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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管理學院「第 4次行政主管會議」暨 

「第 2次專班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2：00  

地    點：新竹校區管理二館 201 會議室、台北校區第四會議室(與新竹校區連線) 

主    席：胡均立 院長                          

出    席：管理學院：王耀德副院長(請假)、邱裕鈞副院長、巫木誠副院長、 

戴天時副院長 

管科系：王耀德主任(謝國文組長代)、運管系：邱裕鈞主任 

工管系：彭文理主任、資財系：戴天時主任 

經管所：唐瓔璋所長、科管所：黃仕斌所長 

GMBA：姜真秀主任、EMBA：胡均立主任 

專  班：管科組：謝國文組長              工管組：林春成組長 

財金組：黃宜侯組長              資管組：黃興進組長 

物流組：王晉元組長(邱裕鈞主任代) 經管組：丁承組長  

科管組：林士平組長 

列   席：國際暨兩岸事務辦公室黃宜侯主任、AACSB 黃家耀執行秘書(請假)、 

資管領域召集人黃興進教授                                                       

記   錄：楊珍珍、張瑞華 

甲、 主席報告： 

乙、院務報告： 

一、 確認前一次會議記錄(105.11.7,105學年度第 3次行政主管會議紀錄如附件

一)。（楊珍珍） 

二、 恭喜管理學院邱裕鈞副院長榮獲以下三獎： 

1. 中華智慧運輸協會「智慧運輸績優服務銀質獎」，獲頒獎狀及銀質獎

章。 

2.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運輸學刊論文獎」，獲頒獎狀及獎金壹萬元。論文

題目為：「不同嚴重程度及碰撞型態之多變量高速公路事故頻次模

式」。 

3.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學術論文獎第一名」，獲頒獎狀及獎金壹萬元。得

獎論文為：白子玄、邱裕鈞，「預約抽籤式之鐵路訂票尋優演算法」。(徐

若嵐) 

三、 資財系黃思皓教師指導同學參加「2016 第 21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競賽」，一共有以下五個團隊獲獎： 

1. 資財系同學以作品「VRTradeRoom」結合 VR 及金融市場資訊，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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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虛擬交易室，獲得玉山銀行特別獎第一名，亦榮獲資訊技術應用

組第三名殊榮。 

2. 資財系同學以作品「Concertchain」利用區塊鏈解決演唱會售票系統的

各種弊端，獲得兩岸交流組第一名，亦榮獲 Yahoo 奇摩電子商務行動

APP 應用組第二名殊榮。 

3. 資財系同學以作品「InstaEye」利用手機及 APP，結合 WebRTC 等多種

技術，提供視障者更好的生活環境，獲得台達特別獎第一名，產學合

作組第二名，亦榮獲桃園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第二名殊榮。 

4. 資財系同學以作品「Neuber」利用區塊鏈解決 Uber 在稅賦、乘客安全、

合法性等各種爭議，獲得亞太區交流組第三名的殊榮，為台灣代表中

的第一名，亦同時取得 APICTA 台灣區參賽代表權。 

5. 資財系同學以作品「Neuber」打造一個結合在地文化及實境冒險的智

慧 APP，獲得資訊技術應用組第二名，亦榮獲台北生活好智慧創新應

用組佳作殊榮。(徐若嵐) 

四、 管理學院訂於 105年 12月 26日(一)12:00-13:30 舉辦 105學年度第 4次教

師聚會，敬邀管院教師與專員撥冗參加。本次聚會邀請巫木誠副院長分享

「交大 EMBA 特色─贏利模式競賽」、邀請邱裕鈞副院長分享得獎感言及

黃思皓教師分享帶隊參賽經驗。請於 105 年 12 月 21 日(三)前於線上表單

(goo.gl/bzP05u)報名完成，以利統計餐點及人數。(徐若嵐) 

五、 管理學院 105 年 11 月 16 日參與由本校體育室舉辦的壘球競賽，在激烈地

壘球競賽中，勇奪全校第二名的好佳績。(徐若嵐) 

六、 恭喜 GMBA 學程鍾婷芳行政專員以及運管系何玉鳳行政專員，榮獲本校

服務績優獎(徐若嵐)。 

七、 基於學術交流互惠原則，本院大學部共同接受姐妹校短期外籍交換生至本

院交流，特感謝院內各系所對國際化的支持。 

丙、AACSB 報告：無 

丁、討論議案： 

提案一：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業工程與管理組學分費調整案，請討論。 

說  明： 

一、工業工程與管理組自 105 學年度起調整學分費每學分 7,000 元，105

學年度新生適用(系務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二、本案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如附件三)規定，已於 104

月 10月 27日由專班研議小組舉辦公聽會，且有專班學生代表參與，

並提供陳述意見之管道 (公告時間：104 年 10 月 15 日起，學生意見

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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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分費收費基準調整計畫書如附件五。 

四、管理學院專班各組學分費現行收費標準如下： 

組別 
管科組、工管組、 

物流組、經管組、 
資管組、科管組 財金組 

每學分費 

收費標準 

6,000 元 
(扣校統籌款後實收 5,000 元) 

6,500 元 
(扣校統籌款後實收 5,500 元) 

7,000 元 
(扣校統籌款後實收 6,000 元) 

決  議：經在場 7 位專班委員舉手表決結果，同意通過(5 票同意、0 票不同

意)。 

 

提案二：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管組學生朱福金同學申請提前畢業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 管院專班生提前畢業規範：(94.12.12 院行政主管會議暨專班會議聯

席會議通過) 

1.在專班修業至少 2 學期者。 

2.平均學業成績在 85 分以上，或在有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與碩士

論文相關之文章。 

申請案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經專班召集人審核通過後送校審議。 

二、 朱同學修業至少 2學期且學業平均成績 90.27分，擬申請提前畢業(歷

年成績單如附件六)  

三、工管系務會議審議紀錄如附件七。 

決  議：經在場 8 位專班委員表決結果，同意通過(8 票同意、0 票不同意)。  

 

提案三：教育部統計處「我國新版學科標準分類校系歸類」，管理學院專班學

科標準分類案，請討論。 

說 明： 

一、綜合組通知，教育部統計處「我國新版學科標準分類校系歸類」填報

作業，本次調查重點為新版學科標準分類細學類歸屬情形，教育部已

先依現行學科分類換成新版學科分類。分類功能為：（通知如附件八） 

1.統計教育資料蒐集、彙編、分析和比較之基準 

2.提供教育政策研議、學術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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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相關單位(如考選部、兵役科等)資格認定之參考(有可能會涉及

學生的權益) 

4.國際接軌—利於國際教育相關統計資料之相容比較 

二、管理學院專班學科現行與新版分類(教育部已先依現行學科分類換成新

版學科分類)如下表，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現行學科標準分類學類代碼

與名稱 

3499 其他商業及管理 

新版學科標準分類細學類代

碼與名稱 

4199 其他商業及管理細學類 

04199其他商業及管理細學類 

所有不屬於上述分類之商業及行政學門之課程及資格。 

三、本案會前徵詢各組意見，經管組回覆建議分類至 04131（學科分類說

明如下表）： 

0413管理及

行政學類 

學習如何計畫、指導和操作組織及機關的各種功能和活動。相關課

程及資格包含：行政、經濟和金融等在內的管理課程、教育管理、

聘僱管理、創業、衛生行政、後勤 管理等。 

04131企業管

理細學類 

順應全球化、現代化之趨勢，因應社會需要與國家產業政策及地方

產業發展特色，融合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產業經營管理、行銷管

理、財務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及 資訊科技等專業知識，促進學

生使用電腦輔助軟體及外語能力，加強學術研究水準的提升，提供

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俾與企業界互動結合，培養具商業經營、企

業管 理知識、技能之全方位人才。 

決  議： 

一、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歸類，自04199其他商業及管理細學類修正為

04131企業管理細學類建議案，經在場7位專班委員表決結果，同意

通過(6票同意、0票不同意)。 

二、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歸類為04131企業管理細學類案，經在場7位

專班委員表決結果，同意通過(6票同意、0票不同意)。 

 

提案四：「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共同人才博士名單」甄選案，請討論。  

說  明： 

一、管理學院已於105年1月22日獲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

才培育計畫」審核通過。此計畫目標為選擇管院優秀博士生至北卡羅

萊納州立大學(NCSU)工業工程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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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培育人才。 

二、補助方式說明： 

1. 補助對象: 104、105、107學年度全職博士學生各2名。 

2. 申請方式：管理學院公開甄選。 

3. 獎學金補助期間: 國內修業補助每人每月3.6萬元，共3年。北卡修

業補助每人每年150萬元，2年共300萬元。 

4. 若參與計畫學生若因故申請休學、退學等，管院將取消補助，且不

再恢復。 

5. 參與計畫學生若非因學習成就及其他可歸責事項退出計畫或未於

博士修業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時，將由參與計畫學生歸還已補助學

生北卡獎學金經費之二分之一。 

三、共同人才培育計劃104學年度管理學院申請人共1名。 

申請人系級 申請人姓名 申請資料 

管科系博二 陳俊智 附件九 

決  議：請陳俊智同學補齊 TOEFL、GRE、及數量方法課程背景說明後，立

即進行書審。 

 

戊、臨時動議：無 

己、散    會：PM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