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108 學年度書面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12 月 18日（星期四）至 108年 12月 25日 （星期三） 

主    席：賀陳弘校長                  紀錄：王佩倫 

出(列)席：應出席 104人，詳如出列席名單。 

核備事項： 

   案由：「台達電子-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設置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 )  為結合本校與台達電子雙方之優勢及整合相關資源，致力於

研究與開發具產業價值之先進智慧製造技術，擬設置「台達

電子 -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經費由台達電子出資。 

(二 )  依「國立清華大學產學聯合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 4 點第 1

款：「校級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由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及

校務會報審查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核備。」  

(三 )  本案業經 108 年 12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發展會議及

108 年 12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報通過。  

(四 )  檢附研究發展會議紀錄及「台達電子 -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究

中心」設置要點、設置計畫書 (如附件 )。  

    提案單位：資訊工程學系 

    投票過程：本案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5 日辧理行政會議書面投

票，共計 57 名主管於時限內參與投票，其中 57 票贊成、 0

票反對。 

決議：通過（贊成 57票；反對 0票）。 

 



台達電子–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清華大學產學聯合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訂定。 

二、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與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台達電子」)進行前瞻技術發展及跨領域應用研究，整合相關研究

資源，成立產學功能性「台達電子-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三、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依智慧製造、智能馬達驅控及智慧物聯網核心技術及未來發展方向，

邀請本校相關教授加入中心運作，成立研究團隊，擴大與強化和台達

電子的合作關係。 
(二) 透過台達電子及本校教授之協商，選擇適當主題進行聯合研發計畫，

並由台達電子提供必要經費、技術、設備等協助，以共同研發創新與

高效益技術，成為國際技術領導者。 
(三) 進行其他與研究中心相關之學術與人才培育或招募計畫。 

四、本中心成員由本校教師及專、兼任研究人員組成，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學者

專家為約聘研究人員。 

五、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相關領域教

授聘兼之，任期三年，得連任。本中心得另設副主任至多二人，副主任一

人得經中心主任與台達電子協商後，任命本校教師一人兼任，襄助主任推

動並執行中心業務。另副主任一人得由台達電子指派公司人員一人兼任。 

六、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指定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主任擔任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台達電子及中心主任就國內、

外學者專家及台達電子研發人員中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年，得連任。

諮詢委員會每年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七、本中心每年應至少舉辦一次成果發表會，並向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進行業

務、成果及財務簡報，接受評鑑。 

八、要點經本校研發會議及校務會報審查通過、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   

  

  





1 
 

國立清華大學 108學年度書面行政會議出席名單 

應出席主管 104人（＊為重複列記，列席 1人） 

行政單位主管-15人 
 

理學院主管-7人 

賀陳弘校長 周懷樸副校長 
 
理學院 蔡孟傑院長 

陳信文副校長 信世昌副校長 
 
數學系 潘戍衍主任 

金仲達主任秘書 戴念華教務長 
 
物理學系 余怡德主任 

王俊程學務長 顏東勇總務長 
 
化學系 林俊成主任 

曾繁根研發長 嚴大任全球長 
 
統計學研究所 銀慶剛所長 

林紀慧師培中心主任 王俊堯計通中心主任 
 
天文研究所 ＊余怡德所長 

林文源館長 王淑芬人事室主任 
 
理學院學士班 蔡易州主任 

趙秀真主計室主任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蔡孟傑主任 

   
計算與建模科學研究所 葉麗琴所長 

原科院主管-6人 
   

原子科學院 李敏院長 
 

人社院主管-13人 

工程與系統科學 巫勇賢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 黃樹民院長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邱信程代理主任 
 
中國文學系  李貞慧主任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許榮鈞所長 
 
外國語文學系 林惠芬主任 

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李清福所長 
 
歷史研究所 毛傳慧所長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吳劍侯主任  語言學研究所 張月琴所長 

   
人類學研究所 臧振華所長 

科管院主管-10人 
 
社會學研究所 沈秀華所長 

科技管理學院 林哲群院長 
 
哲學研究所 陳思廷所長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張焯然主任 
 
台灣文學研究所 王惠珍所長 

經濟學系 林世昌主任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 

碩士學位班 
陳中民主任 

科技管理研究所 胡美智所長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王俊秀代理主任 

科技法律研究所 陳仲嶙所長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李卓穎主任 

服務科學研究所 *林哲群代理所長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廖肇寧主任 
 華文文學研究所 林佳儀主任 

IMBA 謝英哲主任 
 

MBA 李傳楷主任 
 
  

EMBA ＊林世昌執行長 
 

生科院主管-9人 

MFB 黃裕烈主任 
 
生命科學院 江安世院長 

MPM 吳世英主任  
 
生命科學系 殷献生主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焦傳金所長 

電資院主管-9人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林立元所長 

電機資訊學院 黃能富院長 
 
生物科技研究所 汪宏達所長 

資訊工程學系 王廷基主任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

究所 
孫玉珠所長 

電機工程學系 劉靖家主任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羅中泉所長 

通訊工程研究所 洪樂文所長 
 
醫學科學系 陳令儀主任 

電子工程研究所 盧向成所長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楊嘉鈴主任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邱瀞德代理所長 
 
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江安世主任 

光電工程研究所 林凡異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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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研究所 孫宏民所長    

電機資訊學院士班 韓永楷主任 
 
  

 

工學院主管-9人 
 

竹師教育學院主管-10人 

工學院 賴志煌院長 
 

竹師教育學院 *林紀慧院長 

化學工程系 劉英麟主任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顏國樑主任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丁川康主任 
 

幼兒教育學系 周育如主任 

材料科學工程系 張守一主任 
 

特殊教育學系 陳國龍主任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

理學系 
吳建瑋主任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許育光主任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

研究所 
李昇憲所長 

 
體育學系 *邱文信主任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

所 
李國賓所長 

 
英語教學系 周秋惠主任 

工學院學士班 林昭安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闕雅文主任 

全球營運管理碩士

雙聯學位學程 
張國浩主任 

 
數理教育研究所 王姿陵所長 

前瞻功能材料產業

博士學位學程 
*張守一主任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

研究所 
劉秀雪所長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

所 
陳素燕所長 

清華學院主管-9人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王子華主任 

清華學院 林福仁執行副院長 
 學前特殊教育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 
*林紀慧院長 

清華學院學士班 李紫原主任 
 

通識教育 翁曉玲主任 
   

體育室 邱文信主任 
 

藝術學院主管-3人 

藝術中心 蕭銘芚主任 
 

藝術學院 許素朱院長 

軍訓室 王聖惟主任 
 

音樂學系 張芳宇主任 

語文中心 蔡英俊主任 
 

藝術與設計學系 *蕭銘芚主任 

住宿書院 董瑞安執行長 
 

藝術學院學士班 陶亞倫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

學位學程 
陳淑娟主任 

   

   

 

 

研究中心主管-2人  清華附小主管-1人 

奈微與材料科技中心 邱博文主任  清華附小 溫儀詩校長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葉宗洸主任 
 

 

   
 

學位學程主管-1人 
 

【列席】南大校區系所調整院務中心-1人 

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 李瑞光主任 
 

南大校區系所調整院

務中心 
*李清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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