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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學年度第2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5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張翼、陳俊勳、盧鴻興、黃美鈴、張基義、李大嵩、徐文祥、裘

性天、林寶樹、李耀坤、李威儀、李積琛、黃冠華、林貴林、趙天生、王

念夏、唐震寰、顏順通、林顯豐、陳科宏(張文輝代)、宋開泰、歐陽盟、

冉曉雯、曾煜棋(莊榮宏代)、莊仁輝、曾新穆、謝續平、袁賢銘(彭文志

代)、韋光華、黃炯憲、柯富祥、白曛綾、蔡佳霖、潘以文、吳樸偉、胡

均立(張家齊代)、林妙聰、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黃仕斌、林珊如、

黃惠萍、張靜芬、鐘育志、林志生、黃憲達、吳妍華、張維安、林秀幸、

陶振超(黃靜蓉代)、許根玉、劉尚志、倪貴榮、許恒通、陳明璋、陳仁姮、

廖威彰、王先正、林泉宏、楊黎熙、廖仁壽、陳建仰、宗仕傑、蘇怡靜、

向安如、陳筱靜、左帥、蘇倍筠【共計 71人】 

請假：傅恆霖、陳巍仁、鄭裕庭、陳紹基、方凱田、廖德誠、鍾崇斌、方永壽、

曾成德、孫于智、胡博琛、林俊廷、張生平、蘇睿凱【共計 14人】 

缺席：許峻誠、呂紹棟、曾奕棠【共計 3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黃明居代)、人事室任明坤、主計室魏駿吉、資訊技術服務

中心蔡錫鈞(黃世昆代)、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教務處綜合組張漢卿、

人事室張家綺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繼去年邀請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於開業典禮之精彩演講，105學年

度開業典禮很榮幸特別邀請榮獲美國總統頒授「國家技術與創新獎章」

之胡正明院士蒞校演講，此獎亦是對科技創新領域貢獻卓著專家所頒授

的最高榮譽。 

二、本校將於 106年 6月 5日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 Nvidia黃仁勳執行長，

歡迎各位代表一起蒞臨頒授典禮共襄盛舉。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6年 3月 22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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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參、討論事項 

＊茲因案由一至案由三之提案說明人，於本次臨時校務會議開始後，尚在參

加本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無法準時與會，爰主席提出建議變更討

論事項案序之動議如下： 

會議程序動議：將原議程「案由四：臺南分部 107 學年度增設綠能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案」，調整為案由一。 

以上會議程序動議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8票，不同意 0票) 

*備註：以下黑色粗體劃底線處，為校規會後，提案單位依相關會議決議再

修正之提案內容。 

案由一：臺南分部 107學年度增設「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案，請討論。

(校長交議--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新校區推動小組說明： 

(一)中央政府提出的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其中規劃將臺南沙崙

建構為「綠能科學城」，期以打造「綠能科技政策及研發綜合

研究所」及「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該園區以「節能」、「創能」、

「儲能」、「系統整合」四大領域為主軸，以「強化能源安全、

創新綠色經濟、促進環境永續」為三大目標，將沙崙變為「綠

能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的核心園地。 

(二)未來政府將在「沙崙綠能科學城」投入大量的資源，整合國

內再生能源學術、研究及產業等單位，期藉由整合學術單位

的基礎研究，串聯研發單位的應用研究，協助業界開發技術

及產品，並積極向國際招商、引進人才與技術，鼓勵育成新

創事業，特別是前瞻科技研發與能源服務業，並與國際世界

接軌，帶動再生能源產業的整體發展，成為綠能產業發展的

重鎮。預定進駐單位包括中研院南部院區、工研院綠能所等，

形成綠能產學研的核心聚落。 

(三)為整合本校跨校區跨領域之研發優勢，加強綠能之研發與綠

能人才培育規劃，本校配合籌設「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第一年預計招收 10名，由本校臺南分部寄存的博士班名額取

回運用，師資以既有相關院系所教師支援，主要開發綠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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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展儲能、節能、電源管理及智慧電網等先進科技，並

延伸至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系統應用，可以錬

結臺南分部、校本部與綠能園區，共創新價值。 

(四)檢附「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增設計畫書」(請另參綠色資料

附件)，僅供委員參閱，不隨會議紀錄公布於網頁。 

二、教務處說明： 

(一)本校配合國家沙崙科學城計畫，籌設「臺南分部綠能暨系統

設計學院」專案(包含 3研究所碩士班與 1博士學位學程)，

於 105年 9月 26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報

部(附件 1，P.7~P.9)，教育部 106年 2月 9日臺教高(三)字

第 1060010968號函復(附件 2，10~P.11)，與本校原規劃略

有差異，經校內協商，擬於臺南分部先行設置「綠能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0名，由本校臺南分部存部博士班

名額取回 10名運用。因籌設狀況略有改變，重新送本會再議。 

(二)本案規劃招生名額 10名，由臺南分部寄教育部博士班名額取

回運用。 

(三)本案經 106年 1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附件 3，

P.12~P.13)及 106年 2月 14日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案

專案審查委員會(附件 4，P.14~P.17) 通過。 

(四)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年 6月前報部，待教育

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本案業經 106年 4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通過(附件 5，P.18~P.23)。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5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107學年度增設「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案，請討論。(校長交議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智慧機器人產業是高度技術整合且具有高附加價值，涵蓋電機、

機械、資訊、通訊、電子、能源、材料及創意內容，政府與民間

企業已陸續投入資源與人力來推動，是我國產業重點發展方向之

一。 

二、成立跨學院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是本校一項辦學戰略措施，旨在

提升本校在選定的跨學科領域學術優勢，對本校發展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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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作為一個跨領域多學科平台，用於整合、

促進和啟用與機器人相關的研究，開發和啟發創新教育課程。 

三、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提供學生更多的實踐經驗，超越傳統的工程

課程，培養學生的機器人知識及管理技能。不同背景和專長的教

師和學生組成跨學科的世界級機器人研究團隊，發展國家機器人

研究等前瞻科技，提昇台灣國際之學術與經濟競爭力，進而成為

具特色、世界級之研究重鎮。。 

四、歐美日先進國家皆有可授與學位之機器人研究所，以執行跨領域

之研究(備註：如 The Robotics Institut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at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he Oxford Robotics 

Institute, UK.、The Institute of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RIS)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Switzerland、香港科大機器人研究所、大阪大學智能機器人研究

所等)。 

五、本案第一年招生名額規劃 15名，由校內名額調整，包含停招聲音

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名額 6 名、機械系 5 名，另校

內調整提供 4名，確切狀況待暑假校內另案協調。 

六、本案於 106年 4月 17日邀請相關學院辦理智能學院籌設會議(附

件 6，P.24~P.25) ，並於 106年 4月 28日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本案之名稱為「工學院機器人

碩士班」(附件 2，P.8~P.13)。會後經校內再協調，本案由工學院、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共同支持，以跨學院碩士學位學程方式運作。 

七、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年 6月前報部，待教育部核

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八、檢附「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增設計畫書」(請另參粉色資料附件)。 

決  議： 

一、本案共同辦理之工學院、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個別院務會議以

通訊投票方式通過本案之程序，應請再行召開補正。 

二、刪除本案增設計畫書內申請案名之英文名稱。 

三、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6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107學年度起停招案，請討

論。(校長交議--教務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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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年 6月前報部，待教育部核

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本案業經 106年 4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通過(附件 5，P.18~P.23)。 

決  議： 

一、刪除本案原列於議程內之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6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四：107學年度增設「百川學士學位學程」案，請討論。(校長交議--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以電機、資訊、工程、科學、管理聞名，展望未來，對於「21

世紀關鍵能力」、「跨領域或人文涵養」、「創新思維」、「詮釋與美

學探究」、「批判思考」、「領導卓越」的教育提升責無旁貸，自許

更應積極地為培養出下一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盡最大之心

力。 

二、為積極培養出下一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本校特提出「百

川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計畫」，由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管道，招收具

備特殊專長或是創新設計力、獨立思辨力、跨域學習潛能的高中

生(其中經濟弱勢者優先考慮)，提供另類教育學習者或具自我實

驗學習精神的學子，得以經由特殊選才的入學管道進入本校就讀。 

三、本案規劃 107 學年度新設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請相關院系所共同

支持。 

四、因教育部目前核給特殊選才名額有限，本案通過後，暫定各系暫

不辦理特殊選才招生，全數改由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辦理。 

五、本案第一年招生名額規劃 30名，全部採特殊選才招生管道，由校

內各學系調整(由指考名額調整)，依教育部特殊選才相關規定，

招生缺額回流原提撥名額學系(指考管道)，確切狀況待暑假校內

另案協調。 

六、本案於 106 年 4 月 17 日邀請相關學院辦理智能學院籌設會議(附

件 6，P.24~P.25)，並將持續召開百川計畫籌備會議。並於 106

年 4月 28日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修正本案之名稱為「百川學士學位學程」(附件 5，P.18~P.23)。 



6 
 

 

 

 

七、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 年 6 月前報部，待教育部核

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八、檢附「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增設計畫書」(請另參黃色資料附件)。 

決  議： 

一、刪除本案增設計畫書內申請案名之英文名稱。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57票，不同意 0票) 

 
肆、其他事項 

主席裁示： 

一、有關代表提出本校各級會議通訊投票之意見，請法規委員會討論。 

二、有關學生代表提出各級會議中學生代表提出議案成立或通過與否之相

關意見，請各級會議討論。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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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5年 10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俊勳、盧鴻興(李佩雯代)、黃美鈴、李大嵩、徐文祥、裘性天、林寶樹、

李耀坤、李威儀、李積琛、林貴林、趙天生、傅恆霖、王念夏、杭學鳴、

陳巍仁、顏順通、林顯豐(陳榮治代)、陳科宏、鄭裕庭、陳紹基、宋開泰、

王蒞君、廖德誠(邱一代)、歐陽盟、曾煜棋、鍾崇斌、莊仁輝、曾新穆(黃

俊龍代)、謝續平、袁賢銘、韋光華、黃炯憲、柯富祥、蔡佳霖(呂明璋代)、

方永壽、潘以文、吳樸偉(吳文偉代)、胡均立、林妙聰、吳宗修、唐麗英、

洪瑞雲、黃仕斌、曾成德、孫于智、劉奕蘭、張靜芬(鄭維容代)、鄧建國、

鐘育志、黃憲達、吳妍華、林秀幸、陶振超、許根玉、劉尚志、倪貴榮、

張翼(溫瓌岸代，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部分)、許恒通、陳明璋、陳仁

姮、廖威彰、王先正、林泉宏、楊黎熙、廖仁壽、呂紹棟、陳建仰、周正

欣、黃孝宏(廖宣堯代)【共計 71人】 

請假：陳信宏、張翼、黃冠華、冉曉雯、白曛綾、黃惠萍、林志生、張維安、胡

博琛、林俊廷、吳信毅、黃振瑋【共計 12人】 

缺席：蘇育德、張生平、宗仕傑、左帥、黃吏玄、蘇倍筠【共計 6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林龍德代)、人事室蘇義泰、主計室楊淑蘭、資訊技術服務

中心蔡錫鈞、學申會主席林建中、人事室張家綺、人室室姜慶芸、主計室

楊明幸、主計室呂明蓉、主計室郭文欣、註冊組彭淑嬌、新校區推動小組

林健正、退休教師王淑霞、校規組沈煥翔、總務處莊伊琪、電機系王啟旭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5年 9月 14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記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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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由六：為籌設「綠能暨系統設計學院」，併同「台南分部綠能暨系統設計

學院籌設計畫書」及「增修訂台南分部籌設計畫書」報教育部核

定案，請討論。（台南分部、綠能暨系統設計學院籌備委員會及新

校區推動小組提） 

說  明： 

一、中央政府提出的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其中規劃將臺南沙崙建構

為「綠能科學城」，期以打造「綠能科技政策及研發綜合研究所」

及「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該園區以「節能」、「創能」、「儲能」、「系

統整合」四大領域為主軸，以「強化能源安全、創新綠色經濟、

促進環境永續」為三大目標，將沙崙變為「綠能科技創新產業生

態系」的核心園地。 

二、未來政府將在「沙崙綠能科學城」投入大量的資源，整合國內再

生能源學術、研究及產業等單位，期藉由整合學術單位的基礎研

究，串聯研發單位的應用研究，協助業界開發技術及產品，並積

極向國際招商、引進人才與技術，鼓勵育成新創事業，特別是前

瞻科技研發與能源服務業，並與國際世界接軌，帶動再生能源產

業的整體發展，成為綠能產業發展的重鎮。 

三、「沙崙綠能科學城」預訂進駐單位包括中研院南部院區、工研院綠

能所等，形成綠能產學研的核心聚落。本校台南分部於 98年成立

光電學院，已奠定健全的發展基礎，在地緣關係及地理位置上，

擁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為掌握本校在再生能源發展的契機，加強

綠能之研發與綠能人才培育規劃，台南分部原規劃系統設計學

院，配合國家政策擬修正為綠能暨系統設計學院，並據以增修訂

台南分部籌設計畫書。 

四、本校擬與中研院合作籌設「綠能暨系統設計學院」，以開發綠色能

源、發展儲能、節能、電源管理及智慧電網等先進科技為宗旨，

並延伸至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系統應用，可以錬結

台南分部、校本部與綠能園區，共創新價值，學院下設一系三所

一學程，其中綠能暨系統設計學系，每年招收 100 名大學部學生，

初期大學部一、二年級學生在校本部上課；再生能源科學與工程

研究所、綠能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創新系統設計研究所每年各招

收 30 名碩士生，共 90 人；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每年招收國

內外博士生各 10名，共 20人；合計最終每年共招收 210 名學生，

師生員額擬向教育部額外爭取。若教育部不核准員額，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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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籌設。 

五、本案係配合國家綠能產業政策，經費需求包括館舍興建工程、圖

儀設備費用、產學研合作專案經費、開發第二期校地經費，除以

募款方式自籌宿舍興建經費 2億以外，其餘爭取產學合作及政府

編列預算。若政府不補助經費，不予籌設。 

六、 檢附「綠能暨系統設計學院籌設計畫書」(請另參綠色資料附件)

及「增修訂台南分部籌設計畫書」(請另參粉色資料附件)，僅供

委員參閱，不隨會議紀錄公布於網頁。 

七、 本案擬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八、本案業經 105年 10月 5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11，P.38~P.42)， 附帶決議為：應向教育部爭取優先成

立研究所，如教育部同時核定設立大學部，在正式設立大學部前，

應再提送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後通過。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李威儀代表提出之修正案 (同意 29票，不同

意 2票) ，修正案內容如下： 

一、刪除「增修訂台南分部籌設計畫書」中(P.35)「四、行政組織」

第四段內容(台南分部發展委員會協助台南分部的發展……及交

大思源基金會)；以及刪除「五、財務規劃及管理」第三段內容(為

健全台南校區的財務管理……內部之年度結算報告應請會計師簽

證)。 

二、本案以設立研究所為優先，大學部設立則暫緩。 

三、本案應確保教育部或政府相關單位同意挹注員額及經費後，始可

進行。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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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6 年 1 月 13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代理主持）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台南分部許根玉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

長（黃育綸副教務長代理）、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

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簡仁宗副院長代理）、理學院

李耀坤院長（陳永富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韋光華院長（林志平主任代理）、管理學院

胡均立院長、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

訊學院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理）、光電學院許根玉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劉尚

志院長（陳鋕雄老師代理）、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

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主計室楊淑蘭主任、

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生代表周正欣同學（黃孝宏同學代理）、學生代表左帥同學（

陳筱靜同學代理） 

列 席：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校區推動小組陳信宏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 策

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請假）、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環安中心馮慧敏小姐、 管

理學院林春成老師、綜合組張漢卿執行秘書 

記  錄：施珮瑜 
 
 

 致贈卸任主管紀念獎牌：致送 106 年 2 月 1 日卸任主管。（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電機學院/ 電機資

訊國際學位學程侯拓宏主任、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林宏洲主任、管理學院/管 理科學系

王耀德主任、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林銘煌所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七：107 學年度博士班增設及調整案審議  。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為使博士班培育能適度且彈性反映國家社會人才需求，及維持我國高等教育博士班

之品質，教育部推動「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授權頂尖大學透過自 我

課責機制，得自主審查博士班之增設及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本校 105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105.12.2)通過本校「107學年度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修 

正後計畫書」報部，教育部於 105年 12月 2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50173522 號函

同意 備查；105 年 12月 21日校務會議通過本校「博士班之增設、變更、合併、停

辦審核標 準及作業辦法」(以下簡稱博士班自審辦法，如教務處另附件一)。 

二、目前已提出申請 107 學年度博士班增設及調整案有：資管博回復(已通過校務會議)、

客家學院博士班新設案、運管博合併(已通過校務會議)、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 

附件 3 



13 
 

 

 

 

班學籍分組、新設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新設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等 6案，

已依據博士班自審辦法第 7條第三款規定召開 105學年度博士班增設及調整工作小

組會議審議(會議紀錄如教務處另附件二)。 

三、運管系兩博士班合併案符合博士班自審辦法第 7條第五款「博士班之不涉及領域變

更之合併」，擬免送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 

四、依據教育部 105年 12月 26日臺教高(四)字第 1050173522號函示，配合產業博政策

設立博士班學籍分組或新設博士學位學程(含學院博士班)另依產業博相關規定辦理

(教育部已先行通過專業審查)，不列入博士班自審範圍。因此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博士班學籍分組、新設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兩案不受博士班自審辦法規範。 

五、本校前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班成立於 82學年度(碩士班成立於 78學年度)，歷史悠

久，102學年度配合學校跨領域發展政策調整為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碩

博士班，以 1系 2所型態系所合一運作，但仍維持原來資管所空間與師資。日前因

資管與財金系所合一結果產生外界誤解等負面影響，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 107學年

度「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碩博士班」調整回復為「資訊管理研究所(設

碩士班、博士班)」，現配合博士班自審規定，擬逕送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 

六、客家學院擬申請新設博士班，擬請客家學院補充說明；臺南分部擬擬申請新設綠能 國

際博士學位學程，擬請新校區推動小組補充說明。 

七、檢附資管所博士班調整新設計畫書(教務處另附件三)、客家學院博士班新設計畫書 

(教務處另附件四)、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計畫書(教務處另附件五)。 

八、擬議決後，資管博回復案、客家學院博士班新設案、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案 

等 3案依規定辦理後續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  

決 議： 

一、通過資管博回復案及客家學院博士班新設案。  

二、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案依與會主管意見修正後通過。（如：招生員額使用光電 

學院寄存名額，若有不足，則請教育部依政策核撥。計畫書表列支援師資，應先

徵 得其本人與系所同意及應告知支援教師權利義務等。）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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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案」專案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10:00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陳副校長信宏 

出席：外部委員 3位、盧教務長鴻興 

列席：李研發長大嵩、張總務長基義(莊秘書伊琪代理) 

備詢：新校區推動小組林教授健正 

紀錄：綜合組張漢卿 

 

甲、討論事項 

案由：本校「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案」專案審查。 

說明：一、配合國家綠能產業政策，本校籌設「綠能暨系統設計學院」，包含再生能源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綠能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班、創新系統設計研

究所碩士班及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其中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依據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本次專案審查。 

二、外部委員資訊保密處理。 

三、檢附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計畫書。 

決議：請委員會後完成專案審查表後逕行寄給主席。 

 

11:35散會 

 

 

※會後3位外部委員專案審查表打字版如附件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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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4月 28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執行秘書：盧鴻興教務長 

出  席：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李大嵩

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李耀坤院長、

唐震寰院長、曾煜棋院長(鍾崇斌副院長代)、韋光華院長、胡均立院長、

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鐘育志院長、張維安院長、許根玉院長、

劉尚志院長、李威儀委員、高文芳委員、翁志文委員、洪慧念委員、黃

經堯委員、吳文榕委員、劉柏村委員、董蘭榮委員、宋開泰委員、謝續

平委員、曾建超委員、金大仁委員、林宏洲委員、陳軍華委員、黃興進

委員、唐麗英委員、林妙聰委員、劉辰生委員、張靄珠委員、王雲銘委

員、魏玓委員、倪貴榮委員、許恒通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

宗仕傑委員、黃孝宏委員、蘇睿凱委員 

請  假：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

體產學院院長)、陳紹基委員、莊榮宏委員、陳仁浩委員、李峻德委員、

朱智瑋委員、簡美玲委員、林建中委員 

列  席：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教務處綜合組張漢卿執行秘書、

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執行長 
 

壹、主席報告 

為整合學校未來發展規劃方向，爰於本次臨時校規會提出以智能研究為前提

之構想；上個世紀是資訊的時代，而下個世紀將是智能科技的時代，未來

各研究領域將以智能科技為導向，期帶領本校往前邁向新世代。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107學年度增設「智能學院機器人碩士班」案，請討論。(教務處

提) 

說  明： 

一、配合現代產業發展，本校推動跨學科研究(Cross-disciplinary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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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規劃成立智能學院 (Cyber Physical Systems 

College)，首先開辦集合機械、電機、資訊跨領域研究的智能學

院機器人碩士班，以及以跨域思維創新教育方式，期培養出下一

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的智能學院學士班。 

二、智慧機器人產業是高度技術整合且具有高附加價值，涵蓋電機、

機械、資訊、通訊、電子、能源、材料及創意內容，政府與民間

企業已陸續投入資源與人力來推動，是我國產業重點發展方向之

一。 

三、成立智能學院機器人碩士班是本校一項辦學戰略措施，旨在提升

本校在選定的跨學科領域學術優勢，對本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機器人碩士班作為一個跨領域多學科平台，用於整合、促進和啟

用與機器人相關的研究，開發和啟發創新教育課程。 

四、機器人碩士班提供學生更多的實踐經驗，超越傳統的工程課程，

培養學生的機器人知識及管理技能。不同背景和專長的教師和學

生組成跨學科的世界級機器人研究團隊，發展國家機器人研究等

前瞻科技，提昇台灣國際之學術與經濟競爭力，進而成為具特色、

世界級之研究重鎮。。 

五、歐美日先進國家皆有可授與學位之機器人研究所，以執行跨領域

之研究(備註：如 The Robotics Institut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at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he Oxford Robotics 

Institute, UK.、The Institute of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RIS)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Switzerland、香港科大機器人研究所、大阪大學智能機器人研究

所等)。 

六、本案第一年招生名額規劃 15名，由校內名額調整，包含停招聲音

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名額 6 名、機械系 5 名，另校

內調整提供 4名，確切狀況待暑假校內另案協調。 

七、本案於 106年 4月 17日邀請相關學院辦理智能學院籌設會議(附

件 1，P.7~P.8)。 

八、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年 6月前報部，待教育部核

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九、檢附「智能學院機器人碩士班增設計畫書」。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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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單位教務處提出之修正案：本案名稱修正為「工學院機器人碩

士班」。 

前述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28票，不同意 0票) 

二、本案之設置空間再議，並請先提至本校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討論。 

三、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0票) 

 

*備註：本會議紀錄檢附之「機器人碩士班增設計畫書」，為提案單位於會

後修正之版本(請另參粉色資料附件)。 

 

案由二：「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107學年度起停招案，請討

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配合增設「工學院機器人碩士班」，經協調「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

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全部調整至機器人碩士班，「聲音與音樂

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107學年度起停招。 

二、本案於106年4月17日邀請相關學院辦理智能學院籌設會議(附件

1，P.7~P.8)。 

三、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年 6月前報部，待教育部核

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  議： 

一、依案由一之決議，將本案之說明一所述之「智能學院機器人碩士

班」修正為「工學院機器人碩士班」。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107學年度增設「智能學院學士班」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配合現代產業發展，本校推動跨學科研究(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規劃成立智能學院 (Cyber Physical Systems 

College)，首先開辦集合機械、電機、資訊跨領域研究的智能學

院機器人碩士班，以及以跨域思維創新教育方式，期培養出下一

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的智能學院學士班。 

二、本校以電機、資訊、工程、科學、管理聞名，展望未來，對於「21

世紀關鍵能力」、「跨領域或人文涵養」、「創新思維」、「詮釋與美

學探究」、「批判思考」、「領導卓越」的教育提升責無旁貸，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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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積極地為培養出下一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盡最大之心

力。 

三、為積極培養出下一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本校特提出「百

川學士班招生計畫」，由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管道，招收具備特殊

專長或是創新設計力、獨立思辨力、跨域學習潛能的高中生(其中

經濟弱勢者優先考慮)，提供另類教育學習者或具自我實驗學習精

神的學子，得以經由特殊選才的入學管道進入本校就讀。 

四、本案規劃 107 學年度新設智能學院學士班，請相關院系所共同支

持。 

五、因教育部目前核給特殊選才名額有限，本案通過後，暫定各系暫

不辦理特殊選才招生，全數改由智能學院學士班辦理。 

六、本案第一年招生名額規劃 30名，全部採特殊選才招生管道，由校

內各學系調整(由指考名額調整)，依教育部特殊選才相關規定，

招生缺額回流原提撥名額學系(指考管道)，確切狀況待暑假校內

另案協調。 

七、本案於 106 年 4 月 17 日邀請相關學院辦理智能學院籌設會議(附

件 1，P.7~P.8)，並將持續召開百川計畫籌備會議。 

八、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 年 6 月前報部，待教育部核

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九、檢附「智能學院學士班增設計畫書」。 

決  議： 

一、本案之名稱修正為「百川學士學位學程」。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21票，不同意 0票) 

 

*備註：本會議紀錄檢附之「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增設計畫書」，為提案單位

於會後修正之版本(請另參黃色資料附件)。 

 

案由四：臺南分部 107學年度增設「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案，請討論。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新校區推動小組說明： 

(一)中央政府提出的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其中規劃將臺南沙崙

建構為「綠能科學城」，期以打造「綠能科技政策及研發綜合

研究所」及「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該園區以「節能」、「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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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系統整合」四大領域為主軸，以「強化能源安全、

創新綠色經濟、促進環境永續」為三大目標，將沙崙變為「綠

能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的核心園地。 

(二)未來政府將在「沙崙綠能科學城」投入大量的資源，整合國

內再生能源學術、研究及產業等單位，期藉由整合學術單位

的基礎研究，串聯研發單位的應用研究，協助業界開發技術

及產品，並積極向國際招商、引進人才與技術，鼓勵育成新

創事業，特別是前瞻科技研發與能源服務業，並與國際世界

接軌，帶動再生能源產業的整體發展，成為綠能產業發展的

重鎮。預定進駐單位包括中研院南部院區、工研院綠能所等，

形成綠能產學研的核心聚落。 

(三)為整合本校跨校區跨領域之研發優勢，加強綠能之研發與綠

能人才培育規劃，本校配合籌設「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第一年預計招收 10名，由本校臺南分部寄存的博士班名額取

回運用，師資以既有相關院系所教師支援，主要開發綠色能

源、發展儲能、節能、電源管理及智慧電網等先進科技，並

延伸至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系統應用，可以錬

結臺南分部、校本部與綠能園區，共創新價值。 

(四)檢附「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增設計畫書」(請另參綠色資料

附件)，僅供委員參閱，不隨會議紀錄公布於網頁。 

二、教務處說明： 

(一)本校配合國家沙崙科學城計畫，籌設「臺南分部綠能暨系統

設計學院」專案(包含 3研究所碩士班與 1博士學位學程)，

於 105年 9月 26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報

部(附件 2，P.9~P.11)，教育部 106年 2月 9日臺教高(三)

字第 1060010968號函復(附件 3，12~P.13)，與本校原規劃

略有差異，經校內協商，擬於臺南分部先行設置「綠能國際

博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0名，由本校臺南分部存部博士

班名額取回 10名運用。因籌設狀況略有改變，重新送本會再

議。 

(二)本案規劃招生名額 10名，由臺南分部寄教育部博士班名額取

回運用。 

(三)本案經 106年 1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附件 4，

P.14~P.15)及 106年 2月 14日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新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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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審查委員會(附件 5，P.16~P.19) 通過。 

(四)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 106年 6月前報部，待教育

部核定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19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14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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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智能學院籌設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4月 17日(星期一)15:00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信宏副校長 

出席：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理學院李耀坤院長、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工學院韋光華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 

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張家靖主任代理)、 

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請假)、李佩雯副教務長 

列席：綜合組張漢卿 

紀錄：綜合組彭惠玲 

 

甲、討論事項 

案由：107 學年度新設智能學院事宜。 

說明：一、107學年度新設智能學院機器人研究所碩士班，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停招 

智慧機器人產業是高度技術整合且具有高附加價值，涵蓋電機、機械、資訊、通訊、

電子、能源、材料及創意內容，政府與民間企業已陸續投入資源與人力來推動，是

我國產業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為提升本校在選定的跨學科領域學術優勢，本校擬於 107學年度成立智能學院機器

人研究所碩士班，作為跨領域多學科平台，用於整合、促進和啟用與機器人相關的

研究，開發和啟發創新教育課程。 

本案將結合工學院、電機學院、資訊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等跨領域科系之師資與資

源，建構機器人研究相關之整合式教學與研究環境，培育國內機器人科技領域之專

業人才，發展國家機器人研究等前瞻科技，提昇台灣國際之學術與經濟競爭力，進

而成為具特色、世界級之研究重鎮。 

本案將於近期召開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與臨時校務會議討論，請相關院系所共同支

持。 

配合本案，經協調，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107學年度起停招，招生名

額調整至機器人研究所碩士班。 

二、107 學年度新設智能學院學士班 

本校以電機、資訊、工程、科學、管理聞名，展望未來，對於「21 世紀關鍵能力」、

「跨領域或人文涵養」、「創新思維」、「詮釋與美學探究」、「批判思考」、「領導卓越」

的教育提升責無旁貸，自許更應積極地為培養出下一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盡

最大之心力。 

為積極培養出下一代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本校特提出「百川學士班招生計

畫」，由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管道，招收具備特殊專長或是創新設計力、獨立思辨力、

跨域學習潛能的高中生(其中經濟弱勢者優先考慮)，提供另類教育學習者或具自我

實驗學習精神的學子，得以經由特殊選才的入學管道進入本校就讀。 

本案規劃 107學年度新設智能學院學士班，近期提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與臨時校務

會議討論，請相關各院系所共同支持。 

因教育部目前核給特殊選才名額有限，本案通過後，暫定各系暫不辦理特殊選才招

生，改由智能學院學士班辦理。 

決議：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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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陳俊勳副校長召集工學院、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等 3學院院長及每學院另 2名代表組成

機器人研究所碩士班籌備會議，繼續籌劃相關事宜。 

二、智能學院學士班招生名額規劃 26名，由全校各學系調整 2%招生名額(一律由指考管道名額

調整)，細節待後續再校內協調。智能學院學士班僅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若有招生缺額將回

流原提供名額的學系(指考管道)，教務處將邀請各學院代表繼續籌劃百川計畫執行細節。 

 

16:3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