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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擴大主管會議紀錄（08/16/2017） 

會次：106學年度第 1 次 
時間：106年 8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工學院會議室(工綜館 243室) 

出席：高振宏副院長 周中哲副院長 謝尚賢主任   黃美嬌主任   吳紀聖主任 

                                                                                                                  

江茂雄主任   林新智主任   林正芳所長   王立昇所長   王志弘所長 
                                 (廖文彬教授代)                                                                           

      周雍強所長   黃義侑所長   徐善慧所長   張倉榮主任   鄭榮和主任 
                                       (鄭如忠教授代)        (請假) 

      王富正主任   蔡進發主任   何國川主任   胡文聰主任 

                                   

列席：陳琪芳主任   蔣本基主任 
(請假) 

高雪小姐   武怡婷小姐   王之驊小姐 

主席：陳文章院長                                        紀錄：郭錦婷 

壹、歡迎本學年度新任主管 

工學院 陳文章 院長 

工學院 高振宏 副院長 

工學院 周中哲 副院長 

機械工程學系 黃美嬌 主任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王志弘 所長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黃義侑 所長 

工業研究中心 鄭榮和 主任 

製造自動化研究中心 王富正 主任 

貳、報告事項 

一、工學院網站近期公告事項 

2017-08-10 化工系吳嘉文教授與何國川教授合作發表研究成果獲選為《Chemistry – A European 

Journal》之 VIP並榮登期刊封面 

2017-08-07 工學院甄選出席 2017 AOTULE Post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2017-08-04 臺大工學院-振鋒企業技術研發中心成立暨工綜新館興建工程經費捐贈典禮 

2017-07-20 工學院 105學年度獲選「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優良教師 

http://www.eng.ntu.edu.tw/news/news.php?Sn=305
http://www.eng.ntu.edu.tw/news/news.php?Sn=305
http://www.eng.ntu.edu.tw/news/news.php?Sn=304
http://www.eng.ntu.edu.tw/news/news.php?Sn=303
http://www.eng.ntu.edu.tw/news/news.php?Sn=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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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發明專利： 

公告日期 系所 教師 研究成果 專利證書 

2017-08-11 化工系 吳紀聖教授 金屬疏水性碳材蜂巢式載體觸媒低溫

焚燒技術消除油煙廢氣 

中華民國發明專

利證書 

2017-08-11 化工系 童國倫教授 包含疏水性多孔二氧化矽氣凝膠複合

薄膜的真空薄膜蒸餾裝置及真空薄膜

蒸餾方法 

美國發明 

專利證書 

2017-08-11 工科海洋

系 

薛文証教授 具超晶格勢壘之磁穿隧接面及包含具

超晶格勢壘磁穿隧接面之裝置 

中華民國發明專

利證書 

2017-08-11 材料系 陳學禮教授 表面增強拉曼散射試片及其製備方法 美國發明 

專利證書 

二、本院業已推薦以下教授為本校委員會 106學年度本院代表： 

(一)周中哲副院長：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 

(二)周中哲副院長：台大校友雙月刊編輯委員會 

(三)土木系賴勇成教授：學生獎懲委員會 

(四)工科系黃維信教授：獎助學金及優秀青年審查委員會 

三、本校招生委員會委員推薦案，依本院往例係由系、所各一位單位主

管輪流擔任，107學年度輪由化工系及應力所之主管擔任；准此，本

院業已向校推薦化工系吳紀聖主任及應力所王立昇所長擔任 107 學

年度本校招生委員會委員。 

四、為利推動本院未來對外宣傳，預計先試行中文半年電子報發行，內

容將規劃主軸為，1.各領域教師重要研究亮點呈現，2.教師或學生

重要獲獎訊息，3.與國際重點學系所簽約或姊妹校互訪記實，4.系

所重大活動宣傳與報導，5.系友事業或生涯重要成就訊息，6.與產

業界重要合作研究、簽約、捐款活動，7.教師獲政府機構重大研究

計畫訊息等。 

本院刻正蒐集 106 年 2 月至 7 月之資料，並業以電子郵件致發本院

教授請渠若有以上成果可供呈現，歡迎將文字、照片於 8月 31日前

email 至工學院辦邱小姐信箱（yijing@ntu.edu.tw）；本案亦歡迎

系所中心提供相關資料。 

五、本院傑出企業家講座遴選預計於 11月份開始辦理，系所如有合適人

選屆時歡迎推薦。 

六、「詮達化學公司及河喜投資公司慶琅先生講座作業要點」業經捐贈

單位原則同意，預計本年度可以開始施行。 

七、106年度經費經學校先扣除各學院分攤電費後，本院獲分配圖書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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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費 28,446,000 元，教學研究及訓輔費 13,365,000 元，本院各

系所及水工所分配金額如後附工學院 106 年度(106.1.1 --- 

106.12.31)「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表」及「一般教學經常費分配表」，

特提會報告。 

八、重申教務處及國際處規定，請獲該處邁頂計畫經費補助之計畫主持

人加速執行所屬計畫【教務處 106年 7月 11日校教字第 1060055216

函、國際處 106 年 7 月 19 日校國際字第 1060058044 號函】，由於

本院整體執行率偏低，玆摘錄相關內容，請各系所特予留意： 

(一)計畫執行期程：106/1/1—106/12/31，不得保留、展延。 

(二)106年 8月底前：整體執行率至少 50%，未達者需提出檢討報告。 

(三)106年 10月底前：資本門執行率應達 100%。 

(四)請各學院主動將未規劃核銷之經費轉由其他執行率較高之子計

畫協助核銷。 

(五)106年結束後：整體執行率 100%。 

(六)本計畫項下聘任人員如於 106年 12月 31日止後需延續性聘任，

所需經費則轉由其他經費來源支應。 

九、本院每年於 9 月份之主管會議召開「工學院邁向頂尖大學學術領域

全面提升工作小組會議」辦理本院當年度邁向頂尖大學學術領域全

面提升計畫各子計畫成果觀摩會，本年度改辦理系所中心長期發展

規畫簡報，用以橋接高教深耕計畫，會議時間為 9月 20日上午 9時

10 分起，請各系、所、中心主管簡報「系所中心長期發展規畫

（2017-2020）」，簡報項目如後附，每一系所 8 分鐘、中心 5 分鐘，

簡報檔案並請於 9月 15日(五)前先行 email至工學院辦邱小姐信箱

（yijing@ntu.edu.tw）。 

十、有關本院系所排名資料，含近年 QS與上海交大排名以及 106學年度

指考本院五系第二類組排名，請參閱。 

十一、附發 106學年度工學院會議時程預定表、行事概要表，請參閱。 

十二、附發教師校內外重要獎項一覽表及工學院學生得申請獎學金一覽

表，請參閱；近期有侯金堆傑出榮譽獎及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等，請

鼓勵同仁踴躍申請。 

十三、傳閱工學院法規彙編，請參閱，或請參考工學院網站「行政資訊」

項下「工學院法規發布欄」，即時更新。 

十四、其他報告事項及意見交換 

(一)106年 8月 8日行政會議 

1.本校興建中之卓越三期研究大樓為鄭信義先生捐贈逾建築物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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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二分之一，擬將該大樓命名為「鄭江樓」，英文名稱為「Cheng 

Jiang Bldg.」，提會報告。 

2.科技部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及計畫項下之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愛因

斯坦培植計畫」及「哥倫布計畫」 

說明：如接獲正式公文通知申請，將立即轉發，屆時請符合資格教

師踴躍提出申請。 

3.科技部「AI創新研究中心」 

說明：據知，本案主導權尚不在本院，但如有機會，院會極力參與。 

4.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並自 107年 1月 1日起生效。 

(二)高教深耕計畫現況 

1.概分各大學、國際競爭及研究中心等三大部分。 

2.其中研究中心部分，與本院相關者，諸如：智慧機械、綠能科技、

生技醫療等，敬請各位主管盡量思考如何與校級中心合作一同研提

計畫；如各位主管對各該領域有合適名單人選，請於八月底前告知

院長。 

(三)建築物概況 

1.工綜新館工程：希望本學期前可有廠商參與完成招標。 

2.工綜館舍外牆：預計 12月左右完成修繕。 

3.工學院國際演講廳漏水：預計 11月左右完成修繕。 

(四)香港城市大學博士雙學位 

本院有意願之系所現為土木、機械、材料、應力等，因各系所特色及

需求不同，將請香港城市大學與上述系所直接對口接洽，以利雙方合

作。 

(五)本學年度將辦理院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本院系所及中心皆須參

加，敬請各單位預為因應準備相關評鑑資料。 

參、康仕仲副教務長蒞會報告跨領域課程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土木系、環工所 

案由：土木系與環工所擬與印尼萬隆理工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簽訂

學術交流備忘錄，檢附備忘錄(草案)英文版本如後附，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報校。 

◎提案二 

提案單位：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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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具印尼萬隆理工大學工業技術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以及

交換學生協議書，檢附協議書(草案)英文版本如後附，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報校。 

伍、審議邁頂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進用案 

檢具博士後研究人員擬進用案件資料，提請審議。 

博士後 

姓名 
單位 聘期 審議結果 

于○○ ○○系 
106.8.16- 

106.12.31 
無異議通過報校 

陸、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