在腦科學

與神經工程研究領域上，交大至今尚無一神經科學或工程相關之研究所成立，配

合不久將來交大博愛校區生醫大樓之興建，因此本學位學程之申請除參與「台灣

聯合大學系統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外，亦將配合在生物科技學院裡成

立「腦科學與神經工程」組，整合既有之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分子醫學與生物

工程等資源，並與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合作，中長程規劃持續探索大腦的認

知與神經工程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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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學程目標為希望能培養學生有專精的神經科學知識，並能從較寬廣的角度

學習與瞭解神經科學領域。學程涵蓋不同領域的老師，從分子細胞生物學到認知

神經科學、從基礎、臨床到資訊與工程。雖然老師隸屬不同領域，但希望能提供

參與的老師與學生一個良好互動的氣氛與環境，從而讓瞭解神經科學所涵蓋的寬

廣領域，充分利用現有的研究資源，並從不同的角度與面向來思考與探討現代神

經科學的問題。 

為培育現代神經科學研究人才，學程將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針對不同背景

的學生設計不同的課程，課程設計的重點為：（一）生命科學與生物醫學背景學

生：一方面充實其在神經科學領域之專門知識，另一方面提供適當的應用及理論

神經科學與神經精神醫學方面的跨領域知識，使其未來在進行神經科學基礎與臨

床研究時，有能力與不同背景的工作者相互溝通與合作，以期將現代不同科學領

域之軟硬體與知識充分利用於神經科學的研究。（二）非生物相關背景的理工科

學生：一方面給予基礎神經生物學的訓練，在短期內能跨入神經科學的領域，與

從事基礎、醫學、認知神經科學等學者互相溝通，又能撰寫軟體以分析醫學影像

與訊號資料，並以跨領域的思維開發新的研發方向。本學程希望培養基礎神經科

學、臨床與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人才具備基礎資訊與工程相關知識及研究技能，以

期結合不同領域人才針對基礎與臨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藉此開發神經科學

之先進研究主題與相關疾病之診療技術。這樣的雙向或多向互動式跨領域教學及

研究的整合正是本學程的主要目標。 

為加強國際化與提昇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競爭力，本校「腦科學研究中心」

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聯大，包括陽明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

的推動下，四校早已建立良好密切的跨領域合作默契與互動（請見第伍點：本學

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說明）。本學程成立的理念也因此獲得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的認同與支持。本學程將與台聯大系統其他三校（陽明大學，中央大學與

清華大學）合作，結合四校的人才與資源共同推動，讓學程跨領域的精神更加落

實，內容可以更豐富。對於國內神經科學的發展，本學程結合不同的學術單位共

同推動，為國內首見，雖在行政作業上有其複雜度，但各單位都認同跨領域合作

是在神經科學領域立足的必要條件，成立學程為跨領域互動的精神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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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本學程之教學研究發展以神經科學為主軸，並以基礎神經科學及應用為教學

之基礎。因應世界學術潮流及領域趨勢，將著重基礎神經科學、臨床與應用神經

科學之整合研究。本學位學程成立後預期將有助於提升國家神經科學之研究，並

與國際學術潮流接軌。此外也將因結合國內基礎科學研究及臨床醫學團隊，訓練

跨領域的神經科學研究人才，貢獻於國家醫學研發及產業的產能發展，進而建立

臺灣在神經科學之相關領域之能見度與影響力。 

國際化是研究所向上提升的必要途徑之一，世界各國已成立許多頂尖的神經

科學相關的研究單位或教學系所，而神經科學研究本即為一跨領域之學門，極需

不同專長之研究團隊合作，台灣本身即具有很好的醫療研究及基礎研究師資，因

此結合既有的資源並與國際接軌是本學位學程努力的方向。交通大學、台聯大其

他三校和國際學者有密切交流合作，曾共同發表多篇國際知名期刊論文，亦與國

外多所大學有定期互訪之機制。 

除了邀請國際學者來台交流外，本學程之教師也積極出國進修、訪問、和參

與國際研討會，亦積極尋找國際合作對象，希望能提供研究生到國外大學短期進

修研究的機會。對於研究生出國參加研討會的補助，除了鼓勵學生從校外和校內

各種管道爭取補助資源外，本學程也將提供額外補助。 

肆、本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

形6） 

1.學生來源： 

為培育現代神經科學研究之跨領域人才，本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

程，規畫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結合台灣聯合大學（陽明大學、中央大學、清

華大學、交通大學）系統進行跨校共同合作，集結各單位的資源與專長，統合

出最能聚焦的「神經科學」作為主題，提出「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的申請。另一方面，本校將提供額外招生名額擬同時招收國際學生，期望延攬

                                                 
6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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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研究發展潛力的我國及國際學生就讀，加強學術國際化並提升跨領域神經

科學的國際能見度，使國內腦科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邁向國際頂尖之林。 

2.規劃招生名額：台聯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申請國際學生名額為 10

名，本校分配名額暫定為 3 名，本校將另提供 3 名國際博士生名額。擬於生

物科技學系博士班成立丙組「腦科學與神經工程」國際學程組，配合本學程

之申請。 

3.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國內相近系所計有：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系統

神經科學研究所」、台灣大學「腦與心智研究所」、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台北醫學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中國醫藥大

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等。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科系別學生數（99 學年度 SY2010-2011）資料，神經

科學相近系所招生名額約計 200 名。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7、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6、就業領域主管

之中央機關8） 

1.畢業生就業進路： 

在明確的教育目標下，本學位學程規劃從基礎到專門到多元跨領域的豐富

課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與進行研究的能力。經過學程的專業訓練

後，畢業生將能夠學以致用，未來有長足的機會至國內外學術單位擔任研究人

員或教職、醫療機構或兒福中心研究員與技術員、科學期刊讀物編輯等，預期

發展可符合所學知識及技能發揮到學術研究和實務應用等方面的目標。 

依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相符的對應領域大略有以下幾項： 

3141  生命科學技術員 

2131  生物、植物及動物學有關專業人員 

3211  醫學影像及治療設備技術員  

                                                 
7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填列。 

8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署等。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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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  醫學紀錄及保健資訊技術員 

2634  心理學專業人員 

2.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與場域分布多元，市場需求數視實際市場波

動增減 

3.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教育部、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疾病管制局、衛生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本學程初期將先招收國際研究生。由於跨領域整合的特性，學生來源包括醫

學院、生物科學、化學科學、物理科學、資訊工程等領域。學生職涯的規劃包括

學術研究、臨床醫學、藥物研發、醫療研發、生物技術開發等，日後將可任職於

包括學校、研究機構、醫療機構、生物技術公司與醫藥開發公司。再者有鑑於全

球罹患神經疾病人數與日俱增，我國及國際上對此類人材的需求日增，學生畢業

後的就業機會，將因本學程之跨領域的特質而更加寬廣。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

形） 

為推動神經科學研究，在教育部卓越計畫中心，與一流大學的經費支持下，

成立「腦科學研究中心」。後續執行教育部第一階段「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

研究中心計畫」與第二階段「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同時，

因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成立，與中央大學與交通大學有密切的合作，目前共同參

與「腦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有密切的互動。本校為國內目前在神經科學領域

從基礎、臨床到應用等研究領域師資最完整、以及包括分子、醫學、影像等設備

最齊全的單位，但仍有人才與資源不足以及分散在不同單位的問題，因此本學程

將整合本校現有之人才與資源，充分利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人才與資源，將陸

續與台聯大其他三校相關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合作。 

  在本學程申請下，交通大學將著重於神經工程，陽明大學在生命科學基

礎、認知與醫學臨床研究，中央大學在認知神經科學、清華大學在系統神經科學，

在國際上都有居領先地位的表現。由於跨領域的神經科學研究已為全球科研發展

在所必然的需求與趨勢，因此藉由本學程的成立，本校希望能整合各單位，帶動

國內神經科學人才培育的新方向，為未來國內神經科學領域帶來更寬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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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經工程相關領域中，本校在研究與人才培育上早已準備（如下列所述），

從 1994 年成立生物科技研究所，2003 年成立生物科技學院，2007 年於資訊學院

設立生醫工程研究所，2008 年於生物科技系博士班設立 MD-PhD 分組，2011 年

由吳妍華院士接任校長，同時與美國 UCSD 和陽明大學合作執行「跨國頂尖生醫

工程中心」五年期計畫。在此期間，本校已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義守大學

附設醫院、奇美醫院及馬偕醫院等教學醫院結盟，並推動執行合作研究計畫，同

時也已組成了一些成果斐然的研究團隊。 

1. 本校在生技領域的發展早已佈局，我們於 1994 年成立全國第一個「生物科技

研究所」，1999 年成立「生物科技學系」，2003 年成立「生物科技學院」。生物科

技學院負有本校跨領域生物科技教學與研究之任務，並執行全校性的多元生物學

基礎教學工作。本校設定「以生物學為基礎尋找實務問題，發展以問題解決為取

向之科技應用工程領域」之未來發展目標，生科院在其中扮演現階段築底與未來

拔尖之角色與任務。 

2. 鑑於臨床醫師的直接參與在發展神經工程領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

確保學術研究成果可貼切於產業發展之需要，因此在本校與高科技業界、上海交

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結盟執行之「鑽石計畫」中建立「生醫工程實

驗室」，藉以積極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義大醫院、奇美醫院、馬偕醫院、

上海交大附設醫院等教學醫院結盟，並已進行諸多合作研究計畫。其中，本校前

電控系主任邱俊誠教授借調於中國醫藥大學擔任生醫工程研發中心主任與醫學

院副院長，本校亦尊請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先生與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教授

為本生醫工程實驗室在研究與產業化的規劃上施予諮詢與指導。 

3. 本校更在吳妍華校長的主導下，結合交通大學和陽明大學之生醫科學與工程

研究團隊，與美國加州大學 San Diego 分校（UCSD）之錢煦院士所領導的生醫

工程研究團隊，共同執行由 2011 年起為期五年的國科會「跨國頂尖生醫工程中

心」計畫。 

4. 為強化與臨床醫師的合作，並鑑於臨床醫師參與跨領域生技與生醫研究可能

需要的研究專業學能，本校於 2008 年起開始由生物科技學系專設一「MD-PhD 

Program」，每學年招收 3 位臨床醫師進入此 Program，並結合其在醫院臨床工作

與資源進行生醫科學與工程領域之研究。目前，已招收四屆 MD 學生，共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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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校在 2011 年 2 月吳妍華校長上任之際，即宣示承續前任張俊彥校長與吳重

雨校長於「生醫工程」領域的發展主軸，並積極規劃興建「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

大樓」，以達到「跨領域領袖人才培育（Bio-inspired approach）」、「創造高影響力

成果」之追求交大成為世界「頂尖大學」的治校目標。 

 

陸、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

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本學程目標為培養跨領域人才，招生共分為「基礎神經科學組」、「認知神

經科學組」、「臨床神經科學組」、與「神經工程組」等四組招收博士生。可能的

學生背景為生命科學、臨床醫學、資訊與工程等。課程的規劃目標為使不同背景

的學生能有系統的建立相關的基礎，而能互相交流。本學程初期將先招收國際研

究生。 

為能招收不同背景學生，招生將分組招生。但入學後不分組，而根據個人興

趣選擇指導教授。修習之課程則依學生之背景與選擇之研究領域決定。 

畢業學分： 博士班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博士論文 12 學分另計）。包括跨領

域入門課程（必修）、進階課程（必修）及專門課程。 

課程修習之原則：每位同學除共同必修課程外，另需修習： 

1.至少三門跨領域入門課程（共六學分） 

2.「神經科學總論」 

3.非生命科學背景同學另必修「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 

4.至少選修一門跨領域進階課程 

5.至少選修兩門專門課程 

課程規劃總表： 

       領域 

課程 
基礎神經科學 認知神經科學 臨床神經科學 神經工程學 

跨領域入門課程 

（各 2 學分）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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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腦疾病概論 

神經工程概論 

共同必修課程 

（各 1 學分） 

專題討論（一年級不分組） 

實驗室輪習（至少兩個不同領域實驗室） 

基礎科學論文撰寫 

進階必修課程 

（各 4 學分） 

神經科學總論 (基礎神經科學) 

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非生命科學背景同學） 

跨領域進階課程 

 （各 2 學分） 

神經性疾病─從分子到治療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神經電生理學─從分子到生理 

應用腦神經造影之整合性研究 

神經科學研究的動物模式系統 

專門課程 

 （各 2 學分） 

神經生理學 
認知神經科學

總論 

中樞神經疾

病:從分子到

治療 

資料處理與圖形

識別 

神經生物學 心理生理學 
精神疾病的動

物模式 
腦機介面 

計算神經生理

學 

認知控制的神

經造影研究 
轉譯醫學 

功能性腦造影導

論 

發生神經生物

學 

疾病之認知心

理學 

疾病之神經生

物學 

磁振造影於腦科

學應用與實作 

神經科學研究

方法 
  

神經資訊造影概

論 

   
光學細胞顯影微

科技 

   
光電技術在生命

科學上的應用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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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填)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黃鎮剛 

（生科系） 

官慧雯（97/碩） 蛋白質催化位置之結構特性 

林子琳（98/碩） 由結構推導蛋白質與蛋白質接觸面的動力學特性 

許乃文（98/碩） 分析纖維酵素蛋白質結構了解內切及外切纖維酵素結合位置 

王儷芬（99/碩） 由蛋白質序列預測可行的環狀結構重組切位 

黃少偉（97/博） 計算結構生物學： 在構形亂度和蛋白質動態上的研究 

林志鵬（97/博） 利用加權蛋白質接觸數目推導蛋白質動力學特性 

蘇家玉（97/博） 蛋白質細胞定位及核糖核酸結合點之預測 

陳志杰（98/博） 遠距離同源蛋白之序列比對在蛋白質功能與三級結構預測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何信瑩 

（生科系） 

張孝邦（97/碩） 使用雙目標最佳化方法估算肌肉醣原分解之代謝路徑的動力學參數 

許凱迪（97/碩） 利用 V3環狀序列的物化特性預測 HIV-1病毒類型 

林意哲（98/碩） 使用物化性質為基礎的最佳化方法來預測 DNA 鍵結蛋白質 

林玉祥（99/碩） 使用智慧型三目標基因演算法選取標籤單核苷酸多型性 

高德芬（99/碩） 使用雙胜肽分數卡預測蛋白質在大腸桿菌表現系統中之溶解度 

黃泰欽（99/碩） 辨識口蹄疫病毒抗原決定位之計算系統 

童俊維（98/博） 預測 T細胞後天免疫反應 

林信男（99/博） 一個基於同義字辭典的蛋白質序列分析與分類的方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黃憲達 

（生科系） 

朱昭昉（97/碩) 以計算方法探討抗氧化能力在補陽類中藥的補益機轉中之角色 

張恆毅（97/碩) 大腸桿菌在無氧環境下利用甘油生產酒精的模擬與分析 

黃煒志（98/碩) 以系統化方法辨識出能用於標靶藥物輸送的癌症專一性細胞膜受體 

黃至昶（98/碩) 建立基因體計畫的計算流程:序列重組、基因註解與重建代謝路徑 

梁  超（99/碩) 應用跨研究之單核苷酸多態性標記子以建立整合性遺傳風險預測模型 

吳維芸（99/碩) 探討關於攝護腺癌、乳癌、肺癌及大腸癌的單一核苷酸多型性標記在不同種

族中的作用 

李佳融（99/碩) 針對癌症研究中的高通量資料建立整合性分析平台 

鍾幸芸（99/碩) My Snippi*E: 依據使用者個人 SNP Profile 提供疾病相關的環境因子資訊

的個人化保健系統，以氣喘做為開端 

徐唯哲（97/博) 分析腫瘤細胞中微小核醣核酸的調控機制 

王威霽（99/博) 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系統化分析微小非編碼核醣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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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勝達（99/博) 分析微小核醣核酸與目標基因間的作用關係及尋找標靶基因的應用 

黃熙淵（99/博) 環單磷酸腺苷受體蛋白相依非編碼小片段核醣核酸在大腸桿菌中的網路建

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楊進木 

（生科系） 

陳彥修（97/碩） 以功能基團計分矩陣預測蛋白質與去氧核醣核酸交互作用之結合模式 

劉康平（97/碩） 以高斯演化方式預測蛋白質-蛋白質嵌合位置 

林峻宇（98/碩） 以模板導向方法建立蛋白質-蛋白質交互作用家族 

張力仁（98/碩） 利用空間相關結構片段快速尋找蛋白質結合片段與環境之研究 

林怡瑋（99/碩） 以蛋白質-蛋白質交互作用家族為基礎建立模板導向之同源模組 

黃御哲（99/碩） 區域官能基地圖對藥物最佳化的網路服務：流感病毒神經胺酸酶為例 

林韋帆（99/碩） A 型 H1N1 流行性感冒病毒紅血球凝集素之基因與抗原分析並與 H3N2 病毒之

比較 

董其樺（97/博） 以蛋白質結構字元集研究結構與功能之相關性 

陳俊辰（97/博） 同源蛋白質-蛋白質交互作用之研究 

陳彥甫（98/博） 蛋白質-配體結合模式預測與其結合區域定性研究 

黃章維（99/博） A 型 H3N2 流行性感冒病毒之基因演化與抗原性演化之關聯性研究 

許凱程（99/博） 同藥理同源途徑蛋白質對多標靶抑制劑之研發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王雲銘 

（生科系） 

辛加安（98/碩） 超順磁性氧化鐵奈米粒子鍵結 8G7之磁振造影研究 

林宗聖（98/碩） 具有偵測細胞內銅金屬離子之螢光及磁振造影對比劑 

陳明宏（98/碩） 超順磁性奈米粒子 MnFe2O4-Erbitux 之合成、特性 

王彥勛（99/碩） 腫瘤目標化磁振造影對比劑[Gd（DOTA-iRGD）]之合成及特性探討 

林英妊（99/碩） 應用於 Legumain 偵測之磁振造影對比劑 Gd-NBCB-TTDA-Legumain 之研究 

江宗憲（99/碩） 具有偵測銅金屬離子之 8-hydroxyquinoline 衍生物磁振造影對比劑 

林昆諒（99/碩） 開發多功能性磁性奈米粒子用於胰臟癌的早期診斷 

楊善淳（99/碩） 探討雙標的性超順磁氧化鐵奈米粒子 SPIO-mPEG-Cy-TE777-Ab 之合成、特性

及其在磁振造影上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吳東昆 

（生科系） 

吳育勳（97/碩） Leu29與 His93位置之飽和定點突變抹香鯨肌紅蛋白對其過氧化能力之影響 

胡禕庭（97/碩） 重組金屬乙炔苯酸紫質之人工肌紅蛋白系統對於光激發電子轉移機制的研

究與其在生物性太陽能電池的應用 

胡天昶（98/碩） 利用定點飽和突變的方式對於氧化鯊烯環化酵素內 假設活性區域殘基進行

結構與反應關係之研究 

呂靜婷（98/碩） 利用定點突變研究不同物種之氧化鯊烯環化酵素假設活性區內氨基酸之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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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齊（98/碩） 利用定點突變進行氧化鯊烯環化酵素家族假設活性區中胺基酸之特性探討 

歐書涵（98/碩） 利用重組鋅-原紫質及鋅-乙炔苯酸紫質之不同肌紅蛋白突變株進行其光能

轉化學能的研究 

吳宜芳（98/碩） 探討霍氏格里蒙菌中熱穩定性溶血素之原始型與突變型生化活性與生物物

理特性的差異 

陳怡臻（99/碩） 利用定點飽和突變技術對於酵母菌氧化鯊烯環化酵素中 Gly383及 Thr384進

行功能性分析並藉由表現之蒺藜苜蓿轉醣酵素對三萜類化合物進行醣基衍

生化之研究 

宋欣怡（99/碩） 利用飽和定點突變方法探討酵母菌氧化鯊烯環化酵素其胺基酸 Val454與

Asn700的功能並搭配表現之阿拉伯芥轉醣酵素進行固醇化合物轉醣衍生化

的研究 

詹欣芳（99/碩） 仿生性雙硫醇架橋-雙核釕複合物及其衍生物模擬雙硫鐵產氫酶活化中心之

研究 

王裕國（97/博） 溶血素及非溶血素基因之溶血活性鑑定及生化特性研究 

張書林（97/博） 鑑定與解析咸豐草中的免疫調節物質 

劉媛婷（98/博） 利用突變策略針對氧化鯊烯環化酵素進行其結構與功能及其產物專一性/多

樣性之研究 

張晉源（99/博） 溶藻弧菌胺醯組胺酸雙胜肽酶之晶體結構與突變分析 

張晉豪（99/博） 人工重組鋅紫質-肌紅蛋白系統應用於光催化能量轉換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5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林志生 

（生科系） 

溫証皓（97/碩） 血管收縮素 II與血管收縮素 1-7於人類心臟纖維母細胞中對心臟血管收縮

素轉化酶的表現調節 

蔡明達（97/碩） 微藻養殖生產油脂並利用微藻油脂產製生質柴油之研究 

李榕均（97/碩） 建構一以奈米金球為基礎的光學生物感測平台用於蛋白質酶活性之檢測 

高千雅（97/碩） 建立一光生物反應系統用於微藻的高密度養殖與二氧化碳的減量 

郭瀞韓（98/碩） 建構修飾聚砒硌及奈米碳管之酪胺酸酶生物感測試片與其應用 

顏郡誼（98/碩） 利用乳蛋白基因啟動子於豬乳腺上皮細胞中表現並分泌外源蛋白質 

楊子慧（98/碩） 人類心臟血管收縮素轉化酶 II 基因調控序列的探討 

劉庭妤（98/碩） 建構功能性奈米金球之核酸配體電化學生物感測試片運用於凝血酶的檢測 

黃唯婷（99/碩） 建構以奈米金球為基礎的平台用於胜肽酶活性的檢測與藥物之裝載 

林佳蓉（99/碩） 微藻養殖模式對微藻油脂含量與組成影響之探討 

陳思豪（97/博） 建立循環流動系統壓電式生物感測器用於及時檢測病原菌大腸桿菌 

O157:H7 及登革熱病毒 

林岳暉（97/博） 

（共同指導） 

以矯正模組與奈米金於電流式生物感測器之研究 

（與陽明大學張正教授共同指導） 

潘俊旭（97/博） II–血管收縮素 1-7途徑於心臟細胞中之調控機制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5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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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玲 

（生科系） 

 

蔡雅雯（97/碩）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 RstA/RstB 雙分子訊息傳遞系統的特性分析 

陳顗峰（97/碩）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對多黏菌素的抗性調控分析 

楊其駿（98/碩）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第三型線毛用於表面抗原呈現與其表現調控 

李佩君（98/碩） 釀酒酵母與畢赤酵母重組木酮糖激酶的活性分析 

葉家華（98/碩）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尿嘧啶雙磷酸葡萄糖去氫酶之酪胺酸磷酸化的角

色 

鄭崴云（99/碩）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 MrkH、 MrkI、MrkJ和 CsgD在調控第一型與第三

型線毛表現所扮演的角色 

曾品瑄（99/碩） HdeB、HdeB1、HdeD 蛋白質參與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抗酸反應的探討 

林榕華（98/博） 

（共同指導） 

利用 AFLP分析茄科細菌性斑點病菌之變異性並選殖與致病性相關之基因產

物 （與中興大學黃秀珍教授共同指導） 

鄭新耀（99/博）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雙分子系統與多黏菌素 B 抗性及莢膜多醣體生合成

之調控 

吳健誠（99/博）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線毛的分佈與表現 

郭永斌（99/博） 

（共同指導） 

轉譯醫學生物標誌鑑定之研究：以大腸直腸癌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為例（與陽

明大學張正教授、詹爾昌教授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楊騰芳 

（生科系） 

 

陳  悅（98/碩） 正常台灣族群心率變異性之性別與姿勢差異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 名 

 

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105,757冊，外文圖書 269,476冊，100學

年度擬增購圖書 1,115冊；中文期刊 281種，外文期刊 621種。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交通大學有很完善的貴重儀器保管與使用制度，由學校部分經費支持的各

項貴重儀器，依其儀器使用者之專長與使用頻度，在主要的各系皆設有受學校

研發處考評的貴重儀器或共同儀器室，每項儀器皆設置有特定之技術管理人

員，並採使用者付費制度，以使各項儀器有足夠之經費以維持和維修。以下僅

列出與本學程教學或研究有直接有關之各項貴重儀器設備。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原子力顯微鏡 生物科技學系  

共軛焦雷射掃瞄顯微鏡   生物科技學系  

放射性同位素分析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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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直測式放射薄層影像分析系 生物科技學系  

蛋白質體研究設備 生物科技學系  

Real time PCR 生物科技學系  

Biacore X-system 生物科技學系  

微量熱分析儀 生物科技學系  

多光子共軛焦顯微鏡 生物科技學系  

活體級實影像檢測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動靜態光散射分析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雷射與奈米粒子細胞交換系統 生物科技學系  

流式細胞分選儀 生物科技學系  

叢集式電腦運算器 生物科技學系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平方公尺。 

(三)座落＿＿＿大樓，第＿＿＿樓層。 

二、本學程之空間規劃情形 

本學程將設有學程專有的辦公室一間（約 100平方公尺），內置學程主任辦公

與專任助理辦公區域；研討會議室兩間（分別為 120平方公尺與 60平方公

尺），做為學程教學事務會議、外賓訪問、導生會談、研究團隊討論之用途。 

三、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本校在 2011年 2月吳妍華校長上任之際，即宣示積極規劃興建「前瞻跨領域

生醫工程大樓」（初期規劃 8,000坪），以達到「跨領域領袖人才培育

（Bio-inspired approach）」、創造「高影響力成果」的追求交大成為世界「頂

尖大學」的治校目標。在本校所規劃的「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中，將

有專屬各神經工程領域之核心實驗室，屆時本校大部分的生醫科學與工程研

究群將匯集於此，以發揮最大研究資源整合之效率。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交通大學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將培育臺灣與國際神經科學領域的

研究人才，以提升學術研究層次，深入整合基礎神經科學與臨床神經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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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 公司」最新公佈 2011 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中，本校

由去年的 327 名勁升至 306 名，是國內進步幅度最大的學校。本校雖然一直在全

球資訊與工程領域有傑出的表現，其中「電腦科學」領域全球排名 23（全國第一），

「工程」領域為全球 32，而本校生物資訊領域也為全國第一，亞洲頂尖，但是由

於本校在生物醫學領域中，一直因為 critical base 太小，所以無法在各項世界大學

排名評比中，有突破性的挺進。再則，本校十年前就洞燭生醫產業是在我國繼 ICT

產業，影響到台灣新興產業與後 PC 時代經濟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在我們不斷追

求資訊與工程研究領域精進之同時，也已積極佈局全校性的生醫工程研究環境的

打造。如同在本計畫前文中所述，我們在吳妍華校長的帶領下，是極有機會在未

來幾年間將我們過去十年來在生醫工程領域的努力，進行一次性的突破成長，而

我們也相信貢獻我們在跨領域生技與生醫工程之學能，佐以台北榮民醫院、台中

榮民醫院、奇美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馬偕醫院，以及更多

教學醫院的結盟合作，是非常有機會創造一個沒有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卻能與許

多有志一同的臨床醫師，共同發展世界頂尖的生醫工程領域研究成果的模式，也

對我國極力推動之生醫產業發展有很大幫助。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腦科學神經工程團隊為國內目前在神經科學領域從基礎、

認知、臨床到應用等研究領域師資最完整的單位，在過去超過十年的努力與教育

部經費的支援下，建立了包括分子、醫學、影像等齊全的設備。交通大學於校內

整合各領域的人才與資源，雖已足以成立跨領域學程，但考量國際上神經科學領

域的蓬勃發展狀況，如能再加入台聯大其他三校的人才合作，將能使國內有限的

人才與資源做最充分的運用，為未來人才培育盡一份心力。本學位學程成立的優

勢條件如下: 

1. 交通大學與台聯大其他三校分別都有多年的合作經驗，本學程將有效結合各單

位的專長，建立常態互動機制，拉近研究單位的距離，在現有的資源下提供更

完善的神經科學教育及研究環境。 

2.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四所大學在神經科學領域都已有優質的研究中心與研究

所，包含陽明大學腦科學頂尖研究中心、神經科學研究所、腦科學研究所；中

央大學認知科學研究；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與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共計約有一百多位全職教師。台聯大基於生醫、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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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資通領域發展優勢的基礎下，透過教師的國際化、研究的國際化、課程

的國際化、學生的國際化等四方向規劃，整合各校國際研究生的招生與課程，

吸引優秀國際研究生，整合各校神經科學研究，以培育優質具跨領域國際競爭

力之神經科學研究國際專業人才。 

3. 本學程有獨特的課程規劃，充分呈現跨領域人才培育的精神。在四校的現有課

程基礎下，以多年合作的默契，預期能落實課程設計的精神。 

 

拾壹、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增設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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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

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案名：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填報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單位主管：職稱/系主任   姓名/紀國鐘 

填 報 者：職稱/副教授   姓名/李柏璁 

電    話：03-571-2121   分機 31306 

傳    真：03-573-5601 

電子信箱：potsung@mail.nctu.edu.tw 
 

101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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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台聯大系統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大學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1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
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9（請

依註 1 體例填

報） 

中文名稱：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曾經申請年度：□101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99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中文名稱：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博士學位 

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英文名稱：Ph. D. degree for Photonics, NCTU 

Ph. D.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UST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及博

士班) 
69 128 120 116 364 

研究所 顯示科技研究所 93  51  51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目前國內尚無專門招收國際學生之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82533 冊，外文圖書：219723 冊；2.中文期刊：78 種，外文期刊：
351 種 

3.擬增購圖書 1000 冊，期刊 20 種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外國學生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以及本校「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初期台聯大四校共 20 名，未來視實際招生情況擬逐年增加名額。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光電系系主任 姓名 紀國鐘 

電話 03-5712121 ext.56370 傳真 03-573-5601 

Email g c c h i @ m a i l . n c t u . e d u . t w  

                                                 
9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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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1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0
（請

依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曾經申請年度：□100 學年度    □99 學年度   □98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中文名稱：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博士學位 

     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英文名稱：Ph. D. degree for Photonics, NTHU 

     Ph. D.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UST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95 54 149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目前國內尚無專門招收國際學生之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專業圖書 

1.中日文圖書:517,674 冊，外文圖書:327,100 冊；2.中日文期刊:7,592 種，外文

期刊:7,323 種 

3.擬增購圖書    冊，期刊     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申請入學(根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擬招生名額 初期台聯大四校共 20 名，未來視實際招生情況擬逐年增加名額。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光電所副教授 姓名 李瑞光 

電話 03-5742439 傳真 03-5751113 

Email rklee@ee.nthu.edu.tw 

                                                 
10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

○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

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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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101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1
（請

依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曾經申請年度：□101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99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中文名稱：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博士學位 

     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英文名稱：Ph. D. degree in Optics and Photonic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h. D.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UST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71 211 71 453 

研究所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目前國內尚無專門招收國際學生之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4360 冊，外文圖書: 37648 冊；2.中文期刊: 65 種，外文期刊: 341 

種 

3.擬增購圖書 1452 冊，期刊  4  種   4.其他：無 

招生管道 申請入學(根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擬招生名額 初期台聯大四校共 20 名，未來視實際招生情況擬逐年增加名額。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理學院院長 姓名 李正中 

電話 03-4263918 傳真 03-4252897 

Email cclee@dop.ncu.edu.tw 

                                                 
1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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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2
（請

依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

四校相關單位跨校合作)  

曾經申請年度：□101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99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中文名稱：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光電博士學位 

     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英文名稱：Ph. D. degree for Biophotonics, NYMU 

     Ph. D.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Photonics, UST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3 
74 90 61 225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

究所 

77 

140 83 56 279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79 
164 58 67 289 

研究所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70  42 74 116 

藥理學研究所 74  41 58 99 

生醫光電研究所 91  57 25 82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目前國內尚無專門招收國際學生之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本申請案參與師資包括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學之合作師

資與單位，為台聯大系統四校跨校合作，以同一案分別透過四校審核，然後併

案提出。）  

 

專業圖書 

1.陽明大學圖書系統中文圖書：106,706 冊，外文圖書：58,428 冊，電子書：

60,289 冊 

2.陽明大學圖書系統中文電子期刊：3,255 種，外文電子期刊：14,631 種 

3.擬增購圖書 200 冊，期刊 5 種          4.其他：無 

                                                 
12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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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外國學生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以及本校「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初期台聯大四校共 20 名，未來視實際招生情況擬逐年增加名額。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生醫光電研究所教授       

(生醫光電暨分子影像研

究中心主任) 

姓名 邱爾德 

電話 (02)2826-7000 #5762 傳真 (02)2823-6314 

Email aechiou@y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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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11 表，請

擇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1 學系申請設立碩士班自

我檢核表」，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者（包括分組、整併、更名、停招、

裁撤等）免填。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光電工程學系所，顯示科技研究所；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電機工程學系／電控工程研究所，電信工程研究所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四

校相關單位跨校合作。以下數據列出交通大學部份。)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 電子研究所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 免評 

(97 學年度通過 IEET 認證) 

■ 電控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 免

評 (97 學年度通過 IEET 認證) 

■ 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 免

評 (97 學年度通過 IEET 認證) 

■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 免評 

(97 學年度通過 IEET 認證)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1. 電子研究所博士班於 47 學年度

設立，至 100 年 12 月止已成立

54 年。 

核定公文：57 年 2 月 29 日 

57 台高字第 7088 號 

2. 電控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於 80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12 月止

已成立  21 年。 

核定公文： 80 年 2  月 27 日 

台高（一）字第 09122      號 

3. 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於 81 學

年度設立，至 100 年 12 月止已

成立 20 年。 

核定公文：81 年 3 月 19 日 

台（81）高字第 14279 號 

4.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於 75 學

年度設立，至 100 年 12 月止已

成立 26 年。 

核定公文：75 年 4 月 27 日   

台高（一）字第 12720 號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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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支

援系所：電子研究所、電控工

程研究所，電信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請按系所分別

勾選學術條件並按系所填寫第

五部份自我檢核表）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

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人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

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

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

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 4 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電子工程學系/電子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 54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54 位 

(2) 副教授以上 44  位 

2. 電機工程學系/電控工程研究

所，電信工程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76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76 位 

(2) 副教授以上 61 位 

3. 光電工程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27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27  位 

 (2)  副教授以上 23 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之專任師資共 26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26 位 

(2) 副教授以上 22 位 

■符合 

□不符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五

年（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13
平均

每人發表
14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

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

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

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

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  19  篇

（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

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13 篇/人。 

■符合 

□不符 

                                                 
1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1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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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國立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光電工程研究所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四

校相關單位跨校合作。以下數據列出清華大學部份。) 

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97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1.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於 92

學年度設立，至 99 年 9 月止已

成立 7 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一）字第       號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實聘專任教

師 11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

上具副教授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

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 4 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光電工程(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12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3 位 

(2) 副教授以上 9 位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共 12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3 位 

(2) 副教授以上 9 位 

█符合 

□ 不符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五

年（94.12.1-99.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15
平均

每人發 表
16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

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

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

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

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 13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151_篇/人。 

█符合 

□ 不符 

                                                 
15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16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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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國立中央大學 

申請案名：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四

校相關單位跨校合作。以下數據列出中央大學部份。)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97 年評

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 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於 76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24 年。 

核定公文：因年代久遠，本校公文

保存不易，故無法提供核定公文文號。 

■ 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於 78 學

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

立 22 年。 

核定公文：因年代久遠，本校公文

保存不易，故無法提供核定公文文號。 

■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研究所博

士班於 73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27 年。 

核定公文：因年代久遠，本校公文

保存不易，故無法提供核定公文文號。 

■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支援

系所：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機

械工程學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

程學系。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

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人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

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

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

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 4 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實聘專任教

師 20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20 位 

(2) 副教授以上 12 位 

2. 機械工程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44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44 位 

(2) 副教授以上 34 位 

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實聘專

任教師 21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21 位 

(2) 副教授以上 16 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之專任師資共 9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9 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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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教授以上 5 位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五

年（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17
平均

每人發 表
18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

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

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

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

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 14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10 篇/人。 

■ 符合 

□ 不符 

                                                 
17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18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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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國立陽明大學 

申請案名：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生醫光電研究所、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生命

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藥

理學研究所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四

校相關單位跨校合作。以下數據列出陽明大學部份。)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生醫光電研究所博士班 98 年評鑑結果為 通

過 。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博士班 98 年評

鑑結果為 通過 。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98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98 年評鑑結果為 

免評 。(96學年度起通過IEET認證)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博士班 98 年評鑑結

果為 通過 。 

藥理學研究所博士班 98 年評鑑結果為 通

過 。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1.生醫光電研究所博士班於 95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

已成立 5 年。 

核定公文：94 年 9 月 23 日 

台高（一）字第 0940129121 號 

2.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博

士班於 91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9 年。 

核定公文：90 年 5 月 3 日 

台高（一）字第 90061445 號 

3.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

所博士班於 81 學年度設立，

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19 年。 

核定公文：81 年 3 月 19 日 

台 81 高 14279 號 

4.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於 80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

已成立 20 年。 

核定公文：81 年 2 月 27 日 

台 80 高字第 09122 號 

5.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博士班

於 73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27 年。 

核定公文：73 年 3 月 26 日 

符合 

□ 不符 

http://www.ym.edu.tw/birs/
http://www.ym.edu.tw/birs/
http://dls.ym.edu.tw/sa/dls/)、
http://imi.web.ym.edu.tw/)、
http://imi.web.ym.edu.tw/)、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Tung/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3FSYXACG/藥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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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73 高字第 10620 號 

6.藥理學研究所博士班於 81 學

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

成立 19 年。 

核定公文：81 年 3 月 19 日 

台 81 高字第 14279 號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 

支援系所：生醫光電研究所、生物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生命科學

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

所、藥理學研究所。（請按系所分別

勾選學術條件並按系所填寫第五部

份自我檢核表）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

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人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

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

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

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 4 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生醫光電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8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8 位 

(2)副教授以上 7 位 

2.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實聘專任教師 22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2 位 

(2)副教授以上 17 位 

3.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聘

專任教師 13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3 位 

(2)副教授以上 12 位 

4.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實聘專任

教師 11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1 位 

(2)副教授以上 8 位 

5.藥理學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10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0 位 

(2)副教授以上 10 位 

6.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4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4 位 

(2)副教授以上 11 位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共 17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7 位 

(2)副教授以上 16 位 

  實際支援學程之兼任師資共 1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 位 

符合 

□ 不符 

http://www.ym.edu.tw/birs/
http://www.ym.edu.tw/birs/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Tung/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3FSYXACG/藥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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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副教授以上 1 位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五年（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19

平均每人發表
20
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

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

少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

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

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 13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12 篇/人。 

符合 

□ 不符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2、3、4） 

（第三部分詳見文末附表）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19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20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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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一、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重要性 

高等教育的卓越發展、強化教育的國際化、提升學生素質及延攬外籍優

秀的人才，是世界各國政府積極規劃更具前瞻性的人才培育的重要方案

之一。透過國際交流合作以及設置國際學位學程的方式，可以吸引優秀

外國學生前來就讀，亦可以提昇國內學生的國際觀與全球視野，以培養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人才。在面對未來全球化的競爭環境，我國迫切

需要建置一個能夠培育全球化高級科技人才的國際化環境。臺灣如何在

此知識經濟時代能累積並延續過去的優勢，優質科技人才的培育及養成

是一主要的課題。 

台聯大四校於光電領域擁有堅強、完整、龐大的師資陣容，有頂尖的教

學環境，有豐富的研究資源，也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在師資上，包含有

多位 IEEE Fellow、IEE Fellow、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教育部學術獎得

主、國科會傑出獎得主、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教授獎得主及中國電機工

程師傑出教授獎得主；在教學環境上，四校皆具備完整大學部與研究所

專業課程，提供兼具理論與實用的教學方式；在研究上，重視學術研究

與技術開發，培養軟硬體知識兼備的系統設計與整合人才。 

同時，四校中光電領域已有多達數十項光電領域課程以英文授課；光電

領域之國際學生(交換)人數亦接近百位，是最具備更進一步邁向國際化

的領域。近年來，台聯大四校積極改善校內國際化環境，外籍學生正逐

年快速成長，在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交大、清大、陽明三

校以「前瞻光電研究中心」及中央大學「光學與光電科技中心」為基礎，

也已建置共同的研究平台。台聯大素來於光、電、資、通領域發展優勢

的基礎下，透過教師的國際化、研究的國際化、課程的國際化、學生的

國際化等四面向規劃，結合實務教學與實習制度，銜接台聯大現有的碩

士學位學程; 整合各校國際研究生的招生與課程，吸引更多優秀國際科

技尖兵; 統合各校之國際研究生管理及獎學金審核，將提供國際生更優

質的服務養成具國際競爭力之專業人才;同時以鄰近竹科及生醫園區的

光電及生醫龐大產業規模及經濟效益,有利於並行「大學與企業合作培

育國際研發菁英計畫」，以期建構產學人才培育合作模式，培育具創新

與整合能力之跨領域國際化人才，落實及推動台聯大國際化政策, 擬成

立「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於 102 學年度起開始招

收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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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申請理由 

1. 整合台聯大各光電系所國際研究生的招生與課程，吸引更多國際科技尖

兵 

由於新世紀電子資訊科技之快速進步與變化，在全球性人力移動的浪潮

下，各國競相爭取優秀人才，如何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研發人才，是台

聯大四校共同的人才培育重點。目前四校在國際化時程與幅度均居國內

領先位置，為持續走在科技的尖端，維持高度的研發活力，台聯大四校

將共同設立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以整合各校光電系所之英語授課課程，提

供專為國際學生所設計之全英語授課學程，同時也提供國際學生更多元

化及彈性化之課程選擇。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的成立，可進一步整合台聯大四校各光電系所之師

資，國際學生的指導教授將有更多元之選擇。此外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可統合安排招生宣傳活動，藉以吸引更多國際優秀科

技人才來臺灣就讀。 

2. 統合四校光電系所外籍生之管理及獎學金審核，提供國際生更優質的服

務 

從各校各國際學位學程成立多年來執行經驗獲知：外籍生非常需要有專

員，來協助他們認識和與其相關之校內各單位溝通(如：各研究所辦公

室、國際事務處、課務組、註冊組等等)。因此，藉由台聯大國際研究

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成立，將可跨校統合各光電系所國際生管理，有

共同一套標準，例如：整理及維護國際生通訊資料庫，並將各單位欲送

給國際生之通知，轉換成英文發送給學生。本學程同時可幫助外籍生處

理生活上的問題，提供適時的輔導與協助，讓他們更容易適應臺灣的生

活，可以使其專心致力於學術學習與研究。此外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

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之成立，將可統籌教育部所補助的國際生獎學金

資格審核，此舉不僅可節省各系所行政資源，而且統一審核亦可提升獎

學金審核速率。 

本學程第一年預估招生 20 名學生，其中 8 名規劃為公費生或「產學人

才培育合作模式」由企業支助，另有研究潛力學生給予獎學金，至多

12 名，一名學生一年獎學金需 40 萬，12 名學生共 480 萬，再加其他的

經費(開辦費、人事費、差旅費等)支出，預計第一年經費需 900 萬，第

ニ年經費約需 1250 萬。 

3. 落實及推動台聯大四校之國際化政策 

台聯大系統過去已積極規劃辦理各項國際交流活動與國際化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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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於 92 年與馬里蘭大學系統簽約建立合作關係、96 年與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在台聯大的架構下，交通大學、陽明大

學及 UCSD 於 99 年獲國科會補助共同成立「國際頂尖生醫工程研究中

心」，且擔任教育部「中華民國頂尖大學與國外頂尖大學學術交流合作

試辦計畫」之窗口，與倫敦帝國學院簽訂合作協議書。 

為了進一步提升國際學術地位，台聯大系統也於 99 年聘請 5 位諾貝爾

獎得主擔任榮譽講座教授，分別為 1962 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得主

James D. Watson、199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Douglas D. Osheroff、1999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hmed H. Zewail、2008 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得

主 Francoise Barre-Sinoussi 及 200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Theodor W. 

Hansch。 

此外教育部為培育博士級高階人力投入企業研發部門，建立大學與企業

間高階研發之合作平台，培養博士班學生務實應用之研究取向與能力，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專業人才，於 99 年度推動試辦「大學與企業合作

培育國際研發菁英計畫」，以期建構產學人才培育合作模式，培育具創

新與整合能力之跨領域國際化人才。未來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

學位學程的成立，在四校素來於光電領域發展優勢的基礎下，透過教師

的國際化、研究的國際化、課程的國際化、學生的國際化等四面向規劃，

結合實務教學與實習制度，必可有效培養博士班學生務實應用之研究取

向與能力，養成具國際競爭力之專業人才。 

4. 銜接台聯大各校現有光電領域學位 

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EEC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自 97 學年度成立以來，成功整合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各系所

之英語授課課程，提供專為外國學生所設計之全英語授課學程，現有英

語授課之專業課程請詳附表一，並逐年增加兩院英語授課專業課程。電

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已於 2008 年秋季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自 97

學年度成立以來，累計共有來自世界各地十七個國家，二十餘名學生入

學，多數學生成績表現優異。2010 年 7 月本學程三位同學馬雨嘉(Maria 

Gdowski，波蘭)、司馬仲傑(Robert Gdowski 波蘭)、普若內(Pranay 

Sharma，印度)代表國立交通大學參加微軟公司在波蘭華沙主辦 2010 

Imagine Cup，從全世界 113 個隊伍中脫穎而出，為本校奪得 

“Envisioning 2020”(2020 願景創建大獎) 世界冠軍，不僅為臺灣爭光，

亦大量提升交通大學的國際知名度，也是交通大學推動學術國際化的最

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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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該學程已有多位學生表示滿意本校所提供研究環境，也認同臺灣在

高科技產業先進技術與卓越成果，所以決定繼續留在交通大學攻讀博士

學位，因此成立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提供優秀國際學生繼續留在臺灣深

究的選擇已是刻不容緩。此外學生們也希望在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可

以有機會在駐當地之臺灣高科技公司服務，藉以貢獻其所學，提升其祖

國科技水準，所以，本學程博士班的設立將為臺灣科技業及國際學生創

造雙贏局面。 

清大光電工程研究所從 2003 年成立至今，成長快速，專任教授人數從

4 人成長到 12 人（五位正教授，四位副教授，三位助理教授），另有合

聘教授 8 人（物理系 3 名，電機系 1 名，電子所 3 名，通訊所 1 名），

兼任教授 2 人。教授中有清華「講座教授」，「特聘教授」，電資院「旺

宏講座教授」，美國光學學會（OSA）Fellow，及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

會理事長。研究生人數從 30 人成長到 149 人（95 名碩士，54 名博士，

2011 年），每年開授課程從 5 門成長到 15 門。研究經費從數百萬元成

長到二千三百萬元。目前的研究領域包含：矽光電子、光纖通訊、光顯

示技術、非線性光學、超快雷射、微光機電、氣體雷射、光電半導體、

量子光學、光學量測、奈米光電、有機光電材料、積體光學、光通訊系

統及元件、白光照明等。希望透過本國際學程的成立，本校光電所可在

台聯大系統之互利合作下，朝向國際一流的頂尖光電研究中心此一目標

邁進。 

基於生醫光電科技之重要性，陽明大學早於 2001 年設立了國內第一所

生醫光電研究所，每年招收不同領域之碩博士班學生（含臨床醫師之在

職進修），在工程與生命科學之結合皆有相當不錯的訓練與研究成果，

之後亦設立了影像核心設施(Imaging Core)以加強與校內不同領域與光

電專長教授之研究合作。為了因應解決日益複雜的生物技術和醫學上的

問題，在原有生醫光電研究的基礎上，成立生醫光電跨領域研究中心

(Biophotonic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 BIRC)。100 年 8 月本中

心納入分子影像領域，擴編並更名為「生醫光電暨分子影像研究中心」，

進一步提升生醫光電暨分子影像研究人才的質與量，並且希望本中心可

在台聯大系統之互利合作下，朝向國際一流的頂尖生醫跨領域研究中心

此一目標邁進。我們目標是結合陽明已建立多年之生醫研究與新引進的

生醫光電與奈米科技，進而探索植基於生命科學與醫學上的問題，這不

僅在國內是一個新的嘗試，亦將成為生醫與理工之最佳介面與橋樑之

一，其發展特點是在於發展與應用先進之光電科技於尖端生物醫學的研

究，從而開創一嶄新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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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的設立，一方面可銜接台聯大各

校現有的光電領域學位學程，另方面係整合四校各光電系所國際研究生

的招生與課程，吸引更多優秀國際科技尖兵。茲將各校光電系所於台聯

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中著重的發展方向及重點說明如下： 

一、各校光電系所發展方向與重點 

交通大學： 

本校光電工程學系一直以來為光電科技、光資訊、光通訊人才的養成搖

籃，以培育具有良好光電專業素養及堅強的電機資訊系統背景之光電人

才。目前，國家之科技發展策略已將能源光電列為重要產業，隨著人類

日常生活對能源需求與日俱增，高效率綠色能源供應系統的建立勢在必

行。為了維持生態平衡並降低人類對污染性能源的過度使用，世界各國

無不傾全力開發無環境汙染的新光電能源或設法提高現有光電元件對

能源的使用效率，諸如能源光電、奈米光電材料等已成為產業研發及學

術研究之重點。 

目前，在能源光電方面，本系所有以下發展重點： 

(1) 基礎領域方面：能源材料特性研究、奈米結構製程開發等； 

(2) 應用領域方面：發光二極體元件、光伏元件等； 

(3) 系統領域方面：固態照明設備、太陽能電池模組。 

清華大學： 

本校光電所的教育目標為:「培育光電科技專業能力，追求創新、服務、

卓越」。秉此一目標‧本所之教育特色為: 建立學生「紮實的理論基礎」

與「寬廣的應用視野」，並強調「動手實作」的經驗，培養「獨立解決

問題」的內在能力以及「合作分享」的外在團隊精神。為實現「紮實的

理論基礎」與培養「動手實作」的經驗，本所提供必選課有有三科：光

電子學Ⅰ、光電子學Ⅱ、高等光電實驗。光電子學Ⅰ、Ⅱ各一學期，內

容含蓋基礎近代光學及 photonic 各方面題材。為培養學生「寬廣的應用

視野」，同時避免學生眼界過窄僅著重自身的研究論文領域，本所規劃

逐步建立跨領域的“高等光電實驗”課，由全部光電領域相關教授提供自

身研究領域內的二至三個關鍵基礎實驗，每個學生做過後，等於在光電

不同的應用領域內都有了基本動手經驗，擴大視野，也使就業範圍更寬

廣。 本所積極鼓勵教授組成研究團隊，形成在尖端研究領域的特色研

究群並藉由共同實驗室的建立，整合全所的研究設備，所有實驗室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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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並建立儀器共用管理制度，使儀器設備能有效率的提供最多人使

用，促成研究設備共用，研究經驗共享，研究成果共榮。目前積極成形

的特色研究領域為「半導體光電」，「 量子光電 」，「綠能光電」，以及

「有機生物光電」等方面。 

中央大學： 

本校光電所自 1982 年成立以來即為培養跨越物理、電機與材料等學

門，結合光學與電學研究人才之搖籃，畢業生在學術領域及產業合作領

域均有出色的表現。目前，國家之科技發展重大策略已將能源光電與生

物科技列為重要產業。廿一世紀將是資訊，通訊與生物科技等快速發展

的時代。光電技術為資訊與通訊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為光學、電子、

機械及材料等技術之整合。 

隨著近年來光電系專任師資逐步增加，目前本系已規劃組成下列各研究

團隊:薄膜光學、固態照明與人因科技、顯示科技、全像術與光資訊處

理、太陽能電池、理論光學、光通訊、雷射、光學工程與光學設計、生

醫光電與生醫影像、奈米光電、與光電元件。所涵蓋的研究包括光學設

計、光學檢測、薄膜科學與工程、色彩科學與工程、新型雷射之研發、

光子與聲子晶體、負折射、微光學元件與系統、奈微米光學、非線性光

學、太陽能光電、微光機電、固態照明、全像攝影術、體積全像光學儲

存、電腦全像、光學儲存、投影顯示技術、共焦顯微術、非線性固態雷

射、奈米電漿子學、生醫光電感測技術、生物晶片與生物醫學影像等。

透過團隊合作以整合資源與人力以利大型尖端研究計畫之研擬與爭取。 

未來本系將以光學工程與光電元件為核心，拓展光電科技在能源、生醫

與資通訊的應用，前瞻研究與產業應用並重，並加強網羅菁英人才、產

學合作、國際合作以提升國際知名度，俾期成為本校邁向頂尖大學之重

要動力。 

陽明大學： 

本校生醫光電所一直以來為培育生醫光電跨領域與具有國際觀人才的

養成搖籃，以培育具有結合生命科學、醫學工程及光電科技背景之人

才。目前，國家之重大策略力推六大新興產業已將醫療照護與生物科技

列為重要產業。廿一世紀將是資訊，通訊與生物科技等快速發展的時

代。光電技術為資訊與通訊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為光學、電子、機

械及材料等技術之整合。然生醫光電技術則為光電技術結合以上兩大領

域(資訊與通訊，生物科技)的新科技。近年來，由於生物醫學技術，半

導體工業，材料科學，精密機械工業，以及資訊工業的突飛猛進，使得



 127 

與生物醫學相關的科技研發朝向更微量的量測，更微小的觀察，更精確

的診斷之發展邁進。時值此兩大類科技正在國內生根與蓬勃發展之際，

此整合性之科技人材的培育便顯得重要及刻不容緩。 

目前，在生醫光電方面，本校有以下發展重點：生醫光電感測、微奈米

光學操控、光譜學之生醫應用、生醫光電影像、光動力治療、非線性光

學、視覺科學、光學工程、分子影像、奈米生醫科技、分子動力模擬。 

 

二、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未來發展方向及重點 

為落實教育部強化教育的國際化之政策，及配合台聯大國際化之推展，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在國際化之規劃，將朝教師的國際化、研究的國際

化、課程的國際化、學生的國際化等四面向設計。 

(一)教師的國際化：增聘國際知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協助指導博士

生；並鼓勵教授短期出國研究，增加國際觀及研究人脈。 

(二)研究的國際化：以成立研究群方式推動與國外大學的研究合作，各

研究群之研究議題將考量是否為國際知名並領先之研究項目，或是否足

以支撐產業之領先地位為考量依據，並積極鼓勵參與國際知名之學術會

議與國際接軌。 

(三)課程的國際化：以現有台聯大四校之研究所以英語開授的專業課程

為基礎，增加新興領域的英語講授專業課程，如裸視三維立體顯像、軟

性觸控薄膜技術、醫用光電系統、生物醫學影像分析特論、分子生物學

影像原理、多重模式醫學影像原理、光學細胞顯微科技、顯微技術在生

命科學中的應用、影像分析於細胞生物學之應用、光學同調斷層攝影術

-原理,設計,應用、醫學光學、表面電漿子在生物學的應用、生物影像

之活細胞分子感應等。 

(四)學生的國際化：積極推動博士生赴國外大學進行研究合作，加強博

士生參與國際知名之學術會議，推動博士生至國外公司暑期實習的制

度。 

 

參、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地球村時代來臨，使得國際人才大流動，而生育率降低及人口老化造成

少子女化高齡化人口結構改變，地球暖化、能源危機等環境變遷等因

素，均嚴重影響人類生活型態及經濟發展，人才培育也面臨諸多的課題

與挑戰。世界各國政府都積極規劃更具前瞻性的人才培育方案，諸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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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長期經濟計畫中創造知識優勢策略、美國提升競爭力法案中對高等

教育之重視、德國大學協進及創新卓越計畫、及法國、瑞典等相關改革

方案，而各國人才培育改革的重點大致包括：重視技職教育以及教育與

產業的連結、重視科技人才之培育、擴大高等教育的就學機會、強化教

育的國際化、提升學生素質、高等教育的卓越發展及延攬外籍優秀的人

才。臺灣如何在此知識經濟時代能累積並延續過去的優勢，優質科技人

才的培育及養成是一主要的課題。 

隨著基礎科學的發展及技術的進步，科技的範疇也不斷的演進，而全球

化趨勢、科技的進步以及國際競爭加劇等議題，均影響科技教育的內

涵，使得追求科技創新與價值創造成為各國科技政策的重點，其中科技

人才的質與量更是國家發展的命脈。臺灣可說是以科技立國，一直以來

臺灣 IC 產業在全球居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臺灣在光電產業的發展也

是突飛猛進，2007 年臺灣光電產業產值已突破 2 兆新台幣大關，年增

率達 32%；全球市占率 17%，年增 2 個百分點，其中平面顯示面板為

臺灣光電產業中比重最大領域；其次為光儲存、光電半導體光源與照

明、影像感測器與光輸出入等產業。近年來臺灣各大光電廠也積極發展

電子紙、3D 顯示器、全平面顯示器等新產品。而崛起中的太陽能光電

產業則可望於 2011 年與「光電半導體光源與照明」同時擠進臺灣光電

產業第 2 大領域。 

綜上所述，光電博士學位學程的設立，不但是呼應世界各國重視人才培

育的國際化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善用臺灣的科技優勢，配合新興及重

點產業交流結合趨勢，養成博士班學生務實應用之研究取向與能力，促

進博士級高階人力投入光電相關領域研發，促進國家人才培育與產業發

展緊密結合，並培育具國際競爭力之跨領域專業人才，以發展臺灣成為

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基地，成為亞太地區優秀人才聚集中心，在世

界舞臺扮演要角。 

肆、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臺灣人口 2300 萬人，缺乏天然資源，能創造經濟奇蹟，主要靠的就是

「人力資源」。臺灣產業歷經資本密集的科技工業發展，進入「智慧臺

灣」、「全球創新中心」發展願景，育才效益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如何培養具國際移動力的研發人才，是學校人才培育的重點。 

由於知識及創新經濟時代，優質的人力資源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

關鍵，在全球性人力移動的浪潮下，各國競相爭取優秀人才，我國已面

臨藍領階級人才移入，白領階級人才移出的隱憂。如何培養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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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能在人力流動的質與量達成平衡，是國家人才培育政策所面臨的

問題。在全國人才培育會議中，就如何培養具備全球移動能力之人才及

如何延攬國際人才兩方面研商因應策略，以期能佈局全球人才，提升國

家競爭力。產業面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臺灣的光電產業必須有更前瞻

的視野，更務實的研發策略來維持競爭優勢。 

人力需求的分析評估如下： 

（一）招生市場評估 

1.學生來源 

本學程預計主要將向東南亞地區與印度等國招收優秀之學生來臺修讀

光電博士學位。依中央光電所過去招收泰國學生之經驗，優渥之獎助學

金與充足之師資與設備，確實為吸引優秀外國學生來本所修讀碩博士學

位之兩大誘因。 

2.規劃招生名額 

依台聯大四校之計畫，第一年將招收 20 名，即每校各 5 名外國學生。 

（二）就業市場狀況 

1. 畢業生就業進路 

光電專長之畢業生可投身的就業進路一般計有 

（１）光電與光學相關產業 

（２）半導體業 

（３）電腦與消費性電子業 

（４）電信與通訊產業 

2.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根據 104 人力銀行 2011 年依研發替代役企業需求看科技產業人才需求

分佈，光電與光學相關人才需求佔所有各產業人才需求之 13%，僅次

於半導體業(26%)與電腦與消費性電子製造業(26%)名列第三名。如以科

技人才需求前四大區域之主要求才產業概況分析，桃園縣名列第四名，

僅次於新竹、台北市、新北市；其中光電產業更名列桃園縣主要求才產

業之首。 

除此之外，近年來消費性電子隨著智慧型手機、數位相機、平板電腦等

的普及，更加深相關光電產業如顯示科技、光學設計、精密光學元件製

造、光電封裝、薄膜技術乃至固態照明等之人才需求。可預期的是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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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優秀人才之需求，在未來幾年中將愈加殷切。 

以交大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為例，自民國 97 學年度成立以來已

整合電機資訊兩院百餘門英語授課專業課程，並逐年增加兩院英語授課

專業課程，修讀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同學普遍表示滿意本校所

提供研究環境，也認同臺灣在高科技產業先進技術與卓越成果。光電博

士學位學程將以台聯大四校多年來的成果與經驗為基礎，招募優秀國際

學生到四校參與光電領域相關之學術研究實習，此博士學位學程的設立

將可進一步促進四校國際碩博生人數逐年成長，使四校一同朝國際頂尖

一流大學的永續發展前進，打造國際高科技菁英培育搖籃。 

伍、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

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國際化是邁向國際一流大學的主要策略之一，因應「全球化」知識經濟

時代的來臨，台聯大四校傾全力增加各項資源，改進教學及研究以迎接

新挑戰，其中交通大學已成立有國際化推動小組，積極推動各項國際化

環境之建置工作。為了吸引優秀的外籍生來臺灣攻讀學位，近年來各校

皆積極改善校內英語環境、成立國際服務中心、改善外籍生住宿環境、

鼓勵教師多以英語授課、強化華語課程、提供外籍生獎學金、積極參與

國際招生活動及教育展等等。以上相關措施成效卓著，以交通大學為

例，攻讀學位的外籍生總人數從九十六學年度的 132 人，增至九十八學

年度的 186 人、到九十九學年度之 249 人。 

為了進一步增進台聯大四校各光電系所在教學與研究上的國際化，乃提

出設立此一「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以期能夠結合台聯大四校光電系所

之豐沛資源，招收優秀外籍學生攻讀博士學位。此外也能夠提供外籍學

生更完整學習及研究環境，進而鼓勵現有碩士班優秀國際生，繼續留在

臺灣深造，落實校園國際化並邁向世界頂尖大學之列。 

陸、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希能反應申請理

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台聯大四校在光、電、資、通及生醫領域已開設近百門英語授課之專業

課程，台聯大華語中心並可提供所有新進國際學生基礎及進階的中文、

文化、社會等課程，整體而言，目前已經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可供開設一

以全英語授課的「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因此光電博士學

位學程擬於 102 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每校五名, 第一、 ニ

年每年四校共招生ニ十名學生，第三年起博士班人數可望適度增加。四

校以其核心特色，例如: 交大- 能源光源、清大- 量子光電、中大-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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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陽明- 生醫光電，作為學生修業指導教授的選擇及學籍所在之原

則。為加強四校交流，將設立共同指導教授、四校修課機制，強化四校

遠距教學的設備，方便學生在各校之間修課及交流，不會只限制修業於

一所學校。達到各校(系所) 修、畢業要求，由學籍所在學校授以博士

學位，並加註「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一、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將整合台聯大四校各光電系所及其支援系所之英語

授課專業課程，以英語授課方式提供專業課程，各校提供課程之詳細規

劃內容如各校附表。 

二、修業規定（國際學生需遵照所選校系之修業規定） 

交通大學： 

1. 入學資格 

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國立交通大學接受外

國學生修讀學位暨選讀學分辦法」之國內外大學應屆外籍生或已畢業且

具有學士學位以上之外籍生，得透過申請程序進入本學程博士班修讀博

士學位。 

2. 修業年限 

(1) 博士班一般生修業年限以二至七年為限，在職生修業年限以二至八

年為限。  

(2) 本系所博士生修業年限期滿者，經重新考入本系所博士班，可扺免

其在原博士班修業期間內所修學分，並保留其博士候選人資格，但該生

須於重新入學滿二年（期間不得休學）即提出畢業申請，本辦法只限使

用一次。 

3. 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1) 畢業前至少須修畢專業科目（不含專題研討及書報討論）共 18 學

分，其中包含必選專業課程共 3 學分，及其他相關專業課程共 15 學分。 

(2) 博士生得在指導教授同意下選修外校課程，但外校課程不得列入本

所博士生最低畢業學分。 

(3) 學期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其論文學分另計。適用畢業學分之應修

科目，由本所教學及學生輔導委員會認定。 

(4) 須修習華語語文課程 6 學分，通過華語語文能力測驗者，得抵免華

語語文課程，最多可抵免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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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欲選修非電機資訊兩院開設之英語課程用以抵本所之必、選修課

程，得另行提出申請，須填具外系（院）課程認定申請表，由指導教授

簽名後，經本學程核定後始得承認並列入畢業學分。 

4. 資格考試 

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學科考試，第二部份為博士論文計劃考試。學

生入學後三年（不含休學期間）內，若不能通過資格考試，則報請學校

予以退學。博士生得申請免學科考試，但須滿足免學科考試辦法之規定。 

(1) 未申請免考學科考試之博士班學生應於入學後二年內（不含休學期

間）通過學科考試，且只得報考兩次，第一次報考時，須同時考兩科。 

(2) 博士班學生應於入學後三年內（不含休學期間），通過博士論文計

劃考試。 

5. 論文指導 

(1) 博士生入學至第一次報名博士班資格考學科考試前，須自本所專任

教師中選擇一位為論文指導教授，並繳交經指導教授簽字同意之敦請論

文指導教授協議書，否則將無法參加資格考學科考試。 

(2) 如欲選擇所外學者專家為共同指導教授，最遲須於資格考通過之次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第一週前提出書面申請，如獲通過，仍須有一位本

所專任教授擔任論文指導教授。  

(3) 學生更換指導教授，應先取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許可，填寫『更換

論文指導教授協議書』送所助理處報備。若原指導教授不同意且經協調

後無法達成共識，該生可向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提出申訴，由課程規劃

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6. 畢業 

博士生於修畢規定之課程學分數，通過資格考試，且畢業論文發表出版

情形符合本系所規定，即可由指導教授推薦，申請畢業論文口試，通過

後即授予博士學位。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已開設之電機與資訊學院英語授課(碩博班)專業課程 

課程 開課教授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 
黃經堯  

Computer Networks 

計算機網路 
林盈達 

http://www.ics.ee.nctu.edu.tw/~mdker/courses.htm
http://wintech.ee.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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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Design Lab 

積體電路設計實驗 
李鎮宜 

Bio-Medical Circuits & Systems 

生醫電子與系統 
方偉騏 

Sigma-data-modulator Data Converters 

積分三角訊號轉換器 
陳福川 

Multirate Systems 

多率系統 
林源倍 

Information Theory 

消息理論 
莫詩台方 

Special Topics:Advanced Topics in Information Theory 

專題：高等消息理論 
莫詩台方 

Geometrical Optics 

幾何光學 
安惠榮 

Optoelectronics/Display Device Physics (I) 

光電/顯示元件物理（一） 
冉曉雯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光纖通訊 
鄒志偉 

Introduction to Flat Panel Display 

平面顯示器概論 
謝漢萍 

Electronic Circuits for Display 

顯示電子電路 
黃乙白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數位訊號處理 
蔡德明，馮智豪 

Advanced Projects in Embedded Systems 

嵌入式系統高階專題實作 
黃育綸 

VLSI Signal Processing 

超大型積體電路訊號處理 
方偉騏 

Radio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射頻積體電路設計 
孟慶宗 

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 

適應性訊號處理 
馮智豪 

Image Processing 

影像處理 
羅佩禎 

Embedded System Design 

嵌入式系統設計 
方凱田，鐘崇斌 

Fourier Optics 

富氏光學 
田仲豪 

Introduction to Optical Systems 

光學系統導論 
安惠榮 

Neural Prostheses 

神經彌補裝置 
蔡德明 

Operating System 

作業系統 
袁賢銘 

Wired/Wireless Networking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有線/無線網路技術整合及應用 
謝筱齡 

Queuing Theory 

排隊理論 
楊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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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rea Networks 

區域網路 
楊啟瑞 

Network Security 

網路安全 
邵家健，謝續平 

Optical Networks 

光纖網路 
楊啟瑞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Technologie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網通服務導向架構 
謝筱齡 

Intro. to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Nanostructures 

半導體奈米結構物理 
霍斯科 

Introduction to Semiconductor Spintronics 

半導體自旋電子學導論 

 

霍斯科 

Memory Systems 

記憶體系統 
黃威 

RF VLSI 

射頻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王毓駒 

Physical Design Automation 

實體設計自動化 
陳宏明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 

電磁數值學 
黃謀勤 

Internet Router 

網際網路路由器 
陳健 

交大為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規劃之專業課程 

課   程   內   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碩博 

Introduction to Flat Panel 

Display 3 選 謝漢萍 專任 博士 
顯示技術、微光機電系統、奈米光

學元件和光資訊儲存技術 

平面顯示器概論 

碩博 
Geometrical Optics 

3 選 安惠榮 專任 博士 
雷射光譜、半導體薄膜量測及其應

用 
幾何光學 

碩博 

Optoelectronics/Display 

Device Physics (I) 
3 選 冉曉雯 專任 博士 

薄膜電晶體、半導體製程、及元件

物理 
光電/顯示元件物理（一） 

碩博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3 選 鄒志偉 專任 博士 

光纖通訊、光纖網路、光纖到家 

(FTTH) 、光纖微波 

(Radio-over-Fiber) 、調變格式理論

及應用 (Advanced modulation 

formats) 

光纖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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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 

Electronic Circuits for 

Display 3 選 戴亞翔 專任 博士 半導體元件、主動式平面顯示器 

顯示電子電路 

碩博 
Fourier Optics 

3 選 田仲豪 專任 博士 
光學設計、光資訊儲存、微型光學

元件 
富氏光學 

碩博 

Introduction to Optical 

Systems 3 選 安惠榮 專任 博士 
雷射光譜、半導體薄膜量測及其應

用 
光學系統導論 

碩博 
Photonics (I) 

4 選 余沛慈 專任 博士 
奈米光電材料與奈米光電子學、顯

示元件與驅動電路技術 

光電子學（一） 

碩博 
solar cell 

3 選 余沛慈 專任 博士 
奈米光電材料與奈米光電子學、顯

示元件與驅動電路技術 

太陽能電池專題 

碩博 
Advanced Algorithms 

3 選 陳宏明 專任 博士 
超大型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演

算法設計與分析、組合最佳化 

高等演算法 

碩博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3 選 黃經堯 專任 博士 

無線多媒體傳輸、資源管理和接取

技術控制、無線高速系統設計、SOC

無線矽智財測試和驗證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 

碩博 
Linear System Theory 

3 選 王啟旭 專任 博士 

模糊類神經網路：理論與應用，取

樣控制系統，機器人學，平行計算，

計算機圖學 

線性系統理論 

碩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選 胡毓志 專任 博士 
生物資訊、機器學習、資料探勘、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碩博 

Neur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Modeling 
3 選 蔡德明 專任 博士 

人工電子耳, 深層腦電刺激, 神經

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數值神經科

學、數值電磁學 

神經工程應用與模擬 

碩博 Pervasive Computing 3 選 邵家健 專任 博士 
網路安全、網格計算、感測/實效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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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佈式計算 

碩博 
IC Design Lab 

3 選 李鎮宜 專任 博士 
積體電路與系統、視訊通訊與高速

網路、電腦輔助系統設計 

積體電路設計實驗 

碩博 

Bio-Medical Circuits & 

Systems 3 選 方偉騏 專任 博士 
積體電路系統、類神經網路與智慧

系統、多媒體與通訊系統 

生醫電子與系統 

碩博 
Embedded System Design 

3 選 黃育綸 專任 博士 

嵌入式作業系統、網路安全 、網路

語音通訊 、程式語言、軟體模糊化

保護 

嵌入式系統設計 

碩博 

Advanced Projects in 

Embedded System 

3 選 黃育綸 專任 博士 

嵌入式作業系統、網路安全 、網路

語音通訊 、程式語言、軟體模糊化

保護 嵌入式作業系統高階專

題實作 

碩博 

Sigma-data-modulator 

Data Converters 

3 選 陳福川 專任 博士 系統工程(控制、通訊、IC) 

積分三角訊號轉換器 

碩博 
Multirate Systems 

3 選 林源倍 專任 博士 訊號壓縮、多重抽樣頻率系統 

多率系統 

碩博 

Radio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3 選 孟慶宗 專任 博士 微電工程、微波工程、電信工程 

射頻積體電路設計 

碩博 

Special Topic: 

3 選 陳伯寧 專任 博士 
統計通訊、應用導向硬體設計、網

路管理 

Advanced Probability for 

Communications 

專題:通訊高等機率 

碩博 
Analog IC Design 

3 選 洪浩喬 專任 博士 

混合訊號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混

合訊號電路可測試性設計、混合訊

號內建式自我測試電路設計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碩博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3 選 馮智豪 專任 博士 
數位訊號處理、統計訊號處理、通

訊、多媒體 
數位訊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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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 

VLSI 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3 選 陳宏明 專任 博士 
超大型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演

算法設計與分析、組合最佳化 

超大型積體電路量產可

行性設計 

碩博 

VLSI Signal Processing 

3 選 方偉騏 專任 博士 
積體電路系統、類神經網路與智慧

系統、多媒體與通訊系統 

超大型積體電路訊號處

理 

碩博 

Designs of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3 選 黃威 專任 博士 
SoC 設計、SoC 嵌入式記憶體設計、

進階記憶體技術和設計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 

碩博 

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 3 選 馮智豪 專任 博士 
數位訊號處理、統計訊號處理、通

訊、多媒體 
適應性訊號處理 

碩博 

Mixed-Signal IC Design 

3 選 蘇朝琴 專任 博士 
VLSI 電路設計與測試、通信電路系

統 
混合信號積體電路測試 

碩博 

Advance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3 選 洪浩喬 專任 博士 

混合訊號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混

合訊號電路可測試性設計、混合訊

號內建式自我測試電路設計 

前瞻類比積體電路 

碩博 

Introduction to Optical 

Systems 3 選 安惠榮 專任 博士 
雷射光譜、半導體薄膜量測及其應

用 
光學系統導論 

碩博 
Neural Prostheses 

3 選 蔡德明 專任 博士 

人工電子耳, 深層腦電刺激, 神經

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數值神經科

學、數值電磁學 

神經彌補裝置 

碩博 
Computer Architecture 

3 選 陳 健 專任 博士 
高速度電腦網路、DWDM 光電網

路、網路服務質量與通訊協定 

計算機架構 

碩博 
Intro. to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Nanostructures 

3 選 霍斯科 專任 博士 
量子結構與元件、半導體物理與元

件、量子物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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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奈米結構物理 

碩博 

Introduction to 

Semiconductor 

Spintronics 
3 選 霍斯科 專任 博士 

量子結構與元件、半導體物理與元

件、量子物理計算 

半導體自旋電子學導論 

碩博 
Memory Systems 

3 選 黃威 專任 博士 
SoC 設計、SoC 嵌入式記憶體設計、

進階記憶體技術和設計 

記憶體系統 

碩博 

RF VLSI 

3 選 王毓駒 專任 博士 

電路理論與方法學、射頻超大型積

體電路與系統晶片、再生能源方法

與系統晶片 

射頻超大型積體電路設

計 

 

清華大學： 

        第一條  入學資格 

（一）凡是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是經過教育部認

可 之外國大學研究所光電相關學科，獲有碩士學位，經本校博士班研

究生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所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二）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合於本校「碩士班研究生申請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辦法」之規定，經本所推薦，並經審核通過者，得逕行修讀本

所博士學位。 

（三）本校其他所之博士班研究生，經本所核可轉入本所就讀者，得進

入本所之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第二條  修業年限 

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年限二年。 

第三條  必修課程及學分 

（一）必修四個學期四學分之「書報討論」，若修業年限少於四個學期

即畢業者，其必修「書報討論」之學期數應和其在學學期數相等，若情

況特殊者，由所長認可決定之。 

（二）必修「論文」。 

（三）必修光電子學（I）三學分，光電子學（II）三學分，過去若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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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類同課者，可以申請經所長認可後抵免。 

除上述必修課程及學分數之外，必須修滿本所所認可之課程十四學分，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二十六學分；該認可學

分不得包含通識及語文課程並由指導教授認可之，尚未找到指導教授

前，由所長認可之。 

第四條  資格考試 

（一）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即可向本所申請參加資格考考試，資格考試

方式，由本所「博士班資格考試實施細則」另行規定。 

（二）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必須在入學後六個學期內(休學學期不計)通過

資格考試，且至多每科僅能考三次。未能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試

者，即令退學。休學學期內已參加資格考試者，其成績與次數均予採計。 

第五條  論文指導 

（一）研究生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必須找到論文指導教授，由指導

教授負責其學業與研究之指導。若於第二學年結束後仍未能找到論文指

導教授時，所長得指定兩位教授進行了解，若經認定該生不適合在本所

繼續修讀時，即令退學。 

（二）指導教授應為考入本所時之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教授(以下簡

稱為本所教授)，如果所找的指導教授不是本所教授，必須另找一位本

所教授為共同指導教授。 

（三）研究生擬更換指導教授時，必須向所上提出申請。 

第六條  論文內容及品質 

（一）博士論文須是博士班研究生在其論文指導教授指導下所完成之原

創性研究工作，並經嚴謹而且有系統之整理。 

（二）研究成果由指導教授(或是計畫主持人)及參與學生所共享；學生

若更換指導教授後，原計畫及其成果，未徵得原指導教授同意，不應納

入學位論文中或自行於期刊發表。 

（三）除提出博士論文外，博士班研究生在研究期間內應證明其研究水

準可達到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之程度，至少要有一篇論文以該研究生

為第一作者（教師除外）。論文發表之質與量，由本所所務會議認定。 

第七條  論文之提出 

（一）論文口試資格之審查 

研究生申請論文審查之前，應備妥符合畢業資格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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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1)資格考試通過之文件 

(2)論文研究計畫審核通過之証明文件，其通過日期與論文口試日期之

間隔，至少為一完整學期或六個月以上。 

(3)已發表之論文 

(4)歷年成績單(以確認各必修課程皆已通過) 

(5)外語合格証明文件繳交本所所務會議審查，超過出席委員之二分之

一(含)同意才算通過。 

(6)需擔任以下課程：光電子學一(IPT5140)、光電子(IPT5141)、光電元

件與量測(IPT5142)、雷射與非線性光學實驗(IPT5410)、光電實驗 EE 

4150）至少兩個學期之助教。 

（二）研究計畫審查 

(1)由論文指導委員會以口試方式進行，申請者必須於研究計畫審核日

兩周前，將研究計畫書交付論文指導委員會全體委員。研究計畫審核口

試，需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才算通過；若審核結果未通過，

則至少必須間隔三個月，才可再提出申請。 

(2)每位博士班研究生之論文指導委員會由指導教授及所長共同商議決

定四人以上之合適委員，並經所長聘任組合而成，其中指導教授為當然

委員，而召集人則由所長指定之。 

(3)每位博士班研究生最多僅能提出二次論文研究計畫審核之申請；且

此項論文研究計畫審核必須於入學後 3 年半之內通過，未能於規定次數

內通過者，即令退學。 

（三）論文口試審查 

研究生通過論文口試資格後可以向論文審核委員會提出論文初稿審核

之申請。論文審核委員會以口試方式進行論文初稿審查，須得全體委員

同意才算通過；若是不能通過，必須三個月後才可以再提出申請。論文

初稿口試必須公開舉行，並於通告上註明講員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八條  論文考試 

按照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學位之撤銷 

博士班研究生授予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如經舉證有抄襲、剽竊或偽造

數據，情形嚴重，經校方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屬實者，取銷其畢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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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並繳銷其博士學位證書。前項博士班研究生，如經取銷畢業資格並繳

銷博士證書，即使未屆滿修業年限亦不得要求繼續修讀。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清大為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規劃之專業課程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碩、博士 應 用 光 學 

 

3 選 修 李 志 浩 專 任 博 士 同步輻射Ｘ光及中子束應

用、光子與粒子度量、表

面科學、奈微系統、核化

學 

碩、博士 非 線 性 光 學 3 選 修 黃 衍 介 專 任 博 士 准相位匹配非線性光學、相

對論光電子學、兆赫波雷

射、波長可調雷射系統、非

線性奈微光電元件 

碩、博士 光 纖 與 光 纖 通 訊 3 選 修 王 立 康 專 任 博 士 光纖通訊、光纖感測、非

線性光纖光學、太陽能電

池 

碩、博士 奈 米 磊 晶 3 選 修 洪 銘 輝 專 任 博 士 先進奈米磊晶 

碩、博士 固 態 物 理 一 3 選 修 邱 博 文 專 任 博 士 奈米碳管、石墨烯、低維

半導體物理、奈米元件 

碩、博士 量 子 力 學 3 選 修 林 叔 芽 專 任 博 士 固態物理、非晶半導體 

碩、博士 

 

固 態 物 理 一 3 選 修 李 志 浩 專 任 博 士 同步輻射Ｘ光及中子束應

用、光子與粒子度量、表

面科學、奈微系統、核化

學 

碩、博士 半 導 體 製 程 3 選 修 游 萃 蓉 專 任 博 士 先進半導體製程及整合、

奈米電子、軟性電子、奈

米生物材料應用、生物感

測顯像 

碩、博士 微 奈 米 科 技 3 必 修 饒 達 仁 專 任 

 

博 士 生醫微機電系統、微熱流

微機電系統、奈微米尺度

薄膜材料量測與分析 

李 昇 憲 專 任 

 

博 士 微機電共振器、微機電振

盪器、微機電濾波器、金

氧半微機電製程、微機械

電路整合 

王 玉 麟 專 任 博 士 原子及分子科學 

碩、博士 高分子微奈米系統技

術 

3 選 修 傅 建 中 專 任 

 

博 士 LIGA 微奈米加工技術、生

醫微機電系統、光學微機

電系統、微流體系統、仿

生學與人工肌肉致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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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軟性電子元件與系統 3 選 修 羅 丞 曜 專 任 博 士 軟性電子製程及感測器、

微機電系統 

 

碩、博士 電子式生醫感測器 

與奈米科技之應用 

3 選 修 王 玉 麟 專 任 

 

博 士 原子及分子科學 

碩、博士 生 醫 微 機 電 及 

奈 米 技 術 導 論 

3 選 修 陳 致 真 專 任 博 士 生物醫學量測、醫學工

程、其他醫工 

碩、博士 基 本 粒 子 物 理 一 3 選 修 張 敬 民 專 任 博 士 粒子物理 

碩、博士 微 奈 米 系 統 之 

感 測 與 致 動 

3 選 修 劉 承 賢 專 任 博 士 微型生醫系統工程與晶

片、微型光機電系統、系

統控制、生醫光電奈米科

技 

碩、博士 固 態 物 理 一 3 選 修 吳 玉 書 專 任 博 士 光電性質、電導性質之理

論 
碩、博士 半 導 體 物 理 3 選 修 吳 玉 書 專 任 博 士 光電性質、電導性質之理

論 
碩、博士 

 

 

 

先 進 軟 物 質 材 料 3 選 修 王 本 誠 專 任 博 士 高分子科學、功能性高分

子介面、奈米材料 、有機

電子系統、生化分析微系

統、再生能源 

碩、博士 半導體雷射動態與應

用 

3 選 修 林 凡 異 專 任 博 士 半導體雷射非線性動態、

光通訊、超寬頻雷達、非

線性光學、新穎顯示及影

像科技 

碩、博士 量 子 光 學 3 選 修 李 瑞 光 專 任 博 士 量子光學、量子資訊、理

論光學 

 
 碩、博士 相對論光電子學— 

自 由 電 子 雷 射 

3 選 修 黃 衍 介 專 任 博 士 准相位匹配非線性光學、相

對論光電子學、兆赫波雷

射、波長可調雷射系統、非

線性奈微光電元件 

碩、博士 奈微米元件量測實驗 3 必 修 葉 哲 良 專 任 博 士 液態變焦透鏡、奈米光電  

、生醫光電、射頻元件 

饒 達 仁 

 

專 任 博 士 生醫微機電系統、微熱流

微機電系統、奈微米尺度

薄膜材料量測與分析 

傅 建 中 

 

專 任 博 士 LIGA 微奈米加工技術、生

醫微機電系統、光學微機

電系統、微流體系統、仿

生學與人工肌肉致動器 

賴 梅 鳳 

 

專 任 

 

博 士 奈米機電及人工智能結構 

、固態光電元件及自旋電

子元件、生醫微流體晶片

及生物感測器、與能源相

關之熱電轉換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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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昇 憲 

 

專 任 

 

博 士 微機電共振器、微機電振

盪器、微機電濾波器、金

氧半微機電製程、微機械

電路整合 

王 玉 麟 

 

專 任 博 士 原子及分子科學 

陳 致 真 

 

專 任 博 士 生物醫學量測、醫學工

程、其他醫工 

羅 丞 曜 專 任 博 士 軟性電子製程及感測器、

微機電系統 

 

碩、博士 軟性電子製程與應用 3 選 修 羅 丞 曜 專 任 博 士 軟性電子製程及感測器、

微機電系統 

 

碩、博士 微型平面顯示技術 3 選 修 羅 丞 曜 專 任 博 士 軟性電子製程及感測器、

微機電系統 

 

碩、博士 奈米電子及奈米技術 3 選 修 王 玉 麟 

 

專 任 

 

博 士 原子及分子科學 

碩、博士 微奈米尺度輸送現象 3 選 修 陳 致 真 

 

專 任 博 士 生物醫學量測、醫學工

程、其他醫工 

碩、博士 基 本 粒 子 物 理 二 3 選 修 張 敬 民 專 任 博 士 粒子物理 

碩、博士 奈 米 物 理 特 論 3 選 修 郭 瑞 年 專 任 博 士 凝體物理 

 

中央大學： 

1. 入學資格 

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國立中央大學國際學

位生申請資格」之國內外大學應屆外籍生或已畢業且具有學士學位以上

之外籍生，得透過申請程序進入本學程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2. 修業年限 

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3. 修業辦法 

第一條 課程 

一、選課：由指導教授輔導選課；未選定指導教授者，由主任輔導選課。 

二、修課： 

(一)博士班學生在畢業前必須選修以下八科─晶體光學、傅氏光學、幾

何光學、輻射與檢測、雷射物理、干涉光學、電磁學、電子學，且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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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七科成績及格。 

(二)【1-2-1】所列之科目，若已於資格考試通過者，可免修。 

(三)書報討論：畢業前必須修過且及格六學期。(可提前畢業者不受此

限，但必須在學時每學期修讀此門課程並且及格。) 

三、免修 :  

(一) 修過本系所開上述八科，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者，得於入學第一

學期開學前一週向系提出免修申請，修習其他研究所課程者必須繳交該

科之成績單(70 分(含)以上)及原研究所認同之課程大綱以供審核。 

(二)若未修過電磁學、電子學等科目，可選修本系大學部電子學 I、或

電子學 II 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免修電子學，選修電磁學 I、或電磁學 II，

其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可免修電磁學。 

四、抵修 : 

九十六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的學生，得以選修本系開授之晶體光學抵修

光電學。  

五、學分：博士班研究生應在本系研究所課程中至少修滿十八學分。平

均成績在 75 分以上。 

六、逕修讀博士班學生之選課、必選、免修、及學分規定如上述。 

第二條 資格考：依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論文： 

研究生應選請本系專任老師一人為論文指導教授，但論文學分於第二學

年後開始計算，惟可提前畢業者不在此限。若指導教授認可，可再選定

系(校)外具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一人共同指導。 

第四條 畢業： 

博士班研究生修畢其必須修讀之課程並通過資格考後，且其系發表之相

關著作累計積分已超過四點(不含)，可由其指導教授推薦，填寫博士班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審查表，申請論文口試。申請資料經本系課程與考

試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得舉行口試，口試通過後即報校方授與博士學

位。畢業論文及其系發表之論文必須與光電專業相關。 

一、本系學生在學及畢業兩年內以中央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具名發表之

SCI 文章可列入博士班論文點數，點數計算依博士班修業規定，但上述

點數以折半計算，且不得超過 2 點(含)。惟該生若就讀博士班時，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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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與碩士班不同則點數不予計算。 

二、文章點數算法為：文章刊載於 SCI 之期刊者為 4 點，其餘不在 SCI

之國內外有外審制度之期刊文章交由學術委員會討論，但所有畢業點數

需有一半以上(含)為 SCI。國際會議論文為 1 點且最高以一篇為限。 

三、各作者計分百分比如表一所列，但指導教授計為最後一位作者。 

四、除 4-1 規定外，研究生在入學前發表之論文不計點。 

五、4-5.研究生必須以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名義發表。 

第五條 學分生的「博士班研究生資格之認定」以取得學籍開始時為準。 

第六條 畢業論文口試及其他有關畢業事項均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中央大學為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規劃之專業課程 

課   程   內   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碩博 
Simulation in Optics 

光學計算 
3 選修 陳啟昌 專任 

Docteur,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 

France 

Photonic Crystals, 

GaN-Based 

Micro-Optics, Passive 

Components for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s, 

Integrated Optics 

碩博 

 

 

Laser Engineering 

雷射工程 

3 選修 鍾德元 專任 

Ph.D., College of 

Optic/CREOL/FPE

L,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USA 

High Power Laser, Solid 

State Laser, Laser System 

Design, Thermal 

Management, Laser 

Physics, Optical 

Simulation 

碩博 
Fourier Optics 傅立

葉光學 
3 必修 鍾德元 專任 

Ph.D., College of 

Optic/CREOL/FPE

L,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USA 

High Power Laser, Solid 

State Laser, Laser System 

Design, Thermal 

Management, Laser 

Physics, Optical 

Simulation 

碩博 
Guided-Wave Optics  

波導光學 
3 選修 戴朝義 專任 

Ph.D., 

Optoelectronics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Integrated Optics, 

Nonlinear Optics, Laser 

Physics and Ultrafast 

Phenomena 

 

碩博 
Ultrafast Optics 超快

光學 
3 選修 戴朝義 專任 

Ph.D., 

Optoelectronics 

Research Centre, 

Integrated Optics, 

Nonlinear Optics, Laser 

Physics and Ultra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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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Phenomena 

 

碩博 

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Imaging 

生醫影像導論 
3 選修 陳怡君 專任 

Ph.D., College of 

Op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Nuclear Medicine 

Imaging Instrumentation, 

Biomedical Imaging 

Instrumemtation, 

Tomographic Image 

Analysis, Visual 

Performance and Comfort 

Evalution, 

Opto-Mechantronic 

System Integration, 

Precision Optical 

Metrology 

碩博 
Geometric Optics  

幾何光學 
3 選修 梁肇文 專任 

Ph.D., College of 

Op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Optical Testing, Optical 

System Design, 

Diffractive Element 

Design, Opto-Mechanical 

Engineering 

碩博 
Integrated Optics 

積體光學 
3 選修 張殷榮 專任 

Ph.D.,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Nanoscale Dielectrics 

Research, Nano Optics, 

Nanophotonics, 

Integrated Optics, Optical 

interconnects,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碩博 

Physics of 

Optoelectronic 

Devices 

光電元件物理 

3 選修 張殷榮 專任 

Ph.D.,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Nanoscale Dielectrics 

Research, Nano Optics, 

Nanophotonics, 

Integrated Optics, Optical 

interconnects,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碩博 

Physical Foundations 

of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s 

光電半導體物理基

礎 

3 選修 張殷榮 專任 

Ph.D.,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Nanoscale Dielectrics 

Research, Nano Optics, 

Nanophotonics, 

Integrated Optics, Optical 

interconnects,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碩博 

Introduction of 

organic electronics 

有機電子導論 
3 選修 張瑞芬 專任 

Ph.D. in Phys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Organic Thin-Film 

Transistor, Organic 

Light-Emitting Device 

碩博 

Biomolecular 

Recognition 

Engineer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Biosensor 生物分子

辨識工程與其於生

物檢測器之應用 

3 選修 陳文逸 專任 

Ph.D.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USA 

Biorecognition, Biochip, 

Biomaterials for Stem Cell 

Purification and 

Preservation, Controlled 

Release 

碩博 

Diffusion Optics 

Tomography 

擴散光學斷層影像 
3 選修 潘敏俊 專任 

Ph.D.,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Sensing Technology, 

Biomedical and 

Mechanical Signal 

Processing, Diagnosis 

Techniques in Biomed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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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 

1. 入學資格 

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國立陽明大學外國學

生入學辦法」之國內外大學應屆外籍生或已畢業且具有碩士學位以上之

外籍生，得透過申請程序進入本學程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2. 修業期限 

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3. 學分制度 

(1) 博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二十二學分，但不包含科目如：專題討

論、專題研究、外國語文及論文學分。其中至少六學分需修習本所開設

之課程，若有特殊問題可個案提送所務會議審議。 

(2) 碩士班已修課程之學分不列入二十二學分內計算。 

4. 課程要求  

(1)專題討論： 

a.在學期間，至少需修滿四學分，方得畢業，唯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 

b.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在學期間，每年需就論文內容與結果，於「專題

討論」課程中進行報告。 

(2)生命科學相關課程：至少需選修六學分之生命科學相關學分，但不

包含必修課程。入學前已修讀之相關學分，得申請認定為生命科學學

分，經核可者得免修，唯學分不得抵免畢業學分。 

(3)理工相關課程：至少需選修四學分之理工相關學分，但不包含必修

課程。修過大學相關理工課程者，得申請免修，經所課程委員會審議核

可者得免修，唯學分不得抵免畢業學分。 

(4)未修過本所之必修課程者，必須選修該課程，不及格者重修。 

a.必修課程：所有研究生皆必修「光電工程導論」課程。另外，理工組

研究生必修「分子細胞生物學概論」，生命科學組研究生必修「應用數

學」，方得畢業。 

b.應用數學為生命科學組同學之必修課程，列為畢業學分，理工組同學

可修讀，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c.分子細胞生物學概論為理工組同學之必修課程，列為畢業學分，生命

科學組同學可修讀，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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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命科學及理工相關課程，由所上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6)修過相關領域課程，欲申請本所相近之必修課程免修者，得於每學

期選課前提出，經由所上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免修。 

(7)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須修滿三十學分。 

5.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考核 

(1)資格考核最遲應於博士班修業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完成第一次

考試。第一次未通過者應在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得重考一次，重考

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2)資格考核： 

1.應考條件： 

a.完成本辦法中第 4 項中第(2)(3)(4)(5)(6)(7)點有關學分及課程之要求。 

b.檢附相關證明上、下學期分別於考試前兩個月，提出考試申請。 

2.考核方式以該研究生之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為範圍，由口試委員會進行

口試，口試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及格。 

3.口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所長召集三至七位校內外委員，送學術委

員會核備後組成。 

4.第一次口試未通過者，得於次學期申請第二次口試，未通過者，應予

退學。 

(3) 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資格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考核實施要

點」第四條相關規定辦理。 

(4) 通過資格考核者為博士學位候選人，本所核發資格考核合格證明書

並得以參加學位考試。 

6.指導教授 

(1) 每一博士班研究生均有一位主要指導教授，直接負責指導該研究生

有關學業與論文研究、撰寫事宜。 

(2)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當年十二月底前必須選定主要指導教授並繳交

指導教授選定同意書。選定後未經該指導教授同意，不得擅自更換。 

(3) 主要指導教授需為本所專任或合聘老師。 

7. 畢業 

博士生於修畢規定之課程學分數，通過資格考試，且畢業論文發表出版

情形符合本校生醫光電所規定，即可由指導教授推薦，申請畢業論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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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通過後即授予博士學位。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陽明為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規劃之專業課程 

課   程   內   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任課     

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修業     

期間 

Seminar                 

專題研討 
0 

必  

修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of 

Photonics Engineering 

光電工程導論 

3 
必  

修 

邱爾德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應用物理博士 
光鉗微操控、光學感測 

修業     

期間 

Fourier Optics 

傅立葉光學 
3 

選  

修 

邱爾德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應用物理博士 
光鉗微操控、光學感測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to diffuse 

optical tomography                          

漫光光學影像導論 

3 
選 

修 

王興雯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光血氧量測及影像、光動力治

療、腫瘤生理、自體螢光半衰

期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to 

photodynamic therapy 

and dosimetry                             

光動力治療及劑量學 

1 
選 

修 

王興雯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光血氧量測及影像、光動力治

療、腫瘤生理、自體螢光半衰

期 

修業     

期間 

Optical Microscopy for 

Living Cells 

光學細胞顯微科技 

3 
選 

修 

李超煌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超解析率顯微術、細胞膜動

態、細胞與微環境之交互作用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of Laser 

Engineering 

雷射工程導論 

2 
選 

修 

李超煌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超解析率顯微術、細胞膜動

態、細胞與微環境之交互作用 

修業     

期間 

Applied Optics  

應用光學 
3 

選 

修 

高甫仁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康乃爾大學              

物理博士 
顯微技術、生醫光電感測 

修業     

期間 

Basics of Photonic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基礎光電材料與技術 

3 
選 

修 

高甫仁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康乃爾大學              

物理博士 
顯微技術、生醫光電感測 

修業     

期間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principle,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光學同調斷層攝影術-原

理,設計,應用 

2 
選 

修 

郭文娟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極化靈敏光學同調斷層顯微

術、放射線誘發癌細胞動態行

為機制探討、手術導引用掃頻

式光學同調斷層攝影術 



 150 

修業     

期間 

Surface Plasmonics for 

Biology 

表面電漿子在生物學的應

用 

3 
選 

修 

陳浩夫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          

電機工程博士 

非線性雷射動力學、非線性光

學影像、表面電漿波生醫檢測

及顯微影像  

修業     

期間 

Biophysics(II) 

生物物理 
2 

選 

修 

費伍岡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德國海德堡大學              

化學博士 
生物物理、病毒膜蛋白 

修業     

期間 

Chemical and Medical 

Biophysics          

化學和醫用生物物理 

2 
選 

修 

費伍岡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德國海德堡大學              

化學博士 
生物物理、病毒膜蛋白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to 

Biophysics 

生物物理導論 

2 
選 

修 

費伍岡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德國海德堡大學              

化學博士 
生物物理、病毒膜蛋白 

修業     

期間 

Medical Biophysics 

醫用生物物理 
2 

選 

修 

費伍岡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德國海德堡大學              

化學博士 
生物物理、病毒膜蛋白 

修業     

期間 

Molecular Modeling of 

Biomolecules 

生物之分子模型 

1 
選 

修 

費伍岡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德國海德堡大學              

化學博士 
生物物理、病毒膜蛋白 

修業     

期間 

An exercise in 

techn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科技英文 

3 
選 

修 

薛特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印度加爾各答大學               

物理博士 
奈米材料、感測器、光電子學 

修業     

期間 

Fundamentals and recent 

trend in Sensors 

晶片之未來導向 

3 
選 

修 

薛特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印度加爾各答大學               

物理博士 
奈米材料、感測器、光電子學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of 

Nanobiotechnology 

奈米科技概論 

2 
選 

修 

薛特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印度加爾各答大學               

物理博士 
奈米材料、感測器、光電子學 

修業     

期間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Displays 

半導體光電元件與顯示科

技 

3 
選 

修 

薛特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專  

任 

印度加爾各答大學               

物理博士 
奈米材料、感測器、光電子學 

修業     

期間 

Bioimaging for 

molecular sensing 

within living cells                  

生物影像之活細胞分子感

應 

2 
選 

修 

楊德明     

(陽明生醫

光電所) 

兼  

任 

國防醫學院          

生命科學博士 

重金屬鉛細胞毒理學研究、探

索抗癌藥物分子機制、進階光

學顯微技術平台 

修業     

期間 

Special Topics in 

Biomedical Image 

Analysis 

生物醫學影像分析特論 

1 
選 

修 

吳育德     

(陽明生物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專  

任 

美國匹玆堡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醫學影像處理與分析、腦電波/

磁波處理與分析、腦波人機介

面、立體電影視覺與虛擬實境 

修業     

期間 

Principle of the 

molecular biological 

imaging  

分子生物學影像原理 

2 
選 

修 

李易展     

(陽明生物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專  

任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分子病理暨實驗室醫

學博士 

分子細胞生物、放射生物、放

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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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     

期間 

Principle of 

multimodality medical 

imaging      多

重模式醫學影像原理 

2 
選 

修 

李俊信     

(陽明生物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專  

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

哥校區               

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放射物理、多重影像整

合、醫學影像原理及應用 

修業     

期間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Molecular Imaging 

Agents and 

Nano-biomedical 

Materials                

醫學分子顯像劑和奈米生

物醫用材料簡介 

2 
選 

修 

張正     

(陽明生物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專  

任 

美國匹茲堡大學              

生物無機及分析化學

博士 

診斷藥學、分子醫學、生物無

機及分析化學、生醫工程 

修業     

期間 

Medical Optics                  

醫學光學 
2 

選 

修 

陳志成     

(陽明生物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專  

任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             

光學博士 

醫學物理、影像處理與品質分

析、核子醫學影像、核子醫學

儀器 

修業     

期間 

Biomedical Optics 

System                

醫用光電系統 

3 
選 

修 

江惠華     

(陽明醫學

工程研究

所) 

專  

任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博士 

光電量測、超音波系統、醫療

器材設計  

修業     

期間 

Bio-research 

application of 

Photonics techniques                 

光電技術在生物研究上的

應用 

2 
選 

修 

兵岳忻     

(陽明藥理

學研究所) 

專  

任 

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

立大學              

藥理學博士 

分子生物影像、病毒與宿主交

互作用、基因調控、microRNA 

修業     

期間 

Application of 

microscopic techniques 

in life science                    

顯微技術在生命科學的應

用 

2 
選 

修 

林奇宏     

(陽明微生

物及免疫

學研究所) 

專  

任 

美國耶魯大學               

生物學博士 
分子與生物影像操控 

修業     

期間 

Photonics-based 

techniques for clinical 

diagnostics and 

applications                    

基礎光電技術的臨床診斷

與應用 

1 
選 

修 

林奇宏     

(陽明微生

物及免疫

學研究所) 

專  

任 

美國耶魯大學               

生物學博士 
分子與生物影像操控 

修業     

期間 

Image Analysis for Cell 

Biology 

影像分析於細胞生物學之

應用 

3 
選 

修 

林崇智     

(陽明生命

科學系暨

基因體科

學研究所) 

專  

任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胞器之分子細胞生物學 

 

柒、本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四、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 

交通大學： 

中文圖書 82,533 冊，外文圖書 219,723 冊；中文期刊 78  種，外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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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351 種。 

清華大學： 

中文圖書：106,706 冊，外文圖書：58,428 冊，電子書：60,289 冊；

中文電子期刊：3,255 種，外文電子期刊：14,631 種。 

中央大學： 

中文圖書 4360 冊，外文圖書 37648 冊；中文期刊 65 種，外文期刊

341 種；100 學年度擬增購理學、資電、工程學類圖書 1452 冊；中文

期刊 0 種，外文期刊 4 種。 

陽明大學： 

中文圖書：106,706 冊，外文圖書：58,428 冊，電子書：60,289 冊； 

101-103 學年度擬增購 生醫光電 類圖書  200 冊；中文電子期刊：

3,255 種，外文電子期刊：14,631 種， 101-103 學年度擬增購 生醫光

電 類期刊 5 種。 

五、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 

將運用現有各校光電系所之設備及研究資源，無需增購新設備。 

捌、本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有空間 

交通大學： 

提供本學程主要空間預計為共用國際學位學程之辦公室一間約 17 平方

公尺，位於本校工程四館樓 110 室；研習室兼會議室一間約 28 平方公

尺，位於本校工程五館樓 227 室。 

清華大學： 

(一)本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414.75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318.75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96 平方公尺。 

(三)座落資電大樓，第 5、6、7、8 樓層；工程三館第 1、2 層、研發大

樓第 

    1 層 

中央大學：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5130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10.32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30.24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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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落於國鼎光電大樓，地下一樓至五樓共六個樓層。 

陽明大學：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592.46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7.23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74.06 平方公尺。 

(三)座落傳統醫學大樓甲棟，第六樓層與地下一樓層。 

二、 未來空間規劃 

交通大學： 

由於本校提供本學程之師資與課程，主要仍分佈在電機學院各系所，目

前尚未需要額外之教室或教師辦公空間。惟每年僅需數間研究室供訪問

學者使用，這個部分可由現有之空間彈性調配使用。 

清華大學： 

由於本校提供本學程之師資與課程，主要仍分佈在資電館，台達館，工

程三館，研發大樓，教育館，與高能電子實驗室大樓等大樓，目前尚未

需要額外之教室或教師辦公空間。惟每年僅需數間研究室供訪問學者使

用，這個部分可由現有之空間彈性調配使用。 

中央大學： 

由於本校提供本學程之師資與課程，主要仍分佈於新建之國鼎光電大樓

內，目前空間規劃適切，故已無需額外之教室、教師辦公室、與實驗室

空間。 

陽明大學： 

本學程包含四校教師支援課程，四年之內教師人數增長有限，且皆為校

內既有師資；歸屬陽明大學校區的學生人數則可能在四年內由五人增為

十餘人。學程所需之授課空間將融入台聯大各合作系所之既有空間，學

生將進入各合作系所之課程上課，唯國際研究生住宿問題將與四校校方

溝通優先提供。 

玖、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一、教學資源整合 

共同開課與跨校選課，共享特色課程：本學程可利用台聯大系統共同開

課、相互承認學分、跨校選課及課程互開，擁有四校教學資源整合的優

勢。例如：98 學年度跨校選課計 1,504 人次；98 學年度開設跨校同步

遠距教學及非同步完全網路教學，由四校主播的課程 25 門，計有 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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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選課；四校共同推動 e 化教學系統，98 學年度四校使用 Blackboard

授課計有 3,719 門；建置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ware）104 門。 

教師在系統內交流，幫助四校教學研究之發展：系統內相互承認教師資

格、跨校開課、跨校合聘、跨校合作研究及指導研究生等，使師資陣容

更趨完整且豐富。 

二、研究資源整合 

結合四校人才及資源，台聯大共同成立了四個跨校研究中心，由四校分

別負責：陽明大學負責「腦科學研究中心」、清華大學負責「奈米科技

研究中心」、交通大學負責「尖端資訊與電子研究中心」及中央大學負

責「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整合後的研究團隊，多能在國家型計畫、

後卓越計畫及學界科專等多項大型計畫中，爭取到新的資源，且積極推

動國際學術交流、延攬國際知名學者等，四研究中心已漸成國際級研究

團隊。 

三、台聯大四校光電相關領域支援系所師資及研究資源豐沛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電機學院的師資陣容完整且龐大，包含多位 IEEE Fellow、IEE 

Fellow 以及許多傑出教授獎得主，例如：國科會傑出獎、中國工程師學

會傑出教授獎、中國電機工程師傑出教授獎。另有多位中研院應用科學

研究中心合聘師資，提供寬廣的研究視野。除此之外，研究資源豐富，

視學術研究與技術開發兩者並重，更擁有優良的教學環境，大學部與研

究所完整的專業課程，提供理論與實用兼具的教學方式，可提供本學程

博士班學生更多課程選擇，以培育學術研究及產業技術發展所需之高級

國際化專業人才。因此本學程目前無增聘專任師資規劃，將由電機學院

現有師資來支援授課。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光電所的師資陣容完整，許多傑出教授獎得主，例如：國科會

傑出獎。除此之外，研究資源豐富，學術研究與技術開發兩者並重，更

擁有優良的教學環境，研究所完整的專業課程，提供理論與實用兼具的

教學方式，可提供本學程博士班學生更多課程選擇，以培育學術研究及

產業技術發展所需之高級國際化專業人才。因此本學程目前無增聘專任

師資規劃，將由光電所現有師資來支援授課。 

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系與中大其他光電相關研究團隊之師資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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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且聲譽卓著。團隊成員已獲得 OSA、SPIE 及 IEEE 會士 6 人次與

多個國內外重要獎項，包括國科會研究傑出獎、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貢

獻獎、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獎等。 近五年來，本系平均每年所獲致之

研究經費均在四千三百萬以上。除此之外，本校於光學與光電領域之研

究資源豐富，可支援本國際光電學程之校內院級以上之研究中心計有: 

1. 校級研究中心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2. 院級研究中心 

 薄膜技術研究中心 

本系學術研究與技術開發兩者並重，更擁有優良之教學實驗環境，提供

理論與實用兼具之研究所完整專業課程與訓練，可提供本學程博士班學

生更多之課程選擇與學術素養之養成教育，以培育學術研究及產業技術

發展所需之高級國際化專業人才。目前本學程無增聘專任師資規劃，將

主要以光電科學與工程系之現有師資來支援授課。 

陽明大學：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的師資陣容完整且龐大，許多傑出教授獎

得主，例如：國科會傑出獎。除此之外，研究資源豐富，學術研究與技

術開發兩者並重，更擁有優良的教學環境，研究所完整的專業課程，提

供理論與實用兼具的教學方式，可提供本學程博士班學生更多課程選

擇，以培育學術研究及產業技術發展所需之高級國際化專業人才。因此

本學程目前無增聘專任師資規劃，將由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與生命科學

院現有師資來支援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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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7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1年 5月 11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黃志彬副校長、台南分部陳

信宏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張翼

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盧鴻

興院長（朱仲夏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

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

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

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

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長（劉蘊之同學代理）、學生議會焦佳弘議長 

列  席：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

心葉弘德主任（請假）、軍訓室伍道樑主任、秘書室李佳如小姐 

記  錄：施珮瑜 

 

案由七：為推動校園規劃及中長程發展，總務處擬將轄下勤務組更名成立校園規劃組成立專

責的規劃作業單位一案，請 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校園規劃與改造必須配合本校發展目標及校務資源計畫，定期檢討及提出未來校園

整體發展藍圖，在獲得校內共識及支持下，依據發展藍圖，確保校園環境有秩序及

完整的開發與發展。為確保規劃工作長期而持續地進行，規劃方針能永續推動與落

實，實應成立專責的規劃作業單位，在現有「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園建築及景

觀審議委員會」的指導下，以專業的角度持續進行校園整體規劃工作及校園開發準

則訂定，以保障校園景觀與建設品質。 

二、多年來校園整體規劃工作並無統籌單位負責，甚者，同一時間由不同單位負責不同

規劃任務，因此規劃成果散落無法有效傳承與持續更新檢討。現階段校園整體規劃

工作暫由總務處營繕組負責，由於營繕組主要以興建校園各項建築、機電工程及設

備維護等工作為主，人員組成主要為土木及機電人員，又近年來本校多項大型工程

陸續展開，包括人社三館、研究生第三宿舍、立體機車棚、動物中心、跨領域生物

醫學大樓等工程興建，在人力及專業上對應重大校園規劃業務，常有力有未逮之處。

再者，校園整體規劃工作內涵屬於先期計畫性質或可行性評估工作，此和在經費與

計畫內容明確下執行之重大建設任務實屬兩種不同角色之工作。 

三、為了因應未來各校區不斷發展，例如近期之博愛校區再造與光復校區校園建設之完

整或中期之竹北校區開發，各項工作面向及投入內容經緯萬端，亟需穩定及規劃專

業人力（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建築、地政）投入推動，以因應業務需求。考量總

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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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各組人力及專業分工，並使規劃成果能有效傳承，確保校園環境有秩序及完整

的開發與發展，本處擬將轄下勤務組更名為「校園規劃組」之正式組織，負責校園

整體規劃工作。至總務處勤務組原有任務：招待所與餐廳之管理，分別移回原負責

單位總務處保管組與事務組辦理。有關校園規劃組所需人力由總務處既有人力調整

支應。 

四、校園規劃組未來主要負責業務為校園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工作，主要工作項目包

括擬定與檢討校園整體發展計畫、可用資源評估、全校空間管理與評估、建立校園

規劃資訊智庫系統（KM SYSTEM）等一切與校園發展有關之事項。本案擬提行政會議

討論後，依程序提報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並就組室更名乙節修訂「國

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報部核定。 

決  議：請以裁撤「勤務組」並另成立「校園規劃組」修正案名及說明內容後，依程序提送

相關會議討論。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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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0 年 6 月 30 日臺高字第 1000111443 號函 核定本 自 100 年 8 月 1 日生效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校長┌┬┬─┐     ┌ 校 務 規 劃 委 員 會  

｜｜｜校      ├ 法 規 委 員 會  

   ｜｜  務├─    ┼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副  會｜    ├ 舉 薦 委 員 會  

   ｜校  議｜    └ 程 序 委 員 會  

   ｜長└─┘  

   ｜   │  

   ｜   │  

   ｜   ├─理 學 院 ┬─電子物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電子物理組  

   ｜   │       │  └─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   │       ├─應用數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碩士班)  

   ｜   │       ├─應用化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分子科學碩士班、分子科學博士班)  

   ｜   │       ├─統計學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物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   │       │  └─甲組  

   ｜   │       │  └─乙組  

   ｜   │       │  └─丙組  

   ｜   │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科技與數位學習組  

   ｜   │           └─應用科技組  

   ｜   │  

   ｜   │  

   │   ├─ 電機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甲組  

   ｜   │            └─乙組  

   │   │            ├─電機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甲組  

   │   │            └─乙組  

   │   │            ├─電控工程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電信工程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班)  

   │   │            ├─光電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顯示科技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奈米中心  

   │   │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電子與光電組  

   ｜   │            └─電機與控制組  

   ｜   │            └─電信組  

   │   │            ├─電機學院IC設計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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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電機學院微電子奈米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   │            ├─電機學院通訊與網路科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   │            └─電機學院電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   │            

   ｜   │       

│   ├─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   │        │  └─資電工程組  

   ｜   │        │  └─資訊工程組  

   ｜   │        │  └─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   ｜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網路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   ｜       ├─生醫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   │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  └─資訊組  

   ｜   │        │  └─數位圖書資訊組  

   │   ｜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機械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奈米科技碩士班、 

奈米科技博士班)  

   ｜   │           ├─環境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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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  

   ｜   │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組  

   ｜   │           └─永續環境科技組    

   ｜   │         

   ｜   │  

   ｜   ├─管 理 學 院 ┬─管理科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經營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交通運輸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資訊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科技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科技法律研究所（設碩士班）  

   ｜   │              ├─財務金融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  

｜   │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   │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   │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管理科學組  

   ｜   │               └─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   │               └─資訊管理組  

   ｜   │               └─科技管理組  

   ｜   │               └─經營管理組  

   ｜   │               └─運輸物流組  

   ｜   │               └─科技法律組  

   ｜   │               └─財務金融組  



 160 

   ｜   │  

   ｜   │  

   ｜   ├─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設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   │              ├─英語教學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傳播研究所（設碩士班）  

   ｜   ｜              ├─應用藝術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教育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音樂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建築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師資培育中心  

   ｜   │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   │  

   ｜   │  

   ｜   ├─生物科技學院┬─生物科技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  

   ｜   ├─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設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   │              ├─傳播與科技學系  

   ｜   │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   │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   │  

   ｜   │  

   ｜   ├─光 電 學 院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   │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   │              ├─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   │              ├─光電系統研究所 (設碩士班)  

   ｜   │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設碩士班)  

   ｜   │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設碩士班)  

   ｜   │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   │  

   ｜   │  

   ｜   ├───────┬─電機資訊學士班(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跨學院辦理)  

│   ｜              ├─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工學院跨學院辦 

理)   

│   ｜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合辦)  

   │   │                └─材料科學組  

   │   │                └─電子工程組  

   │   │                └─光電工程組  

 │   │                └─生物科技組  

   │   │                └─環境工程組  

│   ｜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合辦)  

  │   │                └─材料科學組  

   │   │                └─電子工程組  

   │   │                └─光電工程組  

   │   │                └─生物科技組  

   │   │                └─環境工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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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工學院、理學院與生物

科技學院跨學院辦理)  

   │   ｜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與管理學院跨學院辦理)  

│   ｜               ├─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跨學院 

辦理)  

│   │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資訊學院跨學院辦 

理)  

   ｜   ├─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   │               └─藝文中心  

   ｜   │  

   ｜   ├──────────體育室  

   ｜   │  

   ｜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行政組  

   ｜   │                    └─技術組  

 ｜   ｜  

   ｜   ├──────────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   ｜  

   ｜   ├─教 務 處┬─註冊組  

   ｜   │          ├─課務組  

   ｜   │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   │          ├─綜合組  

   ｜   │          ├─推廣教育中心  

   ｜   │          ├─華語中心  

   ｜   │          └─教學發展中心  

   ｜   │  

   ｜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   │            ├─課外活動組  

   ｜   │            ├─衛生保健組  

   ｜   │            ├─住宿服務組  

   ｜   │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   │            ├─諮商中心  

   ｜   │            └─服務學習中心  

   ｜   │    

   ｜   │            └──軍 訓 室  

   ｜   │  

   ｜   ├─總 務 處┬─文書組  

   ｜   │      ├─事務組  

   ｜   │      ├─出納組  

   ｜   │      ├─營繕組  

   ｜   │      ├─保管組  

   ｜   │      ├─圖書儀器購運組  

   ｜   │      ├─校園規劃組  

   ｜   │      └─駐衛警察隊  

   ｜   │  

   ─┼─研究發展處 ┬─研發企劃組  

   ｜   │          ├─計畫業務組  

   ｜   │          ├─跨領域研究中心  

   ｜   │            ─貴重儀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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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產學運籌中心  

   ｜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   │      ├─國際招生組  

   ｜   │      ├─產業合作組  

   ｜   │      ├─專案行政組  

   ｜   │      └─國際服務中心  

   ｜   │  

   ｜   │  

   ｜   ├─圖 書 館┬─採購編目組  

   ｜   │      ├─典藏閱覽組  

   ｜   │      ├─參考諮詢組  

   ｜   │      ├─期刊組  

   ｜   │      ├─視聽組  

   ｜   │      └─數位圖書資訊組  

   ｜   │        

   ｜   │  

   ｜   │  

   ｜   ├─秘 書 室┬─綜合業務組  

   ｜   │          ├─文牘議事組  

   ｜   │          ├─對外事務組  

   ｜   │    

       └─校友聯絡中心  

   ｜   │  

   ｜   ├─人 事 室┬─第一組  

   ｜   │          └─第二組  

   ｜   │  

   ｜   ├─會 計 室┬─第一組  

   ｜   │         ├─第二組  

   ｜   │         └─第三組  

   ｜   │  

   ｜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技術發展組  

   ｜   │                 ├─網路系統組  

   ｜   │                 ├─校務資訊組  

   ｜   │                 └─諮詢服務組  

   ｜   │  

   ｜   ├─環保安全中心┬─環保輻射組  

   ｜   │             └─列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組  

   ｜   │  

        └─台 南 分 部 ──總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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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 

教育部 101 年 1 月 3 日台高字第 1000239620 號函核定第 21 條及第 28 條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招生委員會處理招生事宜，校園倫理委員會處理校園倫理事宜，校

園公共安全委員會處理校園公共安全事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事宜，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處理國際化事宜。必要時並得設其他校級委

員會，協助處理相關校務。 

各種校級委員會之組織及任務，由有關單位或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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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0年 11月 25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請假）、台聯大許千樹副校長（請假）、裘性天主任

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李莉瑩組長代

理）、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盧鴻興院

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黃寬丞主任代理）、人社學院郭良文

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

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通識

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

長（缺席）、學生議會王蔚鴻議長 

列  席：台南分部許千樹主任（請假）、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頂尖計畫

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綜合組張漢卿組長、國際處林

心昱小姐、駐警隊郭自強隊長 

記  錄：施珮瑜 

 

参、討論事項 

 

案由四：本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請討論。(國際處提) 

說  明： 

一、現行之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為92年6月2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除年代久遠未

符現況外，其性質為行政會議下設之委員會，為業務推動所需，擬修正委員會組織

規程，並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因目前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涉及協調跨單位之業務，擬將委員會層級提高至校級委員

會，故擬刪除原訂於本校組織規程第二一十條有關該委員會之規定，修正新增於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校級委員會規定中。相關修正已依程序另案處理。(現行國

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如附件十，P35) 

三、為廣泛收集意見，本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案，擬先於行政會議中

請各主管提供建議，俟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後，再

將本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四、本校「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

件十一。（P36-38） 

決  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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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化推動委員

會設置辦法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化推動委員

會設置要點 

本校校級委員會組成之法規已

陸續更名為設置辦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 )為持續推動國際

化，依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

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特設國際

化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國際聲

望，拓展本校師生之國際視

野，並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及文

化交流，特設國際化推動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文字修正。 

二、增訂設置法源。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若

干人，由副校長一人、國際

長、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主任秘

書為當然委員，另聘系所教師

五至七人為委員。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十五至十七人，由副校長一

人、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主任秘書為當

然委員，另聘系所教師五至七

人為委員。 

增訂一級單位主管國際長及總

務長為當然委員。 

 第三條    本委員會審議或協

助辦理下列事項： 

1.有關與國外學術機構之合

作協議簽訂與內容審核事

宜。 

2.有關與國外合作學術機構

之交換教授及學生審核事

宜。 

3.有關與國外合作學術機構

進行合作研究計畫推動事

宜。 

4.有關招收外籍學生相關事

宜。 

5.其他有關推動國際學術合

作及文化交流事宜。 

一、本條刪除。 

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

條，將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訂

為校級委員會，主要協調跨

單位國際化業務。 

三、國際事務經常性業務交由國

際事務會議審議。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副校長擔任，綜理國

際化相關事務；置執行祕書一

人，由國際長擔任，協助主任

委員處理國際化事務。 

 一、新增條文。 

二、現行條文第四條委員會召集

人(修正為主任委員)及執

行秘書增訂於第三條。 

三、新設至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

長擔任，執行秘書則因國際

化業務移轉至國際處，改由

國際長擔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 第四條    本委員會由副校長 文字修正。 

附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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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召開會議時得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 

 

一人擔任召集人，研發長擔任

執行秘書，每學期至少召開會

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召開會議時得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為規劃國

際化願景及具體推動相關工

作業務，並整合校內各處、

室、院資源，作一整體性之分

工與執行。 

 

第五條    本委員會為具體推

動相關工作業務，並整合校內

各處、室資源，作一整體性之

分工與執行，設國際交流協調

小組與國際服務中心。其設置

要點另定之。 

一、文字修正。 

二、配合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正，涵蓋所有層級，以更具

周延性。  

 第六條    國際交流協調小組

之組成，召集人由研發長兼

任，教務長、學務長與總務長

為當然成員；其職責在協調本

委員會工作內容之分工與執

行方式，並指派所屬相關單位

人員或通知相關中心、院、

所、系配合執行。 

一、本條刪除。 

二、因國際化業務由研發處移轉

至國際處，本條文已不合時

宜。  

 第七條    國際服務中心為本

校與國際交流相關事宜之聯

絡窗口，得視國際性業務之屬

性，商請校內各單位配合執

行，或提送國際交流協調小組

協調執行方式。本中心以

“International Service Center”

名稱設置，由學務處僑外組負

責。 

一、本條刪除。 

二、因國際化業務由研發處移轉

至國際處，本條文已不合時

宜。 

第六條    本委員會之行政業

務由國際處負責。 

第八條    本委員會之行政業

務由研發處負責。 

一、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二、配合國際化業務移轉，於條

文中將業務權責移至國際

處。 

第七條    本委員會各決議事

項，向行政會議提出報告後，

送交有關單位執行。 

第九條    本委員會各決議事

項，向行政會議提出報告後，

送交有關單位執行。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條    本設置要點經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二、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

條修正，將國際化推動委員

會訂為校級委員會，故本委

員會組織及任務，須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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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88年 9月 10 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90年 12月 21日九十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2年 6月 27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十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持續推動國際化，依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

八條之規定，特設國際化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一人、國際長、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另聘系所教師五至七人為委員。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擔任，綜理國際化相關事務；置執行祕書一人，

由國際長擔任，協助主任委員處理國際化事務。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召開會議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規劃國際化願景及具體推動相關工作業務，並整合校內各處室、院資源，

作一整體性之分工與執行。 

 

第六條  本委員會之行政業務由國際處負責。 

 

第七條  本委員會各決議事項，向行政會議提出報告後並送交有關單位執行。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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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 

 

88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88.9.1)修訂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101. 3.8)修訂 

 

一、本校為辦理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事宜，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符合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 修滿本校及所屬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 

(二) 在本校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三) 學業成績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1.總名次在該學系(組)或該班學生前 20%以內且本校在學期間學業平均成績 75 分

以上。（轉學生於本校在學期間學業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且其在原校所修科目

學分，經核准抵免者平均亦達 75 分以上）。 

2.本校在學期間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轉學生於本校在學期間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且其在原校所修科目學分，經核准抵免者平均亦達 80 分以上）。 

(四) 各學系得另增訂成績優異之標準。 

轉學三年級者，因轉學及肄業期間短暫，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三、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者，應於學期結束成績到齊後至註冊組填寫申請單，經所屬學系初審

及註冊組複審符合提前畢業標準後，由註冊組報請教務長及校長核定，授予應得之學士

學位並頒發學士學位證書。 

四、本校學士班三年級學生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在校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或名次

在該學系(組)或該班學生前 20%且學業平均成績在 75 分以上，其修課計畫有可能在第六

學期修滿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先提出提前畢業申請，經所屬學系認可

後，註冊組先發給已申請提前畢業申請證明，待成績修滿後再完成提前畢業審查作業。 

五、本作業要點由教務會議訂定，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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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大學部學生提前畢業申請表 

 

壹、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系   年級   班  

大三同學(附修課計劃書)先行提出申請，擬申請核發「已申請提前畢業證明」 

修滿教育學程   修滿輔系   修滿雙主修             

貳、提前畢業條件 

項    目 申請人填報 學系審查 註冊組審查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已修學分    

2.共同必修科目應修/已修學分    

3.專業必修(必選)科目應修/已修學分    

4.操行總平均    

5.學業總平均    

6.抵免科目平均(轉學生適用)    

7.學業成績名次/全班人數    

8.學系增訂條件    

提前畢業條件包含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轉學生抵免科目平均亦達 75 分以上）且

總名次在該班學生前 20%以內，或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轉學生抵免科目平均亦達 80 分以上）。 

參、學系審查 

意見:                                                                        

承辦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肆、註冊組審查 

意見:□提前畢業資格核符  □不符合提前畢業資格  其他                      

承辦人簽章:                        註冊組組長簽章:                   

伍、核定 

   校長   教務長 

  備註：1.請在學期末確定成績符合規定後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提出申請。 

2.現況成績符合規定之大三同學得增附修課計劃書先行提出申請，經學系核可後得申請「已申請提前畢業證明」(或許可憑以報考碩士班招生)，

期末確實符合提前畢業資格者，再重新申請提前畢業。 

 

 



170 

 

附件 30 



171 

 

 



172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10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 紀錄(節錄) 

 

時間：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 中午12:10 ~14:2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進燈教務長  

出席：傅恆霖學務長(請假)、張翼研發長(請假)、楊永良館長、蔡錫鈞主任(請假)、

廖威彰主任、伍道樑主任(辜偉哲代)、陳信宏院長(孟慶宗代）、黃遠東主任(林

大衛代)、林大衛所長、王蒞君主任、吳炳飛所長(請假)、吳文榕所長、紀國

鐘主任(請假)、陳智弘所長(戴亞翔代)、劉柏村所長、陳紹基主任、曾煜棋院

長(莊榮宏代)、曾文貴主任(荊宇泰代)、徐慰中所長(陳志成代)、陳志成所長、

吳毅成所長、荊宇泰所長、陳俊勳院長、黃炯憲主任、高正忠所長、洪景華主

任(徐文祥代)、韋光華主任(陳三元代)、盧鴻興院長、陳永富主任、陳秋媛主

任(翁志文代)、王念夏主任、王秀瑛所長、林貴林所長、黃鎮剛院長(王雲銘

代)、黃憲達主任、王雲銘主任、楊進木所長(王雲銘代)、張新立院長(周幼珍

代)、張家齊主任(王耀德代)、胡均立主任、王晉元主任(蕭傑諭代)、陳穆臻

所長(蕭傑諭代)、劉復華主任(王志軒代)、李永銘主任、洪志洋所長(黃仕斌

代)、倪貴榮所長、謝文良所長、周幼珍主任、郭良文院長(請假)、李秀珠所

長、周倩所長、陳一平所長、余君偉主任、李俊穎所長、陳光興所長(邱德亮

代)、葉修文主任(楊芳瑩代)、龔書章所長、簡美玲主任(陶振超代)、陶振超

主任、陳信宏代理院長(郭政煌代)、謝文峰所長(郭政煌代)、郭政煌所長、楊

永良主委、黃美玲主任、蔡德明主任(董蘭榮代)、楊一帆主任、曾毓忠主任(請

假)、韋光華主任(請假)、陳三元主任、韓復華主任(請假)、孟慶宗主任、謝

宗雍主任、張新立主任(周幼珍代)、鍾惠民主任(謝文良代)、張立主任、趙天

生主任、曾文貴主任(請假)、魏玓主任、楊谷洋老師、陳誠直老師、唐麗英老

師、彭文志老師(請假)、許義容老師、袁俊傑老師、莊雅仲老師、潘瑞文老師、

黃漢昌老師、黃子維、陳慕天(請假))；徐培銘(請假) 

列席：傅武雄副教務長、鄭裕庭副教務長、張漢卿組長、方凱田主任、許慧娟主任、

彭淑嬌組長、李錦芳組長、白啟光主任 

記錄：許家菻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五、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學則第46條、第49條，請討論。(註冊組) 

說  明： 

一、 為將學生之交流學習擴及大陸地區學校，擬依大學法規定將與大陸地區辦理

雙聯學制事項納入學則。 

附件 31 

http://oome.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1/admunit_basic/s_view.php?s_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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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教育部規定學則修正應經教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

部備查。 

三、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46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具跨

校雙重學籍。 

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依

據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

辦法辦理，並符合教育部頒之「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或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註冊修讀

學位者，以退學處分。 

第46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

具跨校雙重學籍。 

本校學生於國外大學修讀學

位應依據本校與國外大學合

作頒授學位辦法辦理，並符

合教育部頒之「國外學歷查

證（驗）及認定作業要點」

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註冊修

讀學位者，以退學處分。 

1. 將與國外大學合

作，擴及與大陸

地區學校合作，

故改為＂境外

＂。 

2. 本校原用＂合作

頒授學位＂現行

統一用語為＂雙

聯學制＂ 

3. 應依據之教育部

頒部之辦法為

「大學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辦法」 

或「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

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

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備，並報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教育部規定程序辦

理。 

決  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174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 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03月08日(星期四) 中午12:10 ~13:5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進燈教務長  

出席：傅恆霖學務長、張翼研發長(請假)、楊永良館長、蔡錫鈞主任(陳穎平代)、廖

威彰主任、伍道樑主任(辜偉哲代)、陳信宏院長(孟慶宗代）、黃遠東主任(陳

紹基代)、林大衛所長(陳紹基代)、王蒞君主任（吳炳飛代）、吳炳飛所長、

吳文榕所長(請假)、紀國鐘主任(戴亞翔代)、陳智弘所長(李柏璁代)、劉柏村

所長(戴亞翔代)、陳紹基主任、曾煜棋院長(鍾崇斌代)、曾文貴主任(陳志成

代)、徐慰中所長(陳志成代)、陳志成所長、吳毅成所長、荊宇泰所長(陳志成

代)、陳俊勳院長(請假)、黃炯憲主任、高正忠所長、洪景華主任、陳三元主

任、盧鴻興院長、陳永富主任、陳秋媛主任、王念夏主任、王秀瑛所長、黃鎮

剛院長(袁俊傑代)、黃憲達主任、王雲銘主任、楊進木所長(王雲銘代)、張新

立院長(周幼珍代)、張家齊主任(請假)、胡均立主任、王晉元主任、陳穆臻所

長(王晉元代)、劉復華主任(請假)、李永銘主任、洪志洋所長(請假)、倪貴榮

所長、謝文良所長、周幼珍主任、郭良文院長(孫于智代)、李秀珠所長(請假)、

周倩所長、陳一平所長(請假)、余君偉主任、李俊穎所長(高雅俐代)、陳光興

所長(請假)、葉修文主任(林淑敏代)、龔書章所長(請假)、簡美玲主任、陶振

超主任、陳信宏代理院長(謝文峰代)、謝文峰所長、郭政煌所長(請假)、楊永

良主委、黃美玲主任、蔡德明主任(請假)、楊一帆主任、曾毓忠主任、韋光華

主任(請假)、陳三元主任、韓復華主任(請假)、孟慶宗主任、謝宗雍主任、張

新立主任(請假)、鍾惠民主任(謝文良代)、張立主任、趙天生主任、曾文貴主

任(請假)、魏玓主任、楊谷洋老師、陳誠直老師(黃炯憲代)、唐麗英老師、彭

文志老師、許義容老師、袁俊傑老師、莊雅仲老師(請假)、潘瑞文老師、黃漢

昌老師、黃子維、陳慕天(楊志亭代)；巫榮賢 

列席：傅武雄副教務長、鄭裕庭副教務長(請假)、張漢卿組長、方凱田主任、葉修文

代理主任(請假)、彭淑嬌組長、李錦芳組長、白啟光主任、成績修改教師(陳

慧珍、林正中、盧廷昌、陸曉峯、朱超原 

記錄：許家菻 

 

壹、報告事項： 

略 

 

貳、討論事項 

 

附件 32 

http://oome.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1/admunit_basic/s_view.php?s_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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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學則修正案，請討論。（註冊組提） 

說  明： 

一、 本校100學年度第1學期修正之學則，教育部備查回復說明如附件2，P.28。 

二、 學則第4條及第12條有關學生因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應

檢具之證明逕依來文改為「醫院證明或子女出生證明」。(原文為應檢具健

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或子女出生證明) 

三、 學則第8條第二項逕依來文修正為：「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轉主修系所（組）

學位學程須經轉入與轉出系所（組）學位學程審核同意，送教務處核定。」

(原文為核備)。 

四、 學則第14條逕依來文修正為「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教務

處做成前項第二款退學處分前…」(原文本條文第2項)；「做成前項第三款

退學處分前…」(原文本條文第3項)。 

五、 學則第45條第二項逕依來文修正為：「各級學位名稱，由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原文為核備)。 

 

六、 學則第26、49條擬修正之對照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成
績優異」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1.修滿本校及所屬學系（學位學
程）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
分。 

2.操行成績每學期平均在80分以
上。 

3.學業成績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1)名次在該學系(組)或該班

學生前20%以內且六學期或
七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平
均在75分以上。（轉學生在
本校所修四學期或五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之平均在75
分以上，且其在原校所修科
目學分，經核准抵免者平均
亦達75分以上）。 

(2)六學期或七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80分以上。 

4.各學系（學位學程）得另增訂
成績優異之標準。 

轉學三年級者，因轉學及肄業期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成
績優異」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1.修滿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
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 

2.操行成績每學期平均在80分以
上。 

3.六學期或七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之平均在75分以上。（轉學生
在本校所修四學期或五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之平均在75分以
上，且其在原校所修科目學
分，經核准抵免者平均亦達75
分以上）。 

4.名次在該學系班學生數前百分
之二十以內者。 

5.各學系（學位學程）得另增訂
成績優異之標準。 

轉學三年級者，因轉學及肄業期
間短暫，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本校成績
優異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辦法辦
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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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短暫，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本校成
績優異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辦法
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
部核定。 

核定。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

議通過，校務會議報告後公告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

通過、校務會議核備，並報教育

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校一向在校務

會議報告核備 ,

因此修正為報告

後公告實施。 

決  議：  

1. 第4條及第12條有關學生因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應檢具之

證明修正為「醫療院所證明或子女出生證明」。 

2. 第26條修正為「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學位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辦理。」 

3. 第49條修正為「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定後公告實施，並

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参、臨時動議：無。 

（散會：13時50分）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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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則第 26、46、49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

前畢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

畢業作業要點」辦理。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

「成績優異」標準者，得申

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

業︰ 

1.修滿所屬學系（學位學

程）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

與學分。 

2.操行成績每學期平均在

80分以上。 

3.六學期或七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之平均在75分以

上。（轉學生在本校所修

四學期或五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之平均在75分以

上，且其在原校所修科目

學分，經核准抵免者平均

亦達75分以上）。 

4.名次在該學系班學生數

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 

5.各學系（學位學程）得另

增訂成績優異之標準。 

轉學三年級者，因轉學

及肄業期間短暫，不得申請

提前畢業。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

本校成績優異學生申請提前

畢業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一、「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

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

業作業要點」已詳列符合

提前畢業條件，不重覆陳

列。 

二、刪除第 1 項第 1 至 5 款

以及第 2項條文。 

第46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

得具跨校雙重學籍。 

 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

聯學制依據本校與境外大

學辦理雙聯學制辦法辦

第46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

得具跨校雙重學籍。 

    本校學生於國外大學

修讀學位應依據本校與國

外大學合作頒授學位辦法

一、將與國外大學合作，擴及

與大陸地區學校合作，故

改為＂境外＂。 

二、原「國立交通大學與國外

大學合作頒授學位辦法」

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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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符合教育部頒之「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註

冊修讀學位者，以退學處

分。 

辦理，並符合教育部頒之

「國外學歷查證（驗）及

認定作業要點」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

註冊修讀學位者，以退學

處分。 

已修正為「國立交通大學

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

辦法」並已業經教育部101

年1月6日臺高 (二)字第

1000236210號函備查。 

三、應依據之教育部頒部之辦

法為「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 或「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 

四、10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

討論通過。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

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定後

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

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備，

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101年1月10日臺高 

(二)字第1000236226號函示:

第49條所定「核備」文字請釐

請相關程序究為「核定」或「備

查」後配合修正為「…校務會

議○○，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經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討論修正為「…

校務會議核定後公告實施，並

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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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100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0.09.23) 

臺高 (二)字第 1000236226 號函備查(101.01.10) 

總 則 

第1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學籍、成績及畢業等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

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學則。 

第2條 本校學生依所修讀學位分三種，分別為：學士班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及博士班研究

生，各種新生之招生，悉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本校相關招生辦法及有關規定

辦理。僑生得依據教育部發布之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分發或申請入學，外國學

生得依據本校接受外國學生修讀學位及選讀學分辦法申請入學，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轉學考試 

第3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

畢業年級依規定不得招收轉學生。 

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大學招收轉學生共同注意事項」擬定招

生簡章辦理之。 

保留入學資格 

第4條 新生符合下列條件，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1. 因重病住院或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 

2. 參加教育實習。 

3.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 

4.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者。 

保留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法令另有規定者從之。 

因重病、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者須檢具地區級以上醫院證明或子女

出生證明；因參加教育實習或法令規定申請者須檢具有關證明或有關法令，於應入

學當學期註冊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經核准保留入學資格者，毋須繳納任何費

用。 

入 學 

第5條 新生及轉學生除依第四條規定辦理保留入學資格者外，應於規定日期來本校辦理報

到並完成註冊入學手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有兵役義務之新生或轉學生入學時，請

依兵役相關法令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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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須繳交學籍記載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學籍記載表記載學生之

學籍資料，由本校永久保存。 

學生之姓名(含字形)及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

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須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件，至

註冊組辦理。 

轉系所(組) 

第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

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並列明

於其修業規章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

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辦理。 

第8條 學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向註冊組申請，學士班轉系（組）

審核依本校各學系招收轉系學生審查要點及本校各學系學生轉系審核辦法辦理。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轉主修系所（組）學位學程須經轉入與轉出系所（組）學位

學程審核同意，送教務處核備。 

經核准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學生於錄取公告後一週內可申請放棄轉系所。 

第9條 各學系辦理學士班學生轉系，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

新生名額之二成為度。 

研究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之名額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 

繳 費 

第10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於註冊前公佈之。 

註 冊 

第11條 每學期開始，學生須如期到校註冊，因故未能於開始上課後三天內完成註冊者應請

假申請延期註冊，延期註冊以開始上課後兩星期為限，逾期未完成註冊者，即令退

學。教務處做成退學處分前，應通知被退學學生，給予學生於一週內向教務處提書

面意見之機會。 

休 學 

第12條 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休學者，

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檢具證明，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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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休學一學期或一學年。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延長休學

超過一年者，須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學生休學年限，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俟服役期滿，於法

定期限內，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學生因懷孕、分婏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出具之證明書或子女出生證明，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除碩博士班研究生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外，學生在學期中

申請該學期休學，須在學校行事曆所定之學期考試開始前辦理完畢。 

復 學 

第13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但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者，本校得輔導復學生至適當

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肄業。 

退 學 

第14條 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1.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2.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3.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4. 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

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5. 自動申請退學者。 

6. 修讀碩、博士學位學生，依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修業規章規定未通過者。 

7. 除僑生等特種生以外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連續兩次(註:休學前後兩學期算連續)

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

之一者；或除身心障礙學生以外之特種生連續兩次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

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三分之二者。 

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未高於九學分者不受此限。 

特種生包含外國學生、僑生、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學生、身心障礙學生、運動 

成績優良甄審學生等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喪失手冊者仍繼續適 

用延長修業年限四年及不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8. 符合本學則其他條文規定應予退學者。 

教務處做成本條文第 2 項退學處分前，應通知被退學學生，給予學生於一週內向教

務處提書面意見之機會。做成本條文第 3 項退學處分前，應通知學生所屬系所，由

系所給予學生提出書面意見機會後，回報教務處。 



182 

 

第15條 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退學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16條 應予退學學生得向學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而退學者，不

得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17條 學生在學期中退學、休學者，其已繳各費(需檢具收據)之退費事宜，悉比照教育部發

布之退費標準辦理。 

開除學籍 

第18條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證明文件入學者，應開除學籍。 

前項情形如在畢業後始被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報教育部公告取銷其畢

業資格。 

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專案報請教育部備查。 

申訴條款 

第19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得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在規定期限內提起

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

在校肄業，除不得發給學位證書外，其餘學籍事項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20條 前條之申訴經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未獲救濟者，亦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

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然違法或不當時，本校將另為

處分。 

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學生，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予輔導復學，

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休學期限除服役時間另計外以一年為限。 

第21條 學生經校內提起申訴，最後評議結果維持原處分應予退學者，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

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其離校日期之認定及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

滅名冊」之冊報，以校內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為限。 

選 課 

第22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表，於每學期選課、加、

退選規定期限內辦理完竣，並須經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之核准，

送教務處課務組登記。同一時段內不得修讀兩個科目(重修者得依另法規範)，如經發

現，兩科目成績均以零分計算。選修他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科目，須經有

關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核准。 

選修他校課程須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選修暑期課程須依照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備查。 

第23條 本校學生選課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選課作業辦法」辦理。 

修業期限及應修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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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之修業期限均為四年。應修

學分總數，除體育及軍訓(護理)另計外，不得少於 128 學分。各系（學位學程）如提

高其應修學分數，以 20 學分為限。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在此範圍內各系

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得依其特性需要，另行規範最低修業期限。 

碩、博士班究生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須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自行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明列於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

研究生修業規章並實施之。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學生適用畢業學分之應修科目，由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認定。 

在職進修研究生之修業年限得增加一年。 

延長修業 

第25條 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

除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四學年外，最高不得超過二學年，降級轉系者，其在二學系

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期限併計。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

主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予

免註冊，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修一個科目。 

核准降級轉系學生之延長修業年限，比照前兩項辦理。 

研究生未能於修業期限內修足應修學分並通過學位考試者，應予退學。 

提前畢業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

要點」辦理。 

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27條 碩士班研究生及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者，得依據教育部頒逕修

讀博士學位辦法及本校之作業規定，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書。 

研究生畢業論文 

第28條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應在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時間內，商承指

導教授及系主任（所、專班、學位學程）選定畢業論文之題目，並於規定期限內完

成論文。 

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及選任等相關事項，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自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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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於其研究生修業規章中。 

課程學分 

第29條 本校課程按學分計算，凡需課外自習之課程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實習或實驗每週上課二小時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學期限修學分數 

第30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學期限修學分數，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十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但特別情況經系主任（學位學

程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科

目及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其應修學分數由所屬系主

任（學位學程主任）參照前項規定決定之。 

抵免學分 

第31條 本校學生在開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申請得酌予抵免，新生或轉學生並

得視抵免情形予以提高編級。 

抵免學分之申請及審查悉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成績計分法 

第32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行二種，均採百分法核計，以 100 分為滿分，修讀學士班課程、

教育學程課程及學士班修讀碩士班課程以 60 分為及格，研究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以

70 分為及格。操行成績全校學生均以 60 分為及格。 

學業成績考評得採「通過」、「不通過」之方式考評，此等課程由系（所、專班、學

位學程）相關會議訂定後交註冊組辦理。 

學業成績 

第33條 學生學業成績，分平時成績與學期測驗成績。學期測驗成績與平時成績合併核計(其

比例由授課教師自訂，並於學期初向學生說明)，為該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填

入成績計分單，並於教務會議規定之期限內送教務處註冊組。 

教師更改成績 

第34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但如屬教師之失誤，有遺漏

或錯誤者，由原任課教師以書面提出申請，經該課程所屬學系系主任 (所長、專班主

任、學位學程主任)院長（或組召集人及教學中心主任）同意，教務長核定，始得更改。

若有改變及格狀況者，由教務長召集教務會議決定之。 

教師提出更改成績之申請期限由教務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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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成績 

第35條 學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各科目學分數乘該科目學期成績之積為該科目積分。該學期所修習各科目學分之總

和為修習學分數。修習學分數除該學期修習各科目積分總數之商為該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 

暑修科目之學分及成績不併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但併入畢業學

分及畢業成績內計算。 

重覆修習業已及格之科目，再修之學分及成績均不予採計。 

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或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

修習學分數內計算，亦不列入畢業學分及畢業成績計算。 

畢業成績 

第36條 各學期修習學分數與暑修學分總數之和除各學期各科目積分總數與暑修各科目積分

總數之和之商為學業平均成績。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連續課程 

第37條 分兩學期(含)以上授課之科目，各學期間之內容有前後次序者，非經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及任課教師之同意，不得顛倒修習；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如經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及授課教師同意，得准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 

前項連續性之課程，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訂定公佈之。 

學期測驗請假 

第38條 學生因重病(須經公立醫院證明)或親喪大故，不能參與期末考試者，須辦理請假手

續，補考事宜由任課教師處理。 

考試作弊 

第39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除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外，並提請學務處按校規

處理。 

入學考試違反考試公平性，情節重大經招生委員會查證屬實者，取銷錄取資格，入

學後始被發現者開除學籍。 

本校學生協助他人考試作弊者，提請學務處依校規處理。 

修讀輔系、雙主修 

第40條 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辦理，其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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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其辦法

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學生修讀他校輔系、雙主修須依本校「辦理跨校輔系辦法」、本校「辦理跨校雙

主修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生出國 

第41條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在學役男申請出國或進入大陸地區須依照內政部發布之役男出

境處理辦法辦理。 

學生以事假或公假出國者，期限以六星期為限；奉派出國實習者，期限以三個月為原

則；經遴選、推薦或奉派出國進修研究者以一年為限，但無兵役義務之博士班研究

生得再延長六個月，無兵役徵集問題之學生於進修期間得辦理休學。 

學生因經遴選、推薦或奉派出國研究或進修者，其於出國期間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

專院校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各系所酌予採認。未辦理休學者，其出國進修期間

列入修業年限計算。 

學生出國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或逾期未返校者，依本校學務章則等相

關法規處理。 

學生出國時，有關支領、停發或賠償公費或獎助學金、或有其他本學則未規定事項，

另依有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請假與曠課 

第42條 學生因事不能上課者，須事前向任課教師請假，病假得於事後一週內提出醫生證明

補行申請。 

一學期請假逾六週者該學期應令休學。 

第43條 學生未經准假或請假已滿未行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授課教師得以學生請假與

曠課之情形扣分。考試曠考者，該次考試以零分計算，並以曠課論。 

畢 業 

第44條 本校學生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即准予畢業。 

1. 學士班學生修滿本校規定期限(或符合提前畢業規定)、必修科目均及格且修滿應

修學分數，操行各學期亦均及格者。 

2. 碩(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期限內完成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並通過該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規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提出碩(博)士論文並通過碩(博)士學位考

試者。碩(博)士學位考試依據本校碩(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辦理之，其作業規章

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45條 學生之畢業資格通過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初審及教務處複審者，由本校發

給學位證書並授予其應得之學位。 

各級學位名稱，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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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雙重學籍 

第46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具跨校雙重學籍。 

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依據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辦法辦理，並符合

教育部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註冊修讀學位者，以退學處分。 

附 則 

第47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48條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得依據需要及有關法規增訂該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之修業規章。 

第49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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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0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4月 23日(一)上午 12:00 

地點：工三館 345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曾文貴、徐慰中、陳志成、吳毅成、荊宇泰、李素瑛、張明峰、莊仁輝、莊榮宏、 

陳榮傑（請假）、曾建超、楊  武、謝續平、陳添福 

記錄：白師瑜 

 

壹、 報告事項： (略) 

貳、 討論事項： 

二、案由：本院是否參與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說明： 

（一） 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跨學院方式成立（參與學

院為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管理學院），並經教育

部96年10月15日核准在案（如P.3，附件一）。 

（二） 本院迄今未有教師參與該學程實質運作，為俾利該學程組織章程修訂及運

作，欲確認本院是否為該學程之參與學院。 

決議：通過本院不參與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同意票13票、

不同意票0票）。 

 

參、 臨時動議：  

一、 本校規劃將以減收或停招在職專班學生方式以降低生師比，本院碩士在職專班是否

同電機學院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碩士在職專班（曾煜棋院長提）。 

決議：通過自 103學年度起停招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同意票 13票、不同意票 0票）。 

 

肆、 散會： 13:00 

附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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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7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98年 5月 2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          執行長：曾煜棋教授(陳伯寧代理) 

出  席：李嘉晃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李鎮

宜研發長、曾仁杰總務長、郭仁財主任秘書、謝漢萍院長、林一平院

長（陳昌居代理）、方永壽院長、莊振益院長、張新立院長、李弘祺院

長、黃鎮剛院長、莊英章院長（曾華璧代理）、李弘褀主任委員、黃中

垚委員、黃遠東委員、周景揚委員、陳伯寧委員、陳榮傑委員、陳永

富委員、莊重委員、洪慧念委員、褚立陽委員、林清發委員、張翼委

員、唐麗英委員、黃憲達委員、張生平委員（廖威彰代理） 

請  假：陳信宏代理主任、胡竹生委員、邱俊誠委員、蘇育德委員、曾煜棋委

員、張明峰委員、江進福委員、劉俊秀委員、陳俊勳委員、王文杰委

員、劉復華委員、韓復華委員、莊明振委員、戴曉霞委員、張玉佩委

員、蔡熊山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張基義主任委員、營繕組王旭斌組長、綜

合組張漢卿組長（李秀玲代理）、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召

集人、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小組陳怡雯小姐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四：管理學院擬撤銷「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設單位案，

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校「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跨學院方式設立，並

經教育部核准在案（附件 9，P.31~P.35）。 

二、因管理學院僅提供課程開授，並未參與實質運作規劃，是否納入合

設單位一案，經 98 年 3 月 23 日召開之管理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決

議不納入合設單位（附件 10，P.36），擬請同意撤銷。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並提校務會議報告。（同意 24票，不同意 0

票） 

附帶決議：爾後各學院成立跨學院學位學程之提案，須經各合設學院院務會

議通過。 

以下略 

附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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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7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8年 6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計網中心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重雨校長 

出席：李嘉晃、許千樹、郭仁財、林進燈、傅恆霖、曾仁杰、李鎮宜、許尚華、

李弘祺、莊振益、李威儀、王念夏（朱超原代）、高文芳、盧鴻興、趙天

生、吳培元、陳登銘、謝漢萍（宋開泰代）、黃遠東、王蒞君、楊谷洋、

黃中垚、陳伯寧、林大衛、林一平（陳昌居代）、曾煜棋、簡榮宏、曾文

貴（袁賢銘代）、陳玲慧、曾建超、方永壽、林清發、蔡春進、傅武雄、

張新立、陳安斌、劉尚志（唐麗英代）、劉復華、吳宗修、王文杰（洪瑞

雲代）、莊明振、戴曉霞、劉辰生、賴雯淑、李美華、莊雅仲、陶振超、

黃鎮剛（尤禎祥代）、林勇欣、張家靖、黃美鈴、廖威彰、伍道樑、陳政

國、呂紹棟、李莉瑩、陳良敬、徐晨皓【共計 59人】 

請假：陳信宏、賴明治、周世傑、周景揚、邱俊誠、蘇育德、黃家齊、謝續平、

劉俊秀、許鉦宗、巫木誠、袁建中、林珊如、莊英章、黃杉楹、鄒永興、

劉家宏、褚立陽【共計 18人】 

缺席：胡竹生、張振雄、蘇朝琴、鄭復平、林鵬、陳仁浩、蔡熊山、白鈞文、黃

學惇、李容瑄、李介豪、張為凱【共計 12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陳加再、圖書館楊永良、頂尖計畫黃志彬（郭素

玲代）、營繕組王旭斌（趙振國代）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代表於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本次校務會議。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98年 6月 3日召開之 97學年度第 9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研訂「本校教師升等教學及服務成績評定準則草案」前次會

附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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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議通過第 1 條並通過刪除第 2 條及第 3 條，本次會議自

第 4 條開始討論。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業於 98 年 4 月 1 日及 98 年 5 月 25 日召開 97 學年度第 1 次臨

時及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 97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規會 

（1）通過「台南分部校地籌設面積擬由 8.9 公頃修正為 8.2

公頃」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審議。 

（2）「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組織章程(草案)」決議為：本案

暫予擱置，請提案單位另提設置要點送校規會討論，其

組織章程送法規會討論。 

              2.97學年度第 4次校規會 

（1）通過「本校光復校區西區校地開發及興建期間壘球場替

代方案」，其附帶決議為：規劃於本校西區校地中央區域

之新壘球場，其面積須大於現有壘球場（75M*75M）。業

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2）通過「本校『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擬更名為『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案」。 

（3）通過「管理學院擬撤銷『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

學程』合設單位案」，附帶決議為：爾後各學院成立跨學

院學位學程之提案，須經各合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4）通過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

修正草案」。 

（5）「資訊學院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擬自 99 學年度起停

招案」，決議本案擱置。 

（6）「為避免觸法及釐清本校台南校區之土地相關權益問題，

校方應立即與台南縣政府重新協商及修正 2008年 5月 21

日與台南縣政府簽訂之國立交通大學台南校區協議書補

充說明」案，經舉手表決未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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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紀錄

（節錄） 

會議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議室 

會議時間：101年 5月 1日(星期二)中午 12:10 

主    席：傅學務長 恆霖                               

出    席：軍訓室伍道樑主任、生輔組楊恭賜組長、資工系林志青教授、 

機械系劉耀先教授、科法所林建中教授、人社系呂欣怡教授、 

生科系楊昀良教授、教育所王嘉瑜教授、資工系陳俊毓同學、 

運管碩高誌宏同學、機械系巫榮賢同學 

請    假：廖威彰副學務長、電機系蔡尚澕教授、電物系徐琅教授、照明所蘇海清教授 

列    席：無 

記    錄：蔡燕茹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業務單位說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函知本委員會 100學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會議紀錄（101 年 3月 28日），請委員參閱附件一案由六決議事項（附件一，

P1-5）。 

      與會委員通過：本委員會將依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 

 

貳、討論事項 

案由五：「國立交通大學學生獎懲規定」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8日臺訓（一）字第 1010006283號函（附件五，P13）建

議： 

（一）加入性霸凌之議處，並為避免語意不清造成混淆—擬修改第七條第六款、第

八條第十一款。 

（二）為使受規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使規範更為明確—於本法第三條界定

獎勵之大小、懲罰之輕重區分。並視其犯意或造成損害之不同酌情施以不同

程度之懲處，礙難於條文中逐一條列之。 

     二、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見附件六，P14-20。 

決   議：照案通過，並同意送校務會議審查。 

 

以下略 

附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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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生獎懲規定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區分如

左： 

一、獎勵（由小至大）：嘉

獎、小功、大功、頒發

獎狀四種。 

二、懲處（由輕而重）：申

誡、小過、大過、定期

察看、退學、開除學籍

六種。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區分如

左： 

一、獎勵：嘉獎、小功、大

功、頒發獎狀四種。 

二、懲處：申誡、小過、大

過、定期察看、退學、

開除學籍六種。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8

日 臺 訓 （ 一 ） 字 第

1010006283 號函建議修

改。 

二、為使受規範者預見其行為

之法律效果，使規範更為

明確—於本法第三條界定

獎勵之大小、懲罰之輕重

區分。並視其犯意或造成

損害之不同酌情施以不同

程度之懲處，礙難於條文

中逐一條列之。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視其犯意或造成損

害程度之不同，得記申誡或

小過處分： 

一、參加正式集會不守紀

律，經勸阻無效者。 

二、擾亂公共秩序（含在非

吸菸區吸菸），經勸阻

無效者。 

三、任意撕毀、遮蓋學校公

告或合法海報，或妨害

其張貼者。 

四、因疏忽失責致影響公共

安全，情節較輕者。 

五、盜用或破壞公物，情節

輕微者。 

六、有下列行為經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議議

決成立而情節較輕者： 

（一）猥褻。 

（二）公然暴露或其他

妨害風化行為。 

（三）對他人進行性騷

擾或性霸凌。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記申誡或小過處

分： 

一、參加正式集會不守紀

律，經勸阻無效者。 

二、擾亂公共秩序（含在非

吸菸區吸菸），經勸阻

無效者。 

三、任意撕毀、遮蓋學校公

告或合法海報，或妨害

其張貼者。 

四、因疏忽失責致影響公共

安全，情節較輕者。 

五、盜用或破壞公物，情節

輕微者。 

六、有猥褻、公然暴露或其

他妨害風化行為，或對

他人進行性騷擾經本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議議決成立，情節較

輕者。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8

日 臺 訓 （ 一 ） 字 第

1010006283 號函建議修

改。 

二、加入性霸凌之議處，並為

避免語意不清造成混淆

將各相關行為以條列式

明列。 

附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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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將己有證件借與他人使

用，情節較輕者。 

八、管理公物未善盡其責或

管理公款帳目不清，情

節較輕者。 

九、侮辱或惡意攻訐教職員

工或同學有具體事實，

情節較輕者。 

十、毆人或與人互毆，情節

較輕者。 

十一、不遵守考場規則，情

節較輕者。 

十二、有擾亂學校正常教

學，破壞學校安寧之

行為，情節較輕者。 

十三、有賭博行為，情節較

輕者。 

十四、無故侵入他人研究

室、寢室，或擅自翻

（拆）啟他人私有物

件（含電腦資料），

情節較輕者。 

十五、妨礙教職員工生執行

公務，情節較輕者。 

十六、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

法令及本校校園網

路使用規範規定，情

節較輕者。 

十七、違反校園車輛管理辦

法，情節較重者。 

十八、違反學生住宿輔導辦

法 或 住 宿 相 關 規

定，情節較重者。 

十九、教唆他人代理點名者

及代理他人點名者。 

 

 

 

七、將己有證件借與他人使

用，情節較輕者。 

八、管理公物未善盡其責或

管理公款帳目不清，情

節較輕者。 

九、侮辱或惡意攻訐教職員

工 或 同 學 有 具 體 事

實，情節較輕者。 

十、毆人或與人互毆，情節

較輕者。 

十一、不遵守考場規則，情

節較輕者。 

十二、有擾亂學校正常教

學，破壞學校安寧之

行為，情節較輕者。 

十三、有賭博行為，情節較

輕者。 

十四、無故侵入他人研究

室、寢室，或擅自翻

（拆）啟他人私有物

件（含電腦資料），

情節較輕者。 

十五、妨礙教職員工生執行

公務，情節較輕者。 

十六、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

法令及本校校園網

路使用規範規定，情

節較輕者。 

十七、違反校園車輛管理辦

法，情節較重者。 

十八、違反學生住宿輔導辦

法 或 住 宿 相 關 規

定，情節較重者。 

十九、教唆他人代理點名者

及代理他人點名者。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視其犯意或造成損害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記大過、定期察看處

一、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 月 18

日 臺 訓 （ 一 ）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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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不同，得記大過、定

期察看處分： 

一、前條所列四至十八款之

再犯或情節嚴重者。 

二、冒用、塗改、偽造他人

證件使用者。 

三、校外違犯紀律，有辱校

譽，為有關單位查獲並

函告處理者。 

四、有偷竊、侵佔或貪污行

為，情節較輕者。 

五、在校內儲存危險物或非

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六、考試作弊、教唆他人代

理應考者及代理他人

應考者。 

七、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

相關資料，情節較輕

者。 

八、非法吸食、施打或持有

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

麻醉藥品者。 

九、觸犯法律，經法院或學

校查證屬實，情節較輕

者。 

十、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令及本校校園網路使

用規範規定，情節較重

者。 

十一、有下列行為經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議決成立而情節較重

者： 

（一）猥褻。 

（二）公然暴露或其

他妨害風化行

為。 

（三）對他人進行性

騷 擾 或 性 霸

凌。 

十二、侮辱或惡意攻訐教職

員工或同學有具體

事實，情節嚴重者。 

分： 

一、前條所列四至十八款之

再犯或情節嚴重者。 

二、冒用、塗改、偽造他人

證件使用者。 

三、校外違犯紀律，有辱校

譽，為有關單位查獲並

函告處理者。 

四、有偷竊、侵佔或貪污行

為，情節較輕者。 

五、在校內儲存危險物或非

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六、考試作弊、教唆他人代

理應考者及代理他人

應考者。 

七、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

相關資料，情節較輕

者。 

八、非法吸食、施打或持有

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

麻醉藥品者。 

九、觸犯法律，經法院或學

校查證屬實，情節較輕

者。 

十、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令及本校校園網路使

用規範規定，情節較重

者。 

十一、有猥褻、公然暴露或

其 他 妨 害 風 化 行

為，或對他人進行性

騷擾經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議議

決成立，情節較重

者。 

十二、侮辱或惡意攻訐教職

員工或同學有具體

事實，情節嚴重者。 

1010006283 號函建議修

改。 

二、加入性霸凌之議處，並為 

   避免語意不清造成混淆將 

  各相關行為以條列式明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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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生獎懲規定（修正草案） 

87.11.05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89.01.27 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1.04.16 九十學年度第二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2.05.13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2.06.17 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2.12.04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2.12.24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94.11.17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4.12.21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95.06.26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5.10.25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6.06.22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6.10.31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7.01.09 九十六學年第二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97.04.23 九十六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1.20 九十八學年度第六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3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9.28一百學年度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100.12.21一百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01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建立學生行為規範，特依大學法第三十二條訂定本獎懲規定之目的如下： 

一、鼓勵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關懷參與、服務人群、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引導學生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 

三、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四、提升教育品質，及促進校園優質文化發展。 

第二條 本校學生之獎懲，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區分如左： 

一、獎勵（由小至大）：嘉獎、小功、大功、頒發獎狀四種。 

二、懲處（由輕而重）：申誡、小過、大過、定期察看、退學、開除學籍六種。 

第四條 學生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記嘉獎或小功獎勵： 

一、服務公勤，表現優良，或熱心公益、熱心助人有具體事實者。 

二、主辦或參加社團活動經評列優等或甲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服務工作表現優良者。 

四、具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優良事實者。 

第五條 學生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記大功獎勵： 

一、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活動或競賽，獲得最優成績足以增進校譽者。 

二、擔任學生幹部績效特優，對樹立優良校風著有貢獻者。 

三、見義勇為對他人、學校、社會有重大貢獻堪為其他同學楷模者。 

四、具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優良事實者。 

第六條 學生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頒發獎狀： 

一、全學期操行總成績列為優等以上者。 

二、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與國際性比賽，表現優異，足以增進校譽者。 



198 

 

三、其他有特別情形，足可以頒發獎狀，經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其犯意或造成損害程度之不同，得記申誡或小過處分： 

一、參加正式集會不守紀律，經勸阻無效者。 

二、擾亂公共秩序（含在非吸菸區吸菸），經勸阻無效者。 

三、任意撕毀、遮蓋學校公告或合法海報，或妨害其張貼者。 

四、因疏忽失責致影響公共安全，情節較輕者。 

五、盜用或破壞公物，情節輕微者。 

六、有下列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議決成立而情節較輕者： 

（一）猥褻。 

（二）公然暴露或其他妨害風化行為。 

（三）對他人進行性騷擾或性霸凌。 

七、將己有證件借與他人使用，情節較輕者。 

八、管理公物未善盡其責或管理公款帳目不清，情節較輕者。 

九、侮辱或惡意攻訐教職員工或同學有具體事實，情節較輕者 

十、毆人或與人互毆，情節較輕者。 

十一、不遵守考場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二、有擾亂學校正常教學，破壞學校安寧之行為，情節較輕者。 

十三、有賭博行為，情節較輕者。 

十四、無故侵入他人研究室、寢室，或擅自翻（拆）啟他人私有物件（含電腦資料），

情節較輕者。 

十五、妨礙教職員工生執行公務，情節較輕者。 

十六、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及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規定，情節較輕者。 

十七、違反校園車輛管理辦法，情節較重者。 

十八、違反學生住宿輔導辦法或住宿相關規定，情節較重者。 

十九、教唆他人代理點名者及代理他人點名者。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其犯意或造成損害程度之不同，得記大過、定期察看處分： 

一、前條所列四至十八款之再犯或情節嚴重者。 

二、冒用、塗改、偽造他人證件使用者。 

三、校外違犯紀律，有辱校譽，為有關單位查獲並函告處理者。 

四、有偷竊、侵佔或貪污行為，情節較輕者。 

五、在校內儲存危險物或非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六、考試作弊、教唆他人代理應考者及代理他人應考者。 

七、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相關資料，情節較輕者。 

八、非法吸食、施打或持有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麻醉藥品者。 

九、觸犯法律，經法院或學校查證屬實，情節較輕者。 

十、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及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規定，情節較重者。 

十一、有下列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議決成立而情節較重者： 

（一）猥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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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然暴露或其他妨害風化行為。 

（三）對他人進行性騷擾或性霸凌。 

十二、侮辱或惡意攻訐教職員工或同學有具體事實，情節嚴重者。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退學： 

一、在校期間，功過相抵後，滿三大過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犯，合於申誡以上處分之過失者。 

三、定期察看撤銷後再犯重大過失者。 

四、考試作弊情節嚴重者。 

五、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相關資料，情節嚴重者。 

六、有竊盜、侵佔或貪污行為，情節重大者。 

七、嚴重傷人、或有破壞學校安全事實者。 

八、攜帶兇器意圖傷人者。 

九、聚眾鬥毆者。 

十、觸犯法律，經法院或學校查證屬實，情節重大者。 

十一、受託或委託代撰學位論文、報告有明顯事實，情節嚴重者。 

第十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開除學籍（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

件）： 

一、觸犯退學處分所列各項且情節極端嚴重者。 

二、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文件入學者。 

第十一條 獎懲處理程序： 

一、學生有功過事實，由有關人員簽報並會簽導師與生活輔導組查明辦理。 

二、學生記嘉獎、小功、申誡、小過由學務長核定後逕行通知該生；記大功、大過

以上須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公告。 

三、曠課及記申誡（含）以上，應隨時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其他獎懲則於學期末在

操行成績單內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四、學生在校期間，所受獎懲，功過得以相抵，但不能取消記錄；退學，不得因以

前曾受獎勵，要求折抵減免。 

五、凡受定期察看處分者於處分年限一年後，由導師或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提出優

良表現事實，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決議認為可以撤銷時，始得撤銷， 否則將

繼續予以定期察看。 

六、學生觸犯校規，在學校未發覺其犯有本規定之懲罰行為前，即主動向學生事務

處自首者，得減輕其處分。 

七、學生觸犯本規定第七條任一項者，倘其深具悔意時，為鼓勵學生改過遷善，亦

得採取處以相當時數之工作服務並予以存記，惟於再犯時從重處分。 

八、學生在學校處理其個人處分過程中，故意提供不實證據或資料，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認定其觸犯校規之事實者，得加重其處分。 

九、學生之獎懲，除依照本規定各條款處理外，學生獎懲委員會與學生事務處得視

學生之年齡、年級、動機、目的、態度、手段、行為與後果等情形酌予變更等



200 

 

級，簽呈校長核定。 

十、學生之獎懲，於每學期末，按規定在其操行成績總分中予以加減分。 

十一、任何獎懲事件經正常程序處理完畢即告結案；惟在事後發現新的證據或資料

於承辦過程中未能適時取得者，得重新議處。 

十二、學生受大過以上懲處，當事人得於獎懲委員會中提出申辯，並接受學生獎懲

委員會詢問。 

十三、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

申訴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二條 本規定經學生獎懲委員會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並報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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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 

一百學年度院主管第四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一百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二) 上午 10:10 至 12:3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10 會議室 

主席：陳信宏 院長    閱簽： 

 

參加人員：杭學鳴副院長(請假)、徐保羅副院長 

電子系：黃遠東主任、電機系：王蒞君主任、 

光電系：紀國鐘主任 (陳智弘所長代理)、 

奈米中心：崔秉鉞主任、在職及產研專班：孟慶宗主任、 

學士班：陳紹基主任、國際學位學程：董蘭榮副主任   

壹、 討論事項： 

一. 案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 

說明： 

1. 近幾年由於基本學歷有漸漸提高至碩士學歷的趨勢，預計未來碩士在 

 職專班的進修市場需求會逐漸縮小，參考近幾年專班報名人數等統計資料

（附件略）錄取率也有提高的現象。 

2. 依據學校 100.06.17「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規劃簡報會議」 

 之附帶決議：「為降低本校生師比，除少數學院（客家學院、理學院、光電

學院）外，自 101 學年度起，各學院在職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3. 101 學年度兩院在職專班規劃招生總數已調降 20％，考量實際專班運 

 作模式及成本，將無法以逐年減招 20％的方式來走向停招。日前電機學院

院主管會議（100.10.04）及資訊學院院主管會議（100.10.25）皆有初步共

識本專班將於 103 學年度停招。 

4. 綜合上述及考量到可能有考生已經準備要報考本專班，對招生已有期 

 待，因此擬再招生 2 屆，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 

5. 本案業經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碩士在職專班委員會議(100.10.27) 

 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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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學年度電機學院院務會議第一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至 14：00 止 

地點：工程四館 210 會議室 

主席：陳信宏院長        閱簽： 

 

參加人員： 杭學鳴、徐保羅、黃遠東、林大衛、莊紹勳、周世傑(請假)、 

王蒞君、蘇朝琴(請假)、蘇育德、楊谷洋、紀國鐘(張振雄代理)、 

劉柏村、陳智弘(請假)、賴暎杰、陳紹基(請假)、崔秉鉞、 

孟慶宗(請假)、董蘭榮 

邀請列席：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田仲豪 老師(副召集人) 

                                                         記錄：呂沼燕 

壹、 討論事項： 

 

二. 案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請討論。 

說明： 

6. 近幾年由於基本學歷有漸漸提高至碩士學歷的趨勢，預計未來碩士在職專 

 班的進修市場需求會逐漸縮小，近幾年專班報名人數等統計資料錄取率也 

 有提高的現象。 

7. 依據學校 100.06.17「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院精進教學規劃簡報會議」 

 之附帶決議：「為降低本校生師比，除少數學院（客家學院、理學院、光

電學院）外，自 101 學年度起，各學院在職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 20

％」。 

8. 101 學年度兩院在職專班規劃招生總數已調降 20％，考量實際專班運作模

式及成本，將無法以逐年減招 20％的方式來走向停招。日前電機學院院 

主管會議（100.10.04）及資訊學院院主管會議（100.10.25）皆有初步共識

本專班將於 103 學年度停招。 

9. 綜合上述及考量到可能有考生已經準備要報考本專班，對招生已有期待，

因此擬再招生 2 屆，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 

10. 本案業經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碩士在職專班委員會議(100.10.27)通

過，及 100 學年度電機學院第四次院主管會議(100.11.8)通過。 

決議：本案全數通過。 

以下略 

附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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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0學年度第 7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01月03日(星期二)上午10：10  

地點：工程三館410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莊榮宏副院長、鍾崇斌副院長、曾文貴主任、徐慰中所長、陳志成所長、吳毅成所長、

荊宇泰所長 

電機資訊學士班：陳紹基主任（陳永昇副主任代） 

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蔡德明主任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孟慶宗主任（請假） 

電機資訊國際化與發展辦公室：蔡德明共同主任 

資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曾文貴主任 

記錄：紀珮詩 

 

壹、 報告事項: (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未來發展方向，請討論。 

說明： 

一、 相關成本預估：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於103學年度停招，預計電機與資訊兩院碩士

在職專班辦公室仍可維持正常運作至104學年度。下表為預估105學年度起由本院碩士在

職專班獨立辦理所需之成本。 

（一）專班1年基本成本預估： 

項目 金額 估算方式及說明 

主任津貼 192,000  16,000元*12個月 

助理薪資 0  回歸到系上，不再另行聘任專任專班助理 

專班委員津貼 0  回歸至系上或院主管相關會議，不另行聘任 

書卷獎獎學金 28,000  

2,000元*7名*2學期＝28,000元 

(碩1預估3名，碩2預估4名，共7名，一年上、下
兩學期) 

專題研討（必修課）成本 45,000  
演講費+交通費：（5000+1000）元*6次＝36,000 

主持費：1,500元*6次＝9,000 

畢業口試費、交通費成本  100,000  4,000元*25人＝100,000元 

新生座談餐費、委員會餐費 5,400  30人*100元+6人*100元*4次＝5,400元 

臨時工讀金 3,600  3人*200元*6小時＝3,600元 

晚上值班工讀生 108,000  2小時 /天 *200元 *5天 *4.5週 /月 *12個月＝

附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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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0元 

（週一至週五17：30～19：30安排工讀生值班） 

總計 482,000   

平均每門課分攤基本成本
數 

     80,500   

482,000元÷6≒80,500元 

（獨立運作後預計每學期開3門課，1年共開6門
課） 

（二）專班開課程成本預估： 

專班每1門課開課成本約為200,000元。其中包含(1)教授鐘點費：162,000元

（3,000元*3小時*18週）、(2)助教費：25,000元及(3)講義印製費13,000元。 

 

二、 最小招生人數規模評估： 

（一）專班學分費為院系之收入，1名學生修習1門課需繳交15,000元學分費（5,000元

/學分*3學分）。 

（二）下表試以不同鐘點費估算本專班每門課最低修課人數。 

評估方案 最低修課人數 

計算方式 

（每門課開課成本）+（每門課需分攤的基
本成本）/一人一門課之學分費 

現行鐘點費標準3,000元
/小時 

18.70 (200,000+80,500) ÷15,000≒18.70 

調降鐘點費為2,500元/
小時 

16.90 (173,000+80,500) ÷15,000≒16.90 

調降鐘點費為2,000元/
小時 

15.10 (146,000+80,500) ÷15,000≒15.10 

 

三、 其他風險考量： 

（一）上述計算尚未計入學分抵免之狀況（入學前三年內曾修習本專班開設之學分班

課程至多可抵免9學分）。 

（二）新生有可能報到後即辦理休學，甚至休學期滿後即退學，並沒有實際修課。 

（三）學校為調整生師比，要求在職專班學生人數須每年減少20％。 

 

四、 若本院單獨運作可搭配的配套措施： 

（一）修改專班組織規則：將專班課務、學生事務及專班委員會組織等全回歸至系上

運作。 

（二）修改專班經費運用細則：如調整授課鐘點費、委員津貼。 

（三）修改專班修業辦法：如要求選修課（24學分）需於在學期間前3年修畢（此規定

無法強制訂出罰則）。 

決議： 建議本院碩士在職專班與電機學院同步於 103 學年停招，請將本案詳細資料提交院務 

會議討論。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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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 100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4月 23日(一)上午 12:00 

地點：工三館 345室 

主席：曾煜棋院長                                       

出席：曾文貴、徐慰中、陳志成、吳毅成、荊宇泰、李素瑛、張明峰、莊仁輝、莊榮宏、 

陳榮傑（請假）、曾建超、楊  武、謝續平、陳添福 

記錄：白師瑜 

 

伍、 報告事項： (略) 

陸、 討論事項： 

二、案由：本院是否參與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說明： 

（三） 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跨學院方式成立（參與學

院為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管理學院），並經教育

部96年10月15日核准在案（如P.3，附件一）。 

（四） 本院迄今未有教師參與該學程實質運作，為俾利該學程組織章程修訂及運

作，欲確認本院是否為該學程之參與學院。 

決議：通過本院不參與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同意票13票、

不同意票0票）。 

 

柒、 臨時動議：  

二、 本校規劃將以減收或停招在職專班學生方式以降低生師比，本院碩士在職專班是否

同電機學院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碩士在職專班（曾煜棋院長提）。 

決議：通過自 103學年度起停招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同意票 13票、不同意票 0票）。 

 

捌、 散會： 13:00 

 

 

附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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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 100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議 紀錄(節錄) 

 

會議時間︰100年11月03日(星期四)上午10：00 ~  

會議地點︰圖書館八樓 第二會議室  

主    席︰林進燈教務長 

出    席︰傅武雄副教務長、鄭裕庭副教務長（請假）、陳永平顧問、周倩顧問、方

凱田主任、許慧娟主任(請假)、白啟光主任、張漢卿組長、彭淑嬌組長、

李錦芳組長、曾冠睿 

列  席：黃怡真、林芬萍 (課務組)、沈玹如（推教中心） 

記  錄：許家菻 

 

壹、 報告事項：略。 

貳、 討論事項：略。 

參、 臨時動議： 

案由一：教務處華語中心擬改隸屬人社學院語言中心，請討論。 

說  明： 

一、 教務處華語中心主要業務包含：外籍、僑外學生中文課程之規劃與授課、開

設華語文化推廣教育課程、培訓課程、工作坊以及舉辦比賽活動等。 

二、 因華語中心為教學單位且管理外籍（僑）生課程開授事宜，洽詢國際處，經

國際處考量後回覆不恰當。 

三、 擬請改隸於人社學院語言中心，除教學資源可統整共享外，將可使華語中心

之功能確實發揮。 

四、 本案通過後，擬提行政會議、校規會、校務會議進行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行政會議審議。 

 

以下略 

附件 47 



211 

 

 

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教學研究中心一百學年度 

第五次行政會議暨第七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1月 13日 星期五 中午 12:10 

地點：A524會議室 

主席：葉修文 主任    

行政會議出席委員：孫于智、張靜芬、鄭維容、林律君、楊芳盈、上條純惠（請假）、吳思葦、

Michael Nicholas 

課程委員會出席委員：孫于智、張靜芬、鄭維容、林律君、楊芳盈、上條純惠（請假）、秦毓

婷、Jennifer Bryne 

紀錄：柳書玉、黃子容 

 

甲、討論事項： 

一、討論華語文中心事宜。 

說明：延續 1010103 語言中心行政會議中討論華語文中心事宜，請討論本中心是否

接辦本校華語文教學業務。 

    決議：1.本案經出席委員投票全數通過，語言中心下設外語組及華語組，由華語組接辦

本校華語文教學業務。 

          2.語言中心接辦本校華語文教學業務，須有以下配套條件： 

            (1) 組織方面：語言中心下設外語組及華語組。 

            (2) 人員方面： 

            ○1  華語組設組長 1人，擔任組長級職位者，減授 2小時授課鐘點。組長並有                    

主管加給，主管加給部分依學校規定。 

○2  華語中心目前助理員轉隸語言中心。 

○3  華語中心目前教師員額轉入語言中心，並擴大華語中心教師編制。 

               說明:因語言中心每學期需大量開課服務全校學生（每學期約為 120門課                

程左右），除中心原有專任及專案教學人員開課外，每學期須另聘約

25~30 位兼任教師支援開課，故目前教師員額無法支援華語中心開

課。另因語言中心業務繁重，加上中心助理同時處理英語教學研究所

事務，故人事部分需有上述資源。 

            (3) 空間方面：目前華語中心使用之所有空間轉隸語言中心。 

 (4) 專業教室方面：目前華語中心只有一間專屬教室（在人社二館 103 教室），

而語言中心每學期因開課數量相當大，專屬教室已不敷使用，空間相當窘

迫。故語言中心接辦華語教學業務在空間部分，需學校再提供 2~3間專屬

教室供華語中心上課使用。 

 (5) 設備方面：為提供優質的華語文教學與服務，未來需增設教學所需相關軟

硬體設備，例如：電腦軟硬體、手寫板、華語中心相關書籍、華語測驗等。 

附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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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經費方面：目前華語中心主要經費有部門服務費、頂尖計畫經費、台聯大

經費。 

                 ○1  部門服務費每年約為 20萬，主要提供業務、工讀金使用。 

○2  頂尖計畫經費主要運用在教學及舉辦活動上，例如：歌唱比賽、朗讀

比賽、Chinese Table、週末營等。 

○3  台聯大經費主要提供教師聘任費用及舉辦活動使用。 

學校未來需繼續提供部門服務費及上述活動經費以利語言中心推行華語

教學。 

            (7) 以上有關華語中心業務轉隸語言中心之組織、人事、空間、教室、設備、

經費等事宜，須經過行政會議確認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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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一○○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1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中午 12 點 10 分 

地    點：人社一館 112 室 

主    席：郭良文院長 

委    員：人社院：孫于智副院長 

外文系：余君偉主任、林建國老師 

傳播所：李秀珠所長、陳延昇老師 

應藝所：陳一平所長、賴雯淑老師 

音樂所：李俊穎所長、金立群老師 

建築所：龔書章所長、侯君昊老師 

教育所：周  倩所長（陳昭秀老師代）、吳俊育老師 

社文所：陳光興所長、劉紀蕙老師 

英教所：葉修文所長、張靜芬老師 

記    錄：鄭宜芳 

 

 

討論事項： 

 

案由三：本校華語中心改隸語言中心討論案。 

說  明：1.依教務處 100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辦理（附件三:頁 21）。 

2.案經語言中心 10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暨第 7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

過（附件三:頁 22-23）。 

3.請葉修文主任說明。 

決  議：通過。 

以下略 

附件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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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6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1年 4月 27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請假）、許千樹副校長（請假）、台聯大黃志彬副校

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

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盧鴻興院長、

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

理）、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理）、資訊

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

館楊永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魏駿吉組長代理）、

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長、學生議會焦佳弘議長 

列  席：台南分部陳信宏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

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記  錄：施珮瑜 

 

 

案由三：華語中心擬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心，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目前華語中心主要業務包含：外籍、僑外學生中文課程之規劃與授課、開設華語文

化推廣教育課程、培訓課程、工作坊及舉辦比賽活動等。 

二、因華語中心為教學單位且管理外籍（僑）生之華語課程開授事宜，調整組織於人社

學院語言中心，除教學資源可統整共享外，將可使華語中心之功能確實發揮。 

三、本案業經 100 年 11 月 3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處主管會議、101 年 1 月 13 日語

言與教學研究中心 10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暨第七次課程委員會會議及 101 年 4

月 19日人社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三

（P20-23）。 

四、本案通過後，擬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以下略 

附件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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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及第四十條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第八條  本大學為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設立研究中心及

附設機構。 

本大學設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為一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事務。分組者，各置組長一人。另得視需要置教師、

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另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經教育部核定置相關人員員額者，據

以辦理之。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資格選任) 

第四十條  本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任遴選委員若干

人，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

年，得續任一次。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所屬分組組長，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選任、任期、續聘及解聘

之程序，由各該研究中心及機構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一級單位

會議通過後實施。各研究中心及機構依其辦法產生主任人選後，

報請校長聘兼之。 

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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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al Resource for Openness 

(Research Center of HERO) 

 

設立規劃書 

 

 

 

 

 

 

 

國立交通大學 

 

 

 

 

2012 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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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 

 

一、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開放式數位學習已成為全球重要趨勢，世界各國紛紛推廣，並列為國家重要教育政策。

我國大學的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運動於 2007 年由本校開始推動以來，已經有

27 所大專校院陸續加入，並組成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CW Consortium, TOCWC)，有

效的結合了網路與知識傳遞，使全世界的華文使用者都能共享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成果。以

本校的開放式課程為例，4年以來已經累計吸引至少 50萬使用者及超過 3億次的課程觀看及

下載紀錄，而海外的使用人數也經超過 30% 的比例。 

由於國內各大學所提供的開放式課程精緻、多樣及快速成長，極有機會形成一獨特且重

要的華文開放式學習雲。但是在形成雲的過程中已然遇到一些重要的瓶頸，亟需許多不同領

域的學者共同投入研究及發展，例如 : 如何統一各校的典藏後設資料標準、如何將快速成長

的內容有效應用於各式的學習工具(如行動載具)上、如何評估開放式學習或雲端學習的動機

及成效、如何利用這個雲推展社群學習及如何在這個雲的基礎上發展更具創意的想法等。因

此，在吳妍華校長的支持下，構思成立校級的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為推動開放教育

展開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工作，這也將是國內第一所專注於推動開放教育研究的中心。因為

開放教育所牽涉的層面及專長相當廣泛，因此這個中心必須網羅各領域的菁英參加，目前已

經確定參與的成員包括 ： 

李威儀 教授，電子物理學系 

周倩 教授，教育研究所，國科會特約研究員 

孫春在 教授，資訊工程學系，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主 

劉尚志 教授，科技法律研究所，交大科法所創所教授 

白啟光 副教授，應用數學系，教務處開放教育推動中心主任 

黃明居 副教授，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圖書館副館長 

孫之元 助理教授，教育研究所 

 

這些教授將依其專長分別從教育學習、資訊科技、智財法律、數位典藏及推動實務的面

向對建立開放式教育的方法、工具、成效及推廣等進行研究，此研究中心還希望能夠在未來

引進校外對推動開放教育有熱忱或有專長的學者專家共同參與。 

 

簡言之，本中心設立的目的在研究如何設計、製作、傳播、推廣及運用高等教育開放資

源及任何與開放教育相關的各種議題，並致力於推動開放教育。研究中心初期(三年)的研究

發展方向將至少包括 : 

(一) 高等教育數位內容典藏標準的研究 

(二) 開放式雲端學習動機、模式與成效的研究 

(三) 開放式數位教學應用於行動載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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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放式學習雲與社群學習的互動研究 

(五) 開放式數位教學內容設計的研究 

(六) 其他與開放式教育相關的創意研究或概念發展 

 

作為國內第一所投入開放教育資源研究的校級研究中心，期待可以促使本校成為華人世

界中研究開放教育及雲端學習的先驅及領導者。 

 

二、 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由於近年來資訊技術的快速進步，各種雲端應用的時機已然成熟。這其中，開放式的雲

端學習已被預見為未來教育發展的主流趨勢之一。而要有效推動雲端學習的第一要件就是要

有充實的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OER)位於雲端之上，2010 年的 Horizon 

Report 就認為開放內容(Open Content)已經確定成為影響未來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但

在開放式課程運動成形以前，高等教育的開放資源卻是極端匱乏的。 

 

(一) 全球開放式課程運動 

 

開放教育資源的理念是 1998年美國猶他州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David Wiley 所倡議的，最早起源於開放程式碼軟體(Open Source Code 

Software)的概念，目的是希望教育者與使用者均可將開放分享之教育資源依自我需

求、以非商業性的方式進行利用、再利用、改編、翻譯與傳遞，並藉由這種方式提

供免費且具結構性的課程內容。將這個概念應用於高等教育領域最積極且成功的當

屬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1999年，

麻省理工學院於教育科技會議上提出知識分享計畫，推出開放式課程

（OpenCourseWare, OCW）的概念，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推動知識分享。

計畫內容為無償且系統性地在網路上開放分享大學的實際教學內容，供全世界使用

者免費學習。同時，開放式課程依據「創用 CC」(Creative Common, CC)條款開放「使

用教材」與「改編教材」的權限，因此使用者可以依授權權限擷取教材資源進行再

利用及再編製，然後再以相同規範開放分享，這樣就讓知識得以傳承、演化並拓展

至全世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這種持續傳遞知識及開放共享的概念與精神，啟發了

全球高等教育界的開放式課程運動（OCW Movement）。 

2005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主導推動成立了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OCWC），透過跨國、跨領域之資源分享，共同建置開放教育資源。目前

全世界共有 46個國家、超過 280所大專校院、非營利組織與機構加入，建置了上百

個不同語言的開放式課程網站，提供上萬門課程；臺灣亦有包含國立交通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等 27所大專校院暨 3間非營利機構加入。

在 OCWC之下，區域性的開放式課程組織則有日本開放式課程聯盟（JOCWC，成立於

2005年）、越南開放式課程聯盟（VOCW，成立於 2007年）、韓國開放式課程聯盟（KOC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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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2008年）及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OCWC，成立於 2009年）等，這些組織均

積極致力於開放式課程與開放教育之建置、應用與推廣。 

(二) 中國大陸的開放式課程運動 

中國大陸自 2003年開始推動國家精品課程計畫，也採取課程資源開放共享的設計，

但儘管在課程數量上快速累積，唯課程品質仍嫌不足，而且缺乏影音內容。但自從

2008 年在北京教育部主導下成立國家精品課程資源中心以後，已經逐漸開始從量變

產生質變。在 2011 年提出的“十二五＂計畫中，北京教育部更大手筆的決定在未來

五年中投入大量資源推動開放式教育資源運動，以下資料是來自中國國家精品課程

資源中心的描述 :「根据“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即原“质量工程＂）的

文件精神，国家还将继续投入资金（六亿多人民币），在原有国家精品课程项目的基

础上建设“国家精品开放课程＂项目。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方面，以优

质资源建设为保障，集中全国高校优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高校人才优势和

知识文化传承创新作用，组织高校建设 1000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广泛传播国内外

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展示我国高校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教学方

法、丰硕的教学成果。按照资源共享的技术标准，对已经建设的国家精品课程进行

升级改造，更新完善课程内容，建设 5000门资源共享课。完善和优化课程共享系统，

大幅度提高资源共享服务能力，为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推动高等

教育开放，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继续建设职能完善、覆盖全国、服务高

效的高校教师网络培训系统，积极开展教师网络培训。在新一轮的课程建设中，特

别强调“开放＂的概念」。從以上描述得知，對岸政府在未來五年將投入近三十億台

幣的經費大力推動國家精品課程計畫，其中包括建立 1000 門視頻公開課程及 5000

門資源共享課程。 

(三) 台灣的開放式課程運動 

 

直至 2007年前，台灣沒有任何大學校院響應 MIT的開放式課程運動。僅有由朱學恆

先生領導的志工群在進行 MIT OCW的翻譯工作。儘管如此，台灣造訪其中文翻譯網

站的人次竟然高居各國造訪 MIT OCW網站排名的第二名(除美國本國外，僅次於印

度)，由此可見我國民眾對開放式課程的高度興趣及需求。2007年，國立交通大學推

出華文世界第一個擁有完整課程影音及課程資源的開放式課程網站（NCTU OCW），更

與國際開放教育接軌，成為臺灣第一所加入國際開放式課程聯盟（OCWC）的大專校

院。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迄今已建置 127門課程，其中包含 102門影音課程 ，範圍涵蓋

各系所基礎與進階課程，提供材料則包含課程綱要、課程講義，以及課程影音錄影

等。影音格式均參照國外知名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等校的開放式影音

課程，再依國內需求調整較高解析度後發佈。由於本校所提供的課程品質優異、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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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學，因此網站的點擊率節節高升，根據 Google Analytics 的統計估算，2010

年一年已經超過了 250萬次瀏覽量，嘉惠至少 20萬的使用者，全年影音課程的觀看

(包含下載)次數達到驚人的一億四千萬次，其中更有超過 1/3的課程點擊率來自海

外，。從上千條的使用者回饋得知使用者不只有在學的國內大生，還包括了越級學

習的中學生、失學的窮苦大學生、海外的學子及自我進修的職業人士等等，甚至有

企業公司利用交大的開放式課程做為內部教育訓練的教材，交大的努力也獲得了遠

見雜誌及天下雜誌的注意及報導。2011年，交大 OCW網站估計有超過 350萬次瀏覽

量，至少 25萬使用者，其中有超過 10萬使用者來自於海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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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OCW課程網頁造訪量統計 

 

國立交通大學 OCW課程網頁的區域造訪量百分比 

 

國立交通大學 OCW影音課程檔案觀看(含下載)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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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鑑於單一學校開放之課程領域有所限制，並期望將知識共享的概念推廣至全

台灣，因此積極地鼓勵各大專校院加入開放式課程計劃，並在 2009 年 8 月正式推動

成立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TOCWC)。即使在缺

乏政府大力支援的情況下，目前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也已經有 27 所學校(超過台灣

15% 的大學校院)參加，發佈將近 700 門開放式課程，其中超過 70%為影音課程，使

得台灣成為目前全世界投入開放式課程運動大學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也是提供全影

音開放式課程比例最高的國家(註: MIT 提供的 2000門課程中也僅有約 4%為全影音

課程)。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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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充實的開放教育資源只是推動開放式學習或開放式教育雲的一個必要條件，在台

灣高教界逐漸形成教育雲的過程中已然遇到一些重要的瓶頸，亟需許多不同領域的學

者共同投入研究及發展，例如 : 如何統一各校的典藏後設資料標準、如何將快速成

長的內容有效應用於各式的學習工具(如行動載具)上、如何評估開放式學習雲端學習

的動機及成效、如何利用這個雲推展社群學習及如何在這個雲的基礎上發展更具創意

的想法等。因此，在吳妍華校長的支持下，構思成立校級的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心，為推動開放教育展開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工作，這也將是國內第一所專注於推動

開放教育研究的中心。 

(四) 獨一無二的開放式雲端學習試驗平台 

交通大學的開放式課程網站目前擁有 102 門影音課程，而且正以每年約二十門的速

率增加，已經是全球影音開放式課程數量最多的大學網站之一，每年吸引超過 25萬

使用者。同時因為影音課程比例甚高，使用者中積極自學者(active learner)的比

例相對較高，因此提供了一個在華文世界中非常難得的實驗平台。本中心初期的多

項研究工作就將在這個平台上進行，但很快就會擴展至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的共同

平台上。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各校目前總共提供了約 700 門開放式課程，課程種類橫跨各式

領域，其中 70%為全影音課程，而且預計往後每年將以約一百門的速度增加。2011

年，聯盟更建立了一個共同的課程檢索平台，並開始在各校推動兩個標準化的工作：

一個是後設資料(metadata)標準化，一個是後台統計標準化。經由這兩個標準化的

動作，所有聯盟成員學校的開放式課程將可以聚集形成一個大的學習雲，這個雲裡

將有更大量的課程、更多樣的內容、更頻繁的使用者及更完整的服務，對想要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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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雲端學習進行任何開發或研究的學者而言，這將是整個華文世界、乃至全球

一個獨一無二的實驗平台。此外，經由對這個華文學習雲的研究，還可以提供一個

與國際進行比較研究的絕佳機會。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提供課程數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提供課程領域分類 

                

 

 

 

三、 具體推動工作及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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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初期(三年)的研究發展方向將包括 : 

 

(一) 高等教育數位內容典藏標準的研究 

共通的數位內容典藏標準是形成一個統一開放式學習雲的重要先決條件，我國雖然

已經有不少學者研究相關議題，卻一直停留在理論研究，無法在各大專校院實際推

行。其原因多是因為學者研究與實際執行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因此所訂標準窒礙難

行。近年來成功推動的開放式課程運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實驗平台，讓我們可以直

接嘗試落實所訂定的典藏標準，並據以改良修正。如果成功，除了有助於形成一個

統一的學習雲，也將為各大學校院推動數位典藏標準建立一個良好的典範。 

 

(二) 開放式雲端學習動機、模式與成效的研究 

儘管雲端學習已經是眾所公認的趨勢，但因為缺少具有足夠影音課程內容的學習

雲、學習者難以追蹤掌握及針對雲端學習進行網路調查的技術及方法仍未完備等幾

項重要的原因，使得對於雲端學習使用者的使用動機、學習模式及學習成效的研究

均十分缺乏，因此如何設計有效的方法來了解及追蹤雲端學習者的使用行為，就需

要教育學者、統計學者及網站設計者等多方面的專家共同努力。 

 

(三) 開放式數位教學應用於行動載具的研究 

隨著無線網路基礎建設日益完整，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的使用越來越

普及化，行動化是未來雲端學習必走的另一條路。Jacob et al. (2008)在 2008年

做的大學生調查中，就發現學生們對於行動化科技的接受程度日益增強，並且大多

數也認為在 5年內無線網路以及行動學習會成為日常學習的一種普遍方式。Johnson 

et al. 在 2010，2011 及 2012年的 Horizon Report 更一再強調行動科技將對未來

的學習方式產生巨大的影響。目前我國大學所開放的課程資源只有極少數提供在行

動載具上觀看的功能，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原來課程影音格式要轉成行動載具的格

式時遇到困難，其次是缺乏適當的平台，第三則是因為傳統的課程影音內容並不適

合行動載具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前兩項困難都可以藉由資訊技術的開發來解決，第

三項困難則必須靠重新設計適於行動載具使用的課程模式。 

 

(四) 開放式學習雲與社群學習的互動研究 

麻省理工學院在推出開放式課程之初，即設定開放式課程為學校單方向的提供資源

與知識，不與課程的使用者進行任何形式的互動。依據這樣的方式，不只課程提供

者與使用者沒有互動，即使使用者彼此之間也毫無相互接觸的機會，所有使用者都

是被孤立的。到目前為止，全球各國的開放式課程提供者仍然大多採取這個模式，

甚是可惜。事實上，許多的學習理論都證實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的效果比孤獨學習的效果更佳。Beate Baltes (2002)在其針對教育學研究所學生所

作的研究指出有效能的數位學習應該不只是一味下載講義、上課資料、或線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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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尤其針對成熟的學習者而言，非同步性討論(Asynchronous conversation)

更能有效的提高學習成效，讓每一位參加者（學生）可以實現「協同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效果。根據 Uribe et al. (2003)的研究，也證實

了「非同步討論」的「協同學習」甚至比「面對面」討論的學習更容易被接受。因

此，未來的雲端學習模式勢必要加入能夠讓學習者相互討論與溝通的社群化設計，

甚至應該模仿或結合類似臉書 (facebook)的即時互動及社交網路 (social 

network) 功能。終究社群化已經是網路世界最重要的溝通與傳播訊息的方式，以學

習興趣為基礎的社群應該也可以建立起來。 

(五) 開放式數位教學內容設計的研究 

目前開放式課程內容多是依據課堂錄影或傳統授課方式製作，但對於雲端學習的使

用者，這種方式可能並不是最佳的學習方式。從另一方面來看，豐富的雲端學習資

源及學習工具應該也會對傳統的校園教學模式產生衝擊，但是雲端教材要被傳統課

堂教學採用，仍有許多問題，例如怎樣讓一套教材適用於許多不同學習群體的特性

要求。因此如何設計更適於利用雲端學習或是更能夠讓不同課堂利用的開放式數位

教學內容就成為很重要的研發課題了。 

 

(六) 其他與開放式教育相關的創意研究或概念發展 

 

四、 組織運作與管理方式 

 

(一)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負責推動及綜理中心各項相關業務，任期三年，由校長聘請

本校副教授級以上之教師兼任之。（見附件一：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

中心組織章程草案） 

(二) 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校長為召集人，由國內外專家學者五至九人擔任委員，負

責評量本中心的工作成效及提供本中心發展方向的諮詢。委員任期三年，由主任推薦

報請校長遴聘之。（見附件一） 

(三) 本中心得依工作需要設置研究群或工作群，為配合各研究群及工作群之研究發展，

本中心得聘請專職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或訪問學者。（見附件一） 

(四) 本中心初期將依工作需要設以下研究群 : 

高教數位內容典藏標準研究群 

雲端學習行為研究群 

行動載具應用開放教育研究群 

開放式學習社群研究群 

開放教育內容設計研究群 

 

五、 近、中及長期規劃 

 

中心初期(三年)的研究發展方向將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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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等教育數位內容典藏標準的研究 

(二) 開放式雲端學習動機與成效的研究 

(三) 開放式數位教學應用於行動載具的研究 

(四) 開放式學習雲與社群學習的互動研究 

(五) 開放式數位教學內容設計的研究 

(六) 其他與開放式教育相關的創意研究或概念發展 

 

上述研究目標中除第一項外，其他幾項研究課題隨著雲端學習的內容及相關技術日新月

異，應該均有持續研發的必要性。因此本中心中長期的研究發展重點仍將包括以上所述第 2

至第 5項工作，此外本中心也希望能夠逐步投入研發與開放教育相關的資訊技術，同時也將

依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往其他與開放式教育相關的創意研究或概念發展。 

 

六、 預期具體成效 

 

本中心除了預期產生期刊論文及培養人才外，同時將兼顧 (1) 開發與應用 (2) 研究與

推廣，最終希望能夠達到應用及推廣的目的，避免只開發而無應用或只研究而無推廣。 

 

(一) 各研究群三年後期待至少達成以下具體目標： 

a、 完成對華文雲端學習使用行為研究報告，並據以提出對華文雲端學習設計的具

體建議。 

b、 完成最適開放式行動學習平台之設計建議，推廣至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及各大

學。 

c、 完成對行動學習使用行為之研究，提出對行動學習之具體建議。 

d、 完成對雲端開放式學習社群平台的設計。 

e、 建立對雲端學習平台（包括行動化平台及社群平台）使用者的常態性調查及分

析模式，並在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共用平台實施。 

f、 具體示範將雲端資源應用在校園教學，並提出結合雲端資源、數位教育及遠距

教學之策略建議，推廣至各大學校院。 

(二) 協助台灣形成一個全球最開放、且最具創意的華文高教學習雲。 

(三) 協助本校相關研究學者提升研究能力，建立本校在開放教育研究領域的領導地位。 

(四) 為幫助擴散研發成果及促進開放教育工作者之間的交流，每年將輪流舉辦一次國內

研討會及一次國際性研討會。 

 

七、 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因為開放教育所牽涉的層面及專長相當廣泛，必須網羅各領域的菁英參加，因此本中心

研究群的參與人員來自多個不同的學院。除此之外最主要互動的業務單位將是教務處開放教

育推動中心，該中心自 2008 年成立以來，主要負責推動校內開放式課程的遴選製作及網站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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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等業務性工作。由於本中心的多項研究議題初期必須利用或植基於本校現有的開放式課程

及網站，因此會與開放教育推動中心有密切互動。本中心負責研發構思，開放教育推動中心

則協助業務支援。此外本中心也將與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乃至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的其他

成員學校發展密切的研發合作關係。 

 

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本中心初期日常性的事務花費及部分的人事支出將由本校支助，每年共約 275 萬元，經

費預算如下表。此外，中心各研究群的研究經費則將由本中心各研究群向教育部國科會或相

關單位爭取，本年度已經向教育部爭取 380萬研究經費及向國科會申請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

畫一件。 

（單位 ： 萬元） 

預算項目 用途說明 金額 

邀請傑出人士 邀請傑出人士來校短期指導訪問演講 20 

舉辦研討會 每年輪流舉辦國內研討會及國際研討會 30 

主任人事費 主任人事費月支 1萬 6千元 19.2 

專任助理一員 協助主任綜理各項日常業務 65 

博士後研究一員 協助各研究群進行互動合作、綜合整理

研究成果及協助主任進行國際交流 

80 

差旅費 主任及博士後研究參加會議差旅費 20 

事務設備 辦公設備電腦單槍投影印表機視訊會議

設備等 

20 

業務耗材 文具電話費影印費資料檢索研究環境改

善等支出 

20 

總計  274.2 

 

九、 空間規劃 

 

本中心各研究群成員多為各院系所之老師，因此不須大量額外的研究室，僅需中心辦公

室一間及研究室兩間。 

 

使用項目 使用說明 需求空間(m2) 

中心辦公室 包括中心主任及助理辦公空間 70 

研究室兩間 供博士後研究員及短期訪問專家學者使用 70 

總計  140 

 

十、 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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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初期固定編制僅有中心主任一員、行政(或研究)助理一員及博士後研究一員，但

隨研究計畫及業務擴展，將依需要延聘其他各級研究人員或行政人員。 

 

十一、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本中心每年年底前由中心主任、本校校長及諮詢委員會針對當年工作成果進行績效評

量，並對下一年度工作提出建議。 

 

十二、 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本中心若於成立六年後未能發揮預定功能，經校長及諮詢委員會同意後，依校內相關程

序予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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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組織章程 (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中心依據「國立交通大學附 

設機構及中心設置辦法」設立。 

設立依據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全名為國立交通大學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英文名稱為“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Openness＂，英文簡稱

為“Research Center of HERO＂。 

中心定名。 

第三條    本中心設立的目的在研究如

何設計、製作、傳播、推廣及運用高等

教育開放資源及任何與開放教育相關

的各種議題，並致力於推動開放教育。 

中心業務。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負責推

動及綜理中心各項相關業務，任期三

年，由校長聘請本校副教授級以上之教

師兼任之。 

中心主任產生方式及任期。 

第五條    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校長

為召集人，由國內外專家學者五至九人

擔任委員，負責評量本中心的工作成效

及提供本中心發展方向的諮詢。委員任

期三年，由主任推薦報請校長遴聘之。 

說明諮詢委員會組成、任期及產生方式。 

第六條    本中心得依工作需要設置副主

任、研究群或工作群，為配合各研究群

及工作群之研究發展，本中心得聘請專

職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或訪問學者

等。 

中心組成人員說明。 

第七條    本中心運作所需之經費，除由

本校編列預算支應外，得向國內外相關

單位申請補助或對外募款，各項經費之

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中心經費收支及運用說明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訂程序 

 

附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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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組織章程 (草案)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中心依據「國立交通大學附設機構及中心設置辦法」設立。 

第二條  本中心全名為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

稱為“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Openness＂，英

文簡稱為“Research Center of HERO＂。 

第三條  本中心設立的目的在研究如何設計、製作、傳播、推廣及運用高等教育開放資源及

任何與開放教育相關的各種議題，並致力於推動開放教育。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負責推動及綜理中心各項相關業務，任期三年，由校長聘請

本校副教授級以上之教師兼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校長為召集人，由國內外專家學者五至九人擔任委員，負

責評量本中心的工作成效及提供本中心發展方向的諮詢。委員任期三年，由主任推

薦報請校長遴聘之。 

第六條  本中心得依工作需要設置副主任、研究群或工作群，為配合各研究群及工作群之研

究發展，本中心得聘請專職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或訪問學者等。 

第七條  本中心運作所需之經費，除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外，得向國內外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或對外募款，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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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第八條  本大學為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設立研究中心及附

設機構。 

本大學設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為一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事務。分組者，各置組長一人。另得視需要置教師、

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另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經教育部核定置相關人員員額者，據

以辦理之。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附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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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第27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1年5月11日(五)上午10時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黃志彬副校長、台南分部陳信宏

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

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盧鴻興院長（朱仲

夏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

社學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

院長、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長、

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

長（劉蘊之同學代理）、學生議會焦佳弘議長  

列 席：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環安中心葉

弘德主任（請假）、軍訓室伍道樑主任、秘書室李佳如小姐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參、討論事項(略) 

肆、臨時動議 

 

案由二：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修訂本辦法名稱及調整說明文字，並規範新設校

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內容，使其文件更完備，修訂本校「校級與院級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

附件十七（P57-62）。 

決 議：建議修正事項如下，並請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一、名稱修正為「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條文內有關

「附設機構」文字均刪除。  

二、 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四款「人員編制及其任期及遴選機制」修正為「主管任期及遴聘方式」。  

附件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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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交通大學附設機構及中

心設置辦法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第八條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交通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級

與院級研究中心 (以下簡

稱研究中心)之設置，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交通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附設

機構及中心之設置，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

定，訂定本辦法。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第八條修正。 

第二條    本校為因應研

究、教學與服務社會之需

要，得附設各類研究中

心，其設立須經相關單位

發起，提出設立規劃書與

設置辦法，經審查通過其

設置辦法後，正式成立。

研究中心得依其性質，分

別隸屬于校級或院級。隸

屬校級者，由本校研究發

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

校務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隸屬院級者，由院務會議

審查通過後，提送研究發

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備

查。 

第二條    本校為因應研

究、教學與服務社會之需

要，得附設各類機構或中

心，其設立須經相關單位

發起，提出設立規劃書與

組織章程，經審查通過其

設置辦法後，正式成立。

附設機構或中心得依其性

質，分別隸屬于校級或院

級。隸屬校級者，由本校

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

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提送校務會議核定；隸屬

院級者，由院務會議審查

通過後，提送研究發展處

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備查。 

一、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

織規程」第八條修正。 

二、中心籌辦時，應提出設

立規劃書及設置辦法

(原為組織章程)。 

三、於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前

加上研究發展處，使其

與下述說明一致。 

第三條   研究中心設立規

劃書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具體推動工作，或業

務內容。 

四、組織、運作及管理方

第三條    附設機構及中心

設立規劃書內容包括下列

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具體推動工作，或業

務內容。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第八條修正。 

附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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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五、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預期具體績效。 

七、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

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八、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九、空間規劃。 

十、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自我評鑑指標及方

式。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

則。 

四、組織、運作及管理方

式。 

五、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預期具體績效。 

七、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

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八、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九、空間規劃。 

十、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自我評鑑指標及方

式。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

則。 

第四條   各類科技研究發

展性質之研究中心，應具

承接大型長期研究計畫之

能力，且經費自給自足方

得籌設申請。相關大型計

畫之爭取執行、參與人

員、研究成果、成效等亦

須納入第三條設立規劃書

第三、四及十項內說明。

非屬上述大型計畫之其他

計畫，原則上由各系所承

接（國科會計畫申請案，

應由各系所承接）。 

第四條    各類科技研究發

展性質之附設機構及中心

（以下簡稱研究機構及中

心），應具承接大型長期研

究計畫之能力，且經費自

給自足方得籌設申請。相

關大型計畫之爭取執行、

參與人員、研究成果、成

效等亦須納入第三條設立

規劃書第三、四及十項內

說明。非屬上述大型計畫

之其他計畫，原則上由各

系所承接（國科會計畫申

請案，應由各系所承接）。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第八條修正。 

第五條    為強化研究計畫

執行績效，研究中心得運

用大型計畫人事費或自籌

經費，依客座教師、研究

人員及專任技術人員設置

辦法，延攬相關人才參與

大型計畫，亦得依議定待

遇額度將上述經費轉交教

學單位，以聘請該單位教

師、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

全時或部分時間參與大型

第五條   為強化研究計畫

執行績效，研究機構及中

心得運用大型計畫人事費

或自籌經費，依客座教

師、研究人員及專任技術

人員設置辦法，延攬相關

人才參與大型計畫，亦得

依議定待遇額度將上述經

費轉交教學單位，以聘請

該單位教師、研究人員及

技術人員全時或部份時間

一、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

織規程」第八條修正。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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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相關教學單位得運

用所轉交經費，依本校相

關辦法，延攬客座教師、

研究人員及工程與技術人

員，擔任被借調教師及人

員原擔任之教學研究等工

作，以免影響該單位業務

執行。上述參與大型計畫

之人員之待遇調整及管

理，計畫主持人應依『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專案

研究管理辦法』、『國立大

學院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參與大型計畫，相關教學

單位得運用所轉交經費，

依本校相關辦法，延攬客

座教師、研究人員及工程

與技術人員，擔任被借調

教師及人員原擔任之教學

研究等工作，以免影響該

單位業務執行。上述參與

大型計畫之人員之待遇調

整及管理，計畫主持人應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

託專案研究管理辦法』、

『國立大學院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 

第六條    各研究中心應依

本校組織規程及本辦法，

訂定設置辦法與管理細

則，以利運作。上述設置

辦法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 

三、組織、運作及管理方

式。 

四、主管任期及遴聘方式。 

五、客座或借調教師與人

員之管理事宜。 

六、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七、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

開規範。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九、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

原則。 

十、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管理細則得由研究中

心另訂之。 

第六條    各附設機構及中

心應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本

辦法，訂定組織要點及設

置與管理細則，以利運

作。上述要點及細則應包

括客座或借調教師與人員

之管理事宜及該機構及中

心裁撤條件及處理辦法。 

一、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

織規程」第八條修正。 

二、原組織要點及設置與管

理細則，修正為：設置

辦法與管理細則。 

三、修正設置辦法應包括之

項目內容。 

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之經 第七條    各附設機構及中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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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以有剩餘為原則，其

管理費之分配，依據本校

「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辦

法」辦理。一切收支均應

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 

心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

則，其管理費之分配，依

據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

施辦法」辦理。一切收支

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

辦理。 

程」第八條修正。 

第八條    各研究中心應定

期自我評鑑，並向所隸屬

單位進行業務、成果及財

務簡報，接受評鑑。每三

年並進行深入評鑑，確定

執行績效，並檢討改進缺

失。 

第八條    各附設機構及中

心應定期自我評鑑，並向

所隸屬單位進行業務、成

果及財務簡報，接受評

鑑。每三年並進行深入評

鑑，確定執行績效，並檢

討改進缺失。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第八條修正。 

第九條    各研究中心如未

能在三至六年內發揮功

能，得由隸屬單位原審查

會議議決後，依設置辦

法，予以裁撤。 

第九條    各附設機構及中

心如未能在三至六年內發

揮功能，得由隸屬單位原

審查會議議決後，依組織

要點及設置與管理細則，

予以裁撤。 

一、配合「國立交通大學組

織規程」第八條修正。 

二、同第六條，原組織要點

及設置與管理細則，修

正為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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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台（九０）高（二）字第九０一五二三０二號函核定 

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台高（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一二六九六號函核定 

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研究中心)之設置，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因應研究、教學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附設各類研究中心，其

設立須經相關單位發起，提出設立規劃書與設置要點，經審查通過其

設置辦法後，正式成立。研究中心得依其性質，分別隸屬于校級或院

級。隸屬校級者，由本校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規劃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隸屬院級者，由院務會議審查

通過後，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備查。 

第三條  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  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四、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五、  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  預期具體績效。 

七、  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不重複性說明。 

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九、  空間規劃。 

十、  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十二、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第四條  各類科技研究發展性質之研究中心，應具承接大型長期研究計畫之能

力，且經費自給自足方得籌設申請。相關大型計畫之爭取執行、參與

人員、研究成果、成效等亦須納入第三條設立規劃書第三、四及十項

內說明。非屬上述大型計畫之其他計畫，原則上由各系所承接（國科

會計畫申請案，應由各系所承接）。 

第五條  為強化研究計畫執行績效，研究中心得運用大型計畫人事費或自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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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依客座教師、研究人員及專任技術人員設置辦法，延攬相關人才

參與大型計畫，亦得依議定待遇額度將上述經費轉交教學單位，以聘

請該單位教師、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全時或部分時間參與大型計畫，

相關教學單位得運用所轉交經費，依本校相關辦法，延攬客座教師、

研究人員及工程與技術人員，擔任被借調教師及人員原擔任之教學研

究等工作，以免影響該單位業務執行。上述參與大型計畫之人員之待

遇調整及管理，計畫主持人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專案研究管

理辦法』、『國立大學院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人事費應依「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各研究中心應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本辦法，訂定設置辦法與管理細則，

以利運作。上述設置辦法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設立依據。 

三、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四、主管任期及遴聘方式。  

五、客座或借調教師與人員之管理事宜。 

六、中心會議及召開規範。 

七、中心委員會設置及召開規範。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九、中心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十、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管理細則得由研究中心另訂之。 

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其管理費之分配，依據本校「建

教合作計畫實施辦法」辦理。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 

第八條  各研究中心應定期自我評鑑，並向所隸屬單位進行業務、成果及財務

簡報，接受評鑑。每三年並進行深入評鑑，確定執行績效，並檢討改

進缺失。 

第九條  各研究中心如未能在三至六年內發揮功能，得由隸屬單位原審查會議

議決後，依設置辦法，予以裁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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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第 3 次四校校長會議    會議紀錄(節錄) 
 
開會時間：100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 8 樓第二接待室 
主    席：吳妍華代理系統校長 
出    席：國立中央大學蔣偉寧校長、國立清華大學陳力俊校長、 
          國立陽明大學梁賡義校長 
列    席：葉永烜系統副校長、許千樹系統副校長、劉容生系統副校長、

陳正成系統副校長、國立交通大學楊谷洋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劉紀蕙教授、國立交通大學陳光興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李丁
讚教授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案(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二 

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成立案，提請討論。（交

通大學劉紀蕙教授報告） 

說明：為持續推動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團隊之國際學程以及學

術研究之國際化，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擬提請正式成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並擬請補助該中心

推學術國際化之運作經費796萬元整(四大群組各120萬元，總

中心運作經費316萬元)，詳細計劃如附件三。 

決議：(1)同意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依據「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十七及十八條之規定，

本大學系統研究中心之設立需提報計畫書予台灣聯大系統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並報教育部備查。 

(2)同意補助 660 萬元整，由各校支援四大群組各 120 萬元，由

行政總部補助總中心運作經費 180 萬元整。 

 

以下略 

附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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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第 1 次系統委員會議  記錄 
 
時間：10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晚上 6 時 30 分 

地點：台北君悅飯店 2 樓滬悅庭黃埔廳 

主席：曾志朗主席 

出席：伍焜玉系統委員、吳妍華系統委員、徐爵民系統委員(請假)、 

      梁賡義系統委員(請假)、陳力俊系統委員、劉兆漢系統委員、 

      劉振榮系統委員 

列席：葉永烜系統副校長(請假)、黃志彬系統副校長、 

劉容生系統副校長、陳正成系統副校長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案(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三 

案由：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持續推動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團隊之國際學程以及學

術研究之國際化，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擬提請正式成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計畫書如附件。 

  (二)本案業經 100 年度(12 月 8 日)第 3 次四校校長會議討論，同意

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並提送系統委

員會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加強跨

校合作之整合。 

 

以下略 

附件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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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 

教育部 97 年 1 月 24 日台高（二）字第 0970004380 號函備查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9 日臺高（三）字第 1010055501 號函核定 

第一條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以下簡稱四校）

為加強合作、整合資源，以提升國際競爭力，並追求卓越，依據大學法第六條

之規定組成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特訂定本辦法。 

本系統英文名稱定為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簡稱 UST。 

第二條      本系統為推動四校合作及整合事宜，設系統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以下簡

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系統委員之選聘及解聘。 

（二）系統校長之推選、續聘及解聘之審議。 

（三）系統重要政策之審定。 

（四）組成系統各學校合作及整合事項之審議。 

（五）對組成系統各學校有關學院、所、系、跨校學程及研究中心之規劃事項

提出建議。 

（六）系統規章之審議。 

（七）系統行政組織與研究中心之設立、變更及停辦之審議。 

（八）對外爭取各項經費及資源，以促進系統之合作及發展。 

第三條      本會置系統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四校校長、中央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或相當之學術研究機構首長或由其指定代表及對高等教育有相

當研究並具學術地位之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其中四校校長為當然委員。 

第四條      本會系統委員聘期為四年，期滿得續聘。 

第五條      本系統置系統校長（Chancellor）一人，由本會推選，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 

第六條      系統校長應為系統委員，並由本系統內各學校現有人員兼任，綜理系統校務與

聯合發展相關事宜，執行本會之決議，對外代表本系統。 

前項系統校長任期為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 

第七條     本系統置系統副校長（Vice Chancellor）四人，由四校副校長或教授兼任，襄助

系統校長推動系統校務與聯合發展相關事項。 

前項系統副校長由系統校長提經本會同意後聘任，任期為四年。 

第八條     本會會議由系統校長召集，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九條     本會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決議之。 

第十條     本會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但得視需要臨時召集之。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四校或本系統行政總部人員列席。 

附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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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會系統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十二條   本會下設校長會議（Council of Presidents），由四校校長及系統校長組成，並由

系統校長為主席，初審本會審議事項。 

校長會議以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 

第十三條    本系統設行政總部，由系統校長負責督導教育發展、研究發展、行政管理、國

際事務等業務，並由四位系統副校長襄助規劃、協調、整合及推動事項。必要

時，得分組辦事。 

第十四條    行政總部行政會議由系統校長不定期召集，並為主席，四位系統副校長及行政

總部行政人員均應出席。 

第十五條   行政總部於系統校長、副校長下置行政人員六人至十二人，以契約進用或由四

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之現有人員兼任。 

前項契約進用人員之權利義務於契約中明定，其薪資依約聘僱人員有關規定辦

理。 

第十六條   行政總部得視需要聘顧問若干人，就相關業務提供諮詢意見。 

前項顧問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十七條    本系統得以下列方式進行合作及整合： 

（一）以本系統辦理招生。 

（二）以本系統共同開課。 

（三）本系統內各學校學生得跨校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其程序依學生逕修讀

博士學位辦法規定辦理。 

（四）本系統內各學校得訂定與系統內其他學校學生相互轉校規定，報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五）本系統內各學校師生得共享資源。 

（六）本系統內各學校教師得以下列方式在系統內各學校流動： 

1. 於各學校開課及指導研究生，並得併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2. 於各學校借調，得不受義務返校授課規定之限制。 

3. 於各學校進行跨校合作研究。 

（七）其他為達成本系統發展及各學校整合之目標，於各學校之各項合作及整

合事項。 

前項第三款相關作業事項，本系統內各學校應納入學則規範。 

第十八條   本系統得設研究中心，負責跨校研究資源整合、計畫執行與國際合作交流等事

項。 

前項研究中心之設立、變更與停辦，需經本會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十九條   各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四校專任教授兼任，統籌中心事務。 

前項研究中心主任由系統校長提經本會同意後聘任，任期四年。 

第二十條   各研究中心得設諮詢委員會，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為諮詢委員，對中心運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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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相關事項提供諮詢意見。 

前項諮詢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二十一條 本系統校長、副校長及研究中心主任之行政工作費，比照國立大學校長、副校

長及院長之主管加給支給標準辦理。 

第二十二條 前條行政工作費及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所定出席費，由四校五項自

籌收入支應，並於各校五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中明定支給標準。 

第二十三條 本系統運作所需經費除由四校提撥外，並得向有關機關申請補助、對外募集經

費或申請各項專案計畫及競爭性經費。 

第二十四條 本系統之經費除專款用於本系統各學校合作及整合外，得用於四校之校內整

合，其額度每年由本會決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系統跨校整合經費、行政總部業務經費及專任人員薪資等支用原則，由行政

總部提本會審議之。 

第二十六條 本系統為推動大學教育改革，得在不牴觸法規情況下進行各項聯合教育發展及

合作等有關事項。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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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計劃書 

 

 

 

中央大學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陽明大學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 日修訂 

附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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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團隊自 92 學年成立，主要工作目標在於推動台灣聯大系統各

校文化研究團隊之整合，跨校學程之規劃以及研究能量之深耕與國際化。在此目標之下，交

通大學首先於 92 學年成立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學程辦公室，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亦於 93 學年

分別成立學程辦公室，陽明大學則於 98 學加入文化研究團隊，成立文化研究辦公室。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具體彙整各校長年經營的各別研究中心，進行橫向的跨校合作，

包括陳光興教授、劉人鵬教授與李丁讚教授所推動的「亞太／文化研究中心」(1991- )（交通

大學，清華大學），劉紀蕙教授、朱元鴻教授、林淑芬教授與黃文宏教授所推動的「人文社會

理論研究室」(2002- )與「東亞現代性與批判理論」研究群，林文淇教授與馮品佳教授所推動

的「電影文化研究室」(1998- )（中央大學）與「電影研究中心」(2003- )（交通大學），何春

蕤教授與丁乃非教授所推動的「性／別研究室」(1995- )（中央大學），林文淇教授、吳方正

教授與劉瑞琪教授所推動的「視覺文化研究中心」(2008- )（中央大學）與「視覺文化研究室」

(2010- ) （陽明大學）。 

經過八年的長期合作，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整合了四校人文社會領域同仁最具研究潛

力與發展特色之領域，形成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視覺文化」，每個研究群分別集結了 15－20 人的跨校研究社群，共 60 餘人，

合作推動跨校文化研究學分學程，執行跨校研究活動，舉辦國內以及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工作

坊，邀請國際學者訪問或是駐校講學，迄今完成多種國內外出版物，研究成果豐厚，國內外

皆有卓越口碑。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經台灣聯大 99 年度第 1 次四校校長會議

同意通過，於 2010 年 3 月正式成立。除了持續推動學術研究的深耕與國際化之外，「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亦推動國際學程，以便進一步促成文化研究學程的國

際化。「台灣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於 100 學年度結合跨校同仁，提出「亞際文

化研究碩博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提案，分別由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清

華大學以及陽明大學的人社院提出，完成校內程序，並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提送教育部審查，

冀望能於 102 學年度正式招收國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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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所推動的跨領域研究為當前國際人文社會學界之重要趨勢。二十

世紀下半葉在歐美各地區首先新興的「文化研究」是人文社會學科所發展出的跨領域學術空

間，不僅促成了人社領域各傳統學科之間的對話，更以跨領域視角與整合式專業基礎敏銳掌

握世界局勢變遷與當前知識議題，生產極具學術活力與分析創意的研究成果。亞洲地區面對

本世紀複雜多變的現代化歷史過程以及劇烈變遷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紛紛成立跨領域整合

之文化研究單位與系所，例如日本東京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與國立新加坡大學、韓國

漢城大學、中國大陸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等。種種跡象顯示，文化研究已在亞洲的社會與文

化提出具理論深度與洞察力的論述，亦使亞洲人文學術得以與發展較久的歐美文化研究分庭

抗禮。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已經具有學術上的領先地位。多位資深教授都是台灣的文化研究

學會（成立於 1998 年）的核心成員，包括歷任理事長陳光興教授、劉紀蕙教授、朱元鴻教授

與何春蕤教授。文化研究學會為台灣最具活力與生產力的學術團體之一，十多年來由清華大

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等校輪流舉辦了十餘次大型年會。文化研究學會所規劃的學術刊物

《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學刊先後由交通大學朱元鴻教授與劉紀蕙

教授擔任主編，目前被國科會納入 TSSCI 以及 THCI 核心期刊，投稿者遍及各地區之華語社

群，已經成為跨地區之國際性華語學術期刊。台灣文化研究學會的《文化研究電子月刊》亦

累積了豐厚的學術實力與影響力。2000 年正式創刊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學術期

刊，總編輯部設立於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積極串聯亞洲各地區文化研究社群、並

促成跨區域跨文化學術交流；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由世界知名之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

發行，交通大學陳光興教授負責主編，新加坡大學蔡明發教授為共同執行主編。過去十年，

該刊串連起亞洲龐大的學術網絡，透過每兩年召開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會議，

建立起國際學術之公信力，亦因其刊編輯總部位於台灣，而將台灣的文化研究帶入國際學術

舞台。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之成立申請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於 100 年度

第 3 次四校校長會議初審通過，並於 101 年 4 月 27 日經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統委員會會議正

式通過。今依教育部高教司指示，根據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 條「大學系統

之變更及停辦，應經參與系統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後，依原核定成立程序辦理」以及第 7 條「大

學系統系統委員會，其任務第五項系統行政組織與跨校研究中心之設立、變更及停辦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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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將「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成立計畫書送交四校校務會議。俟其通過後，再

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行政總部提報教育部核定。 

二、發展目標 

以上述歷史背景為基礎，「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將以文化研究學術國際化以及文

化研究學程國際化為兩大發展目標： 

甲、 文化研究學術國際化：強化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之跨領域、創新性

以及與跨國學術合作，形成國際一流水準的學術機構，積極介入國際學術圈，擴展

影響力。 

I. 扶植台灣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團隊，執行跨校整合計畫，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強

化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之「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

動」、「性／別研究」、「視覺文化」四大研究群的跨校整合型計畫，協助各研究

群透過台灣聯大、國科會或教育部等不同管道，聘用國內以及國際之訪問教授

或是博士後研究員，以增強四大研究群的學術互動。各研究群以學術工作坊或

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整合計畫之階段性成果發表。 

II. 國際學術合作計畫：以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四大研究群為基礎，建立跨國學術團

體之合作計劃，延攬知名國際學者，進行長期(半年至一年)或短期(二週至兩個

月)之訪問與講座，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並以朝向共同舉辦國際會議以及國際

期刊出版或是專書出版為目標。  

III.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出版書系：設置補助辦法，累積四校研究團隊之學術能

量，以國內以及國際出版作為學術研究之實質成果。   

乙、 亞際文化研究碩博士學位學程國際化：進一步擴大與擴散文化研究在台灣已經形成

的學術影響力，並具體接合亞洲地區蓬勃發展中的文化研究社群，並建立亞際文化

研究學程的國際卓越水準。 

I. 以永續經營的體制化方式，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碩博士學位

國際學程」，透過國際管道正式公告，招收優秀國際學生與兩岸三地學生，修業

完畢後授與碩博士學位。 

II. 參與或是執行跨國文化研究暑期營，建立國際合作姊妹單位或雙聯學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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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設置補助辦法，提供獎學金，鼓勵優秀研究計畫與研究論文，並協助研究生參

與國際學術交流。 

三、組織架構 

I. 中心行政 

A. 中心設置主任一名，主管中心各項事務，由台灣聯大系統校長提經系統委

員會同意後聘任，任期四年。 

B. 中心設置副主任四名，襄助主任促進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之跨校學術合

作、提昇學術國際合作以及推動亞際文化研究碩博士學位國際學程，並分

別掌理各校學程辦公室。副主任由中心主任聘任，任期同中心主任。 

C. 中心設行政助理兩名，各校學程辦公室設行政助理一名，協助中心主任以

及各校辦公室主任推動學術研究以及學程發展，掌理行政、財務、通訊、

國際合作、計畫申請等業務。 

D. 中心設「國際諮詢顧問委員會」，由國內外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就中心之

國際學程與研究發展等相關業務提供諮詢意見。 

E. 中心設行政會議，由中心主任與副主任組成，執掌本中心學位學程之招生、

課程規劃及學生事務，規劃與推動學術合作，統籌研究群學術活動寄出版

相關事宜。 

II. 學術推動委員會 

A. 本中心設「學術推動委員會」，推動中心跨校學術合作與國際化等研究發展

事務，以及審議中心研究與出版計畫。 

B. 學術推動委員會由中心主任、副主任及委員 7－9 位組成。委員由中心主任

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 

C. 學術推動委員會議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中心主任主持。 

III.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 

A. 中心設「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學程主任由中心主任兼任，或可委派副

主任兼任。 

B. 中心於台灣聯大各校分設「亞際文化研究碩博士學位國際學程」，各辦公室

設主任一人，由中心副主任兼任，負責各校學程相關行政與學生事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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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主任由學程主任聘任，任期同學程主任。 

C. 國際學程設「學程會議」，議決學程招生、課程規劃、學生修業等各項事務。 

D. 學程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由學程主任主持，成員由中心副主任、各

學程辦公室主任及各校教師代表一名組成。 

E. 學程會議教師代表由各學程辦公室主任推薦，學程主任聘任，聘期同中心

主任。 

四、研究團隊與執行模式 

甲、 研究團隊發展方向 

本中心現階段主要推動四大研究學群：（一）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二）當代思潮與

社會運動，（三）性/別研究，（四）視覺文化。各研究群除推動研究計劃之外，亦負責

國際學程各研究群課程之規劃。此四大研究群之成員相互支援，並且共同合作，規劃學

術活動。前項各研究群，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增設之。 

I.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研究群的核心成員由陳光興、劉紀蕙、朱元鴻、黃文

宏、甯應斌、柳書琴、林淑芬、藍弘岳、邱德亮、陳瑞樺、彭明偉、王惠珍、謝

世宗等人組成，由交通大學負責主導。該團隊一則透過歷史回顧的研究工作，檢

視亞洲地區具有歷史連帶關係之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等國家的現代性問題，探

討前現代與現代的變革與延續、現代思想與文化的交流、知識的建構與擴散、民

族國家的形成、生命政治、邊界問題、冷戰結構與後冷戰局勢、全球化下的移民

與移工、資本主義與經濟市場、馬克思主義在東亞、民主政治與國家治理等問題，

再則亦針對上述問題，持續透過當代國際學界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批判思考，進行

亞洲地區的理論性重估。 

II.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群的核心成員由李丁讚、陳光興、張維安、張旺山、

黃文宏、鐘月岑、李卓穎、古明君、甯應斌、莊雅仲、許維德等人，由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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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主導。該團隊以亞際的文化資源、歷史經驗與社會現實為基礎，研究問題聚

焦在當代思潮的脈絡，包括文化多元主義、民主、地方自主、全球化、綠色生活

等，目的在於透過社會運動的具體實踐，來釐清並推進「理想」與「現實」的多

層次辯證關係。透過這個實踐與實驗的過程，該團隊希望可以促進亞際文化經歷

進步性的轉化，進而豐富、延展當代思潮，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明而努力。 

III. 性／別研究 

「性／別研究」研究群的核心成員由何春蕤、丁乃非、白瑞梅、甯應斌、劉人鵬、

黃道明、謝莉莉、古明君、劉瑞琪、張靄珠、沈秀華等人組成，由中央大學負責

主導。該團隊主要研究工作在於結合女性主義理論、性／別政治、酷兒理論、現

代性、情感理論等領域的思想積累，在台灣本地的性／別運動現實脈絡中建立起

獨到觀點，並整合研究成為一家之論，特別對新興民主體制及其借用對親密關係

的規訓來達成治理提出分析，也對現代性的諸多可欲品質及其效應提出深刻批

判；性／別議題因此與政經結構、社會權力、全球治理等等結構錯綜複雜的糾結

在一起，這也是本團隊研究的重點。 

IV. 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研究群由劉瑞琪、林文淇、馮品佳、劉紀蕙、吳方正、白大維、曾

少千、余君偉、張靄珠、林建國、林文玲、段馨君、周慧玲等人組成，陽明大學

負責規劃。該團隊以視覺文化這個新興的整合研究領域出發，從文化與社會的角

度詮釋各種視覺的人造物，包括美術、攝影、電影、電視、廣告、時尚、數位影

像、科技圖像等等。本研究群結合美術史與電影研究的方法與實踐，以跨學科角

度納入相關領域研究，如批判理論、性/別研究、全球化研究、後殖民研究、新媒

介研究、歷史研究等等，從文化交流與全球化的角度，將台灣－東北亞－亞洲放

置於全球國際脈絡，來探討視覺文化的形式美感、歷史意涵與社會實踐。 

乙、 執行模式 

I. 研究群之學術深耕與國際化： 

A. 除支持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重點推動之四大研究群跨校計畫之外，並公告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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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計劃提案，由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學術推動委員會」審核。特別

鼓勵四大研究群現有團隊之跨校合作，以及國際合作團隊。 

B. 各研究群可以根據活動性質，例如師生組成之讀書會或是論文計畫工作坊、

邀請訪問學者、國際研討會、團隊出訪、出版計劃，而提出子計劃。 

C. 申請書必須說明研究成員來自不同校區，研究計劃主旨之學術前瞻性以及重

要性，年度計劃之預計工作項目、預期成果以及前年度之研究成果。各子計

劃可以提出 2－3 年之計劃，但是必須逐年提出成果報告，才得繼續補助。 

D. 各研究群亦可配合研究群之重點發展，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進駐。進駐時間為 1

－4 週。每週安排午餐會，與各研究群之師生分享研究心得。 

IV.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會議 

A.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學程會議，由學程辦公室主任、

各校學程辦公室主任以及教師代表組成，議決學程招生、課程規劃、學生修

業等各項事務。 

B. 透過各研究群發展之重點計畫，邀請國際訪問學者或是國際講座。 

C. 推動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之國際合作，共同指導論文以及雙聯學位等工

作。 

D. 進行交換學生以及學生移地研究。 

五、預期成果 

本中心各研究群之教師，長期以來與亞洲、歐美各地知名學術機構有著交流與合作，本

中心更於 2010 年 7 月與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簽署合作備忘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之會員，包含亞洲及澳洲多所之名的學術研究機構，例如：日本東京大學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roject 與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新加坡大學的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Ph.D. Program，孟加拉的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韓

國延世大學的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上海大學的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澳洲墨爾本大學的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印尼大學的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本中心亦將繼續展開與美國加州大學系統、美國哈佛大學、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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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大學，歐洲漢學中心等機構之合作。本中心將繼續擴大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四大研究

群的成員在國際學界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以永續經營之發展，推動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的

國際化。本中心除了成立世界第一的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亦將使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

中心成為以台灣為據點的世界一流亞際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作為歐美與亞洲地區學術交流不

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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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團隊四大研究群跨校研究員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 研究群通訊錄 

 

（一）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研究群(20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

所 

Ｅ－ｍａｉｌ 電話 

陳光興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

聞及大眾傳播博士 

chenkh@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259 

林郁曄 助理  

leaves.taiwan@gmail.com 03-5712121 

Ext. 31531 

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

較文學博士 

JoyceLiu@mail.nctu.edu.tw 03-5131593 

朱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社會學博士 

yhchu@cc.nctu.edu.tw  03-5712121 

Ext.58252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

系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 

jpliu@mx.nthu.edu.tw 03-5742743 

 

mailto:chenkh@mail.nctu.edu.tw
mailto:JoyceLiu@mail.nctu.edu.tw
mailto:yhchu@cc.nctu.edu.tw
mailto:jpliu@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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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

系教授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

較文學理論博士 

yctsai@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44 

黃文宏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

所教授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

學博士 

whhua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563 

林淑芬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副教

授 

英國艾塞斯大學政

治學博士 

propername@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257 

邱德亮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副教

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

院歷史與文明研究

所博士 

dlchiou@mail.nctu.edu.tw 03-5131396 

于治中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

系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

文學博士 

ccy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02 

王俐容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學院社會文化所副

教授 

英國華威大學文化

政策博士 

ljwang@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457 

藍弘岳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文化研究所助理教

授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

文化研究科博士 

hungyueh7@gmail.com 03-5712121 

Ext. 58323 

彭明偉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文化研究所助理教

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系博士 

peng909109@gmail.com 03-5712121 

Ext. 58270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日本關西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專攻博士 

hcwang@mx.nthu.edu.tw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助理教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

研究所博士 

elliot_emerson@msn.com  

mailto:yctsai@mx.nthu.edu.tw
mailto:whhuang@mx.nthu.edu.tw
mailto:propername@mail.nctu.edu.tw
mailto:dlchiou@mail.nctu.edu.tw
mailto:ccyu@mx.nthu.edu.tw
http://english.ncu.edu.tw/ccc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ZISV85KL/hungyueh7@gmail.com
http://english.ncu.edu.tw/ccc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ZISV85KL/peng909109@gmail.com
mailto:hcwang@mx.nthu.edu.tw
mailto:elliot_emerson@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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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

所助理教授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

研究院 (EHESS) 

社會學博士 

chenjh@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533 

石婉舜 
國立清華大學台文

所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博士 

wsshih@mx.nthu.edu.tw 

bakkhai@gmail.com 

03-5715131 

Ext. 34336 

蔡晏霖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

與社會學系助理教

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

克魯茲校區人類學

博士 

yvtsai@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650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科學

史與科學哲學博士 

dwfu@ym.edu.tw 02-28267902 

＊王文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所副教

授 

劍橋大學科學史與

科學哲學博士 

wjwang@ym.edu.tw 02-28267903 

＊蘇碩斌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籌備藝

術與文化研究所副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學博士 

ericsu@ms1.hinet.net 02-28267000 

Ext. 7206 

 

 

（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群(24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E-Mail 電話 

李丁讚 
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所教授 

美國麥城威斯康辛大

學社會學博士 

dtlii@mx.nthu.edu.tw  03-5715131 

mailto:chenjh@mx.nthu.edu.tw
mailto:wsshih@mx.nthu.edu.tw
mailto:yvtsai@mail.nctu.edu.tw
mailto:dwfu@ym.edu.tw
mailto:wjwang@ym.edu.tw
mailto:ericsu@ms1.hinet.net
mailto:dtlii@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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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 42823 

陳靜瑜 助理  apcs@my.nthu.edu.tw 03-5724876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

文系教授 
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 

jpliu@mx.nthu.edu.tw 03-5742743 

 

林聰舜 
國立清華大學中

文系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

士 

tslin@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92 

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

文系教授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

文學理論博士 

yctsai@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44 

黃文宏 
國立清華大學哲

學所教授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

博士 

whhua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563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所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 

wachang@mx.nthu.edu.tw 03-574-2817 

于治中 
國立清華大學外

語系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

學博士 

ccy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02 

甯應斌 
國立中央大學哲

學系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

學博士 

karlweb2002@yahoo.com.tw   03 – 4227151 

Ext. 33557 

陳光興 

國立交通大學社

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

及大眾傳播博士 

chenkh@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259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教

授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

士 

scli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62069 

張旺山 
國立清華大學哲

學研究所教授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哲

學博士 

wscha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26 

mailto:jpliu@mx.nthu.edu.tw
mailto:tslin@mx.nthu.edu.tw
mailto:yctsai@mx.nthu.edu.tw
mailto:whhuang@mx.nthu.edu.tw
mailto:wachang@mx.nthu.edu.tw
mailto:ccyu@mx.nthu.edu.tw
mailto:karlweb2002@yahoo.com.tw
mailto:chenkh@mail.nctu.edu.tw
mailto:scliu@mx.nthu.edu.tw
mailto:wscha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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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倩玉 
國立清華大學人

類學研究所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

學博士 

cyhua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62022 

林淑芬 

國立交通大學社

會與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英國艾塞斯大學政治

學博士 

propername@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257 

莊雅仲 

國立交通大學人

文社會學系副教

授 

美國杜克(Duke)大學

文化人類學博士 

ycc622@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31872 

鐘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

史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

學博士 

ytchu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469 

李卓穎 

國立清華大學歷

史研究所助理教

授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

博士 

cyli@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476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助

理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

文研究所博士 

elliot_emerson@msn.com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助

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專攻博士 

hcwang@mx.nthu.edu.tw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會

學博士 

mck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80506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所助理教授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

究院 (EHESS) 社會

學博士 

chenjh@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533 

mailto:cyhuang@mx.nthu.edu.tw
mailto:propername@mail.nctu.edu.tw
mailto:ycc622@mail.nctu.edu.tw
mailto:ytchung@mx.nthu.edu.tw
mailto:cyli@mx.nthu.edu.tw
mailto:elliot_emerson@msn.com
mailto:hcwang@mx.nthu.edu.tw
mailto:mcku@mx.nthu.edu.tw
mailto:chenjh@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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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忠 
國立清華大學中

文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jjli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19 

顏健富 
國立清華大學中

文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

士 

kfguan@mx.nthu.edu.tw  

許維德 

國立交通大學人

文社會學系暨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

助理教授 

美國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社會學系博士 

weidershu@gmail.com 03-5712121 

Ext. 58653 

彭明偉 

國立交通大學社

會文化研究所助

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學系博士 

peng909109@gmail.com 03-5712121 

Ext. 58270 

 

（三）性／別研究研究群(15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E-Mail 電話 

何春蕤 
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 語

言教育博士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sexenter@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557 

沈慧婷 助理  

shen.huei.ting@gmail.com 03-4227151 

Ext. 33228 

丁乃非 
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校區比較文學博士 

dingnf@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230 

mailto:jjliu@mx.nthu.edu.tw
mailto:kfguan@mx.nthu.edu.tw
mailto:weidershu@gmail.com
http://english.ncu.edu.tw/ccc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ZISV85KL/peng909109@gmail.com
mailto:sexenter@cc.ncu.edu.tw
mailto:shen.huei.ting@gmail.com
mailto:dingnf@c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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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梅 
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 

aparry@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215 

甯應斌 

國立中央大學

哲學研究所 教

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哲學博士 

karlweb2002@yahoo.com.tw  03-4227151 

Ext. 33557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博士 

jpli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743 

張靄珠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戲劇研

究 博士 

ivychang@cc.nctu.edu.tw 03-5131393 

張翰璧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社會

文化所 副教授 

德國Bielefeld大學 社

會學博士 

hanbi@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452 

黃倩玉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

學博士 

cyhua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62022 

黃道明 

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 助理教

授 

英國薩克斯大學媒體

研究博士 

hans@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224 

謝莉莉 

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 助理教

授 

美國杜克大學文學博

士 

lili@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219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會

學博士 

mcku@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80506 

mailto:aparry@cc.ncu.edu.tw
mailto:karlweb2002@yahoo.com.tw
mailto:jpliu@mx.nthu.edu.tw
mailto:ivychang@mail.nctu.edu.tw
mailto:hanbi@cc.ncu.edu.tw
mailto:cyhuang@mx.nthu.edu.tw
mailto:hans@ncu.edu.tw
mailto:lili@cc.ncu.edu.tw
mailto:mcku@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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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秀華 

國立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堪薩斯大學社會

學博士 

hhshen@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532 

＊劉瑞琪 

國立陽明大學

人文社會學

院，籌備藝術與

文化研究所副

教授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博士 

 

jcliu@ym.edu.tw 02-28267000 

ext. 7207 

王增勇 

國立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研究

所副教授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

會工作博士 

tywang@ym.edu.tw 02-28267000 

7181 

 

 

（四）視覺文化研究群(24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

所 

E-Mail 電話 

劉瑞琪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

社會科學院，籌備視覺

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博士 

 

jcliu@ym.edu.tw 02-28267000 ext. 

7207 

劉仁洲 助理  bluefloydym@gmail.com 02-28267000 

Ext. 7937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

文學系教授 

美國

Wisconsin-Madison

大學英文系博士 

pcfeng@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102 

mailto:hhshen@mx.nthu.edu.tw
mailto:jcliu@ym.edu.tw
mailto:tywang@ym.edu.tw
mailto:jcliu@y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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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

較文學博士 

JoyceLiu@mail.nctu.edu.tw 03-5131593 

張靄珠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

文學系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戲劇

研究博士 

ivychang@cc.nctu.edu.tw 03-5131393 

白大維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比較

文學博士 

t121274@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208 

吳方正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

研究所教授 

法國法蘭許．貢提大

學藝術史博士 

chartres@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653 

林文淇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石溪分校比較文學

博士   

wenchi@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202 

林建國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

文學系 副教授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

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limk@faculty.nctu.edu.tw 03-5712121 

Ext. 31792 

余君偉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

文學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比較

文學博士 

ericyu@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117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

會學系副教授 

德國哥廷根大學人

類學系哲學博士 

wllin@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037 

段馨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

會學系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戲

劇劇場系博士 

iristuan@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658 

曾少千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

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藝

術史博士 

sctseng@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655 

周慧玲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副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表演

學研究所博士 

abcd.talk@msa.hinet.net  03-4227151 

Ext. 33206 

mailto:JoyceLiu@mail.nctu.edu.tw
mailto:ivychang@mail.nctu.edu.tw
mailto:t121274@cc.ncu.edu.tw
http://www.ncu.edu.tw/~art/faculty/chartres@cc.ncu.edu.tw
mailto:wenchi@cc.ncu.edu.tw
mailto:limk@faculty.nctu.edu.tw
mailto:ericyu@mail.nctu.edu.tw
http://english.ncu.edu.tw/ccc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ZISV85KL/wllin@mail.nctu.edu.tw
mailto:iristuan@mail.nctu.edu.tw
mailto:sctseng@cc.ncu.edu.tw
mailto:abcd.talk@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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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綺玲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

所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

藝術學博士 

severina@cc.ncu.edu.tw 03-4227151 Ext. 

33302 

謝佳娟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藝術

史博士 

cchsieh@ncu.edu.tw 03-4227151 

Ext.33657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

語文研究所博士 

elliot_emerson@msn.com  

賴雯淑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

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藝

術教育哲學博士 

wendylai@mail.nctu.edu.tw 03-5712121 ext. 

58313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

社會研究所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科學

史與科學哲學博士 

dwfu@ym.edu.tw 02-28267902 

蘇碩斌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

社會科學院，籌備視覺

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學博士  

ericsu@ms1.hinet.net 02-28267000 

Ext.  7206 

黃桂瑩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

社會科學院，籌備視覺

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Essex)

藝術史與藝術理論

博士班 

kyhuang@ym.edu.tw 02-28267000 

Ext. 7947 

馬孟晶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

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藝

術與藝術史系博士 

mcma@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42841 

馬雅貞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

究所副教授 
 

ycma@mx.nthu.edu.tw  

梅韻秋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藝

術與藝術史系博士 

ycmei@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 34553 

葉嘉華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

社會科學院籌備視覺

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瑪利

皇后學院文藝復興

學博士 

chyeh3@ym.edu.tw 02-28267000 

Ext. 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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