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年度 案     名
106-1 第一案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擬更名為「教學發展組」案 (撤案)

第二案 研究發展處所轄「智權技轉組」更名為「產學營運中心」案

第三案 文學院申請自108學年度起設立「文學院學士班」案

第四案 土木系與營管所於108學年度整併案

第五案 「國立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 (緩議)
第一案「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案

第二案「國立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十六條修正案 (撤案)
第三案「國立中央大學聯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案 (撤案)

105-2 第一案 理學院學士班107學年度與生醫理工學院合作，調整為「理生醫學士班」案

第二案 工學院申請設立「工學院學士班」並於107學年度起辦理招生案

第三案 資電學院申請設立「資電院學士班」並於107學年度起辦理招生案

第一案 本校「東區饋線部份高壓變電站(室)改善工程經費4,950萬元」案

第二案 「生醫理工學院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三案 「文學院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四案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五案 「災害防治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六案 奈米中心整併至光電中心案。

第七案 工學院增設「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案
104-2 第一案 教學研究大樓新建工程調增總工程經費8,452萬元由校務基金自籌支應案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生醫理工學院設置辦法第四條條文修訂核備案

第三案 學習所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

第四案 國立中央大學105-109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書審議案

104-1臨 第一案 EMBA自106年度分組整併案

第一案「國立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二案「中子束應用研究中心」不繼續營運案審議案

第一案 師資培育中心改隸文學院案

第二案 科學教育中心改隸理學院案

第三案 出版中心改隸教務處案

第四案 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整併至生醫理工學院案

第五案 環境研究中心更名與改組案

第六案 工學院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七案 本校桃科園區終止開發案

(臨時提案) 管院英語商業管理碩士學位學程(IMSB)裁撤案 (撤案)
第一案 中文系戲曲碩士班104學年整併更名為中文系碩士班戲曲組

第二案 104學年申請成立「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聯合大學系統）」

第三案 104學年申請成立「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台灣聯合大學系統）」

第四案 104學年申請成立「企業資源規劃會計碩士在職專班」

第五案 104學年申請成立「網路學習科技研究所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第六案 生醫理工學院組織架構

第一案 生醫理工學院組織架構調整

第二案 104 學年申請成立「生醫科學與工程系(含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碩博士班、生物醫

       學工程碩博士班、跨領域轉譯醫學博士班)」
第一案「國立中央大學生醫理工學院設置辦法」草案

第二案  國際事務處三個組別名稱更改

第三案「國立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草案

第四案「國立中央大學光電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草案

第五案 本校「學生宿舍請領使用執照案」相關現有設施（備）改善更新經費109,024,000元案

第一案 本校「既有校舍(不含學生宿舍)補領使用執照」改善經費草案

第二案 本校桃科園區開發終止案

101-1臨 「教學研究綜合大樓新建工程後續工程等項增加費用約135,700,000元，擬由校務基金支應」案

105-1

104-1

103-1

102-1臨

102-2

102-2臨

103-2

102-1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二案 「客家研究中心」調整為院級研究中心

第三案 102-106校務發展中程計畫

第四案 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規劃案

第五案 申請103學年度成立跨領域轉譯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101-2 第一案 申請102學年度成立『生醫理工學院』

第一案 理學院物理學系生物物理博士班自103學年度起停止招生

第二案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103學年度起停止招生

第三案 103學年申請增設台聯大國際研究生院環境科技學位學程 (撤案)

(臨時提案)「國立中央大學校務會議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校務發展委員會之運作方式

修正案

101-3 第一案 申請102學年成立「生醫理工學院」案

101-4 無提案，會議取消

第一案 「中大工研院聯合研發中心」屬性變更案

第二案 申請增設「應用材料科學國際研究生碩士學位學程」、「應用材料科學國際研究生

       博士學位學程」

第三案「國立中央大學校務會議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校務發展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修正案

第四案 有關鹿林山兩公尺望遠鏡天文台及週邊工程新建工程案，經費缺額為9050萬元，擬自102
年起由校分年編列編列7,500萬元、天文所籌措1,550萬元支應，

(臨)理學院申設「跨領域神經科學學位學程（博士班）」

第一案 擬成立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案，請討論

第二案 申請102學年度成立「亞際文化研究博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聯合大學系統）」、「亞際

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聯合大學系統）」

第三案 「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設立案

專題報告-產學中心設置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修訂草案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增訂「校園」定義案

第三案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博士學位學程」更名暨領域變更討論案

第四案 「管理學院英語商業管理碩士學位學程」102學年停止招生案

第一案 「台聯大糸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成立案

第二案  103學年增設「台聯大糸統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臨時提案) 102學年申請增設「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與客家學院組織架構調整案

第一案  認知與神經科學研究所提101學年度系所更名案

第二案  100-104年校務中程發展計畫

第三案  聯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四案  聯合運作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五案  工程五館B棟增建工程

第一案  地球科學學院大氣物理研究所與地球物理研究所更名

第二案  客語所101年申請增設客家語文學士學位學程

第三案  生醫所101年增設「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專題報告-生醫理工學院設立案

99-2 第一案  中大出版中心申請成為正式單位案

第一案 「科學教育中心」變更屬性案

第二案  中大出版中心申請成為正式單位

第一案 環工所碩士在職專班取消學籍分組改為招生分組；並於101學年增設「永續環境保護與綠

色生活碩士在職專班」

第二案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成立案

第三案 「國立中央大學聯合運作研究中心評鑑辦法」修正草案

101-1

101-2臨

100-1

100-2

100-3

100-4

99-1

99-1臨

99-3

99-4



第一案 「教學研究綜合大樓新建工程-內部設備費118,000,000元，擬由校務基金支應」

第二案  軟體工程研究所獨立運作案

第三案 「國立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第四案 「國立中央大學新設研究中心審查辦法」、「國立中央大學聯合研究中心所屬研究中心

評鑑辦法」新增草案暨「全球定位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設立案

第五案  客家學院申設100學年度 「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博士學位學程」

98-2 第一案  本校新增系所提報教育部申請之優先順序原則討論案(取消，延至98-3)
第一案  戲曲、生物物理、照明與顯示科技、光機電所、能源研究所等非獨立所進行更名整併

第二案 「電機系碩士在職專班」100學年度起停止開班

第三案　本校新增系所提報教育部申請之優先順序原則討論案

98-1臨 第一案  申請自98學年度第2學期起變更會計非獨立所為會計獨立所

第一案 客家學院修正「台灣與亞洲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原於96學年度第四次校發會議提案)
(撤案)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條文修正案

第三案  人文社會科學大樓新建工程總經費不足金額新台幣4,400萬元擬由校務基金支應案

第四案  95年度學人宿舍新建工程總經費不足金額新台幣7,460萬元擬由校務基金(五項自籌

       經費)支應案

第五案 工學院機械系申設99學年度「能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第六案 中央大學97-101年中程發展藍圖

第一案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申設「視覺與生物影像研究所」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案

97-3 無提案，會議取消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設置辦法修訂

第二案 地球科學學院大氣物理研究所與地球物理研究所擬分別更名為「大氣科學系大氣物理研

究所」與「地球科學系地球物理研究所」 (撤案)

第三案 理學院申設「認知與神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第四案 客家學院「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博士學位學程」 (撤案)

第五案 「國立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暨「國立中央大學聯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新增草案

第六案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提升為本校一級單位

(臨時提案)管理學院院在職專班申設「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綠色經濟管理組」

第一案  人文社會科學大樓總工程經費不足金額新台幣2,574萬元擬由校務基金支應案

第二案  室內游泳池增建整修工程總經費4,530萬元，擬由校務基金支應案

第三案  國立中央大學非獨立研究設置辦法修正案，

(臨時提案)第一案  地科院98學年度申請新增「中央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

學位學程」

(臨時提案)第二案  客家學院大樓新建總工程經費不足金額新台幣4,200萬元擬由校務基金支應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進用專案教研人員審查辦法」

第二案 「中央大學桃科園區」規劃案

96-1臨 第一案  奈米中心98學年度申請新增「國立中央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作奈米科技博士班學位學

程」案 (校務通過，向教務處撤提教育部）

第一案  文學院英文系申設99學年度「(跨領域)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條文修訂案

第一案  管理學院申設99學年度「MBA英語商業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第二案  客家學院「台灣與亞洲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修正案（緩議）

第三案 「國立中央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條文修訂案

(臨時提案)「國鼎光電大樓與客家學院大樓新建工程總經費不足金額新台幣1億2,720萬元擬由校

務基金支應」

第一案  增設九十七學年度博士班案

97-4

95-1

96-1

96-2

96-3

96-4

97-2

98-1

98-3

97-1



案由一  材料所增設「材料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案由二  客家學院增設「族群與客家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第二案  增設九十七學年度增設「法律學院法律專業研究所」(緩議)
第三案  商討「客家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更名為「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

        班」乙案

第四案 「教學研究綜合大樓新建工程」乙案

第五案  總務處裝置設備與裝修工程擬使用「校務基金」案

案由一 「第十舍大樓（男十舍）整修工程經費約需新台幣52,932,133元擬由校務基金支付」

案由二 「男研五舍、男十二舍、女十四舍學生宿舍冷氣裝置費約需新台幣28,618,696元擬由校務

基金先行墊付

(臨時提案)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秘書室新增校友聯絡組

(臨時提案)第二案  正式成立校級人文研究中心

第一案 「兩公尺望遠鏡新天文台興建工程需新台幣40,000,000元，擬由校務基金納編，分三個年

度納編」案

第二案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與「光電科學研究所」系所合一，自九十七學年度統一正名為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請討論 (追認案)

第三案  藝術研究所申請增設九十七學年度「藝術與視覺文化學士學程」(緩議)
第四案  機械工程系申請增設九十八學年度「光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臨時提案)第一案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擬更名為「教學發展組」案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數據分析方法研究中心」設立案

第二案  理學院申請增設97學年度「跨學院榮譽班」案

第三案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申請增設97學年度「照明與顯示科技研究所」案

第四案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申請增設97學年度「遙測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案

第五案  學習科技研究中心申請增設97學年度「腦、學習與數位科技」學位學程案(緩議)
第一案  水文科學研究所更名為「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案

第二案  管理學院財金系申請增設97學年度「會計學研究所」案

第三案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申請增設97學年度「照明與顯示科學研究所」案

第四案  文學院申請增設97學年度「文學院學士班」案

第五案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劃案

第六案 「地球科學大樓興建工程」規劃案

(臨時提案)第一案  台灣聯合大學系統組成及運作辦法

(臨時提案)第二案  理學院申請增設97學年度「理學院學士班」

第一案 「客家學院及光電大樓興建工程基地位置與配置方式」案

第二案 「圖書館增設校史組」案

(臨時提案) 設置「科學教育中心」

第一案 「引進民間資源參與興建營運公立學校育成中心計畫」之研發型科技園區籌設規劃案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總教學中心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討論案

第三案  理學院提案成立校級「科學教育中心」案

第四案  文學院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申請96學年度增設「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案

第五案 「半導體製程及材料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擬更名為「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半導體製

程及材料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案

第一案  化學學系更正為「化學系」案  (撤)
第二案  核備「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研究所」為獨立所，並更名為「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研究

第三案  客家語文研究所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變更案

第四案  九十六學年度擬向教育部以既有系所請增師資員額案

案由一  網學所申請「藝術、設計與文化創意產業、數位內容」領域之員額案

案由二  藝研所申請「藝術、設計與文化創意產業、數位內容」領域之員額案

案由三  中文系申請「藝術、設計與文化創意產業、數位內容」領域之員額案

案由四  中文系申請「台灣研究相關」領域之員額案

案由五  客社所申請「台灣研究相關」領域之員額案

案由六  客語所申請「台灣研究相關」領域之員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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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  水文所申請「海洋科技與海洋事務」領域之員額案

第五案  九十六學年度擬以校內自調員額方式增設系所案

案由一  客家學院申請增設「客家語言暨文化學系」案  (撤)
案由二  學習所申請增設「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案

案由三  營建管理研究所申請增設「營建管理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案

第六案  工學院擬以獨立所方式申請增設九十六學年度「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案

第七案  「客家學院大樓新建工程」學校自籌額度貳仟萬元及「人文社會科學大樓新建工程」學

校自籌額度柒仟伍佰萬元擬請同意由八十八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籌建文三館一億元額度

第八案  物理系擬於九十七學年度申請增設「生物物理研究所博士班」案

第一案  客家學院申請96學年度增設「台灣與亞洲研究國際學程」(修)
第二案  環境工程研究所擬將「環境工程規劃與設計組」更名為「永續環境科技組」

第三案  提請追認95年度網路學習科技研究所申請試辦「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案

第一案  總務處提「學生宿舍冷氣裝置」備查案

第二案  學生事務處下設置住宿服務組案

第三案  研發處增設「國際學術交流組」，「國立中央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第四案  增設「國立中央大學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聯合研發中心」

第五案  校園規劃小組提館舍興建案

案由一  學人宿舍興建案

案由二  教育部「引進民間資源參與興建營運公立學校育成中心計畫」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估報

第六案 「太空遙測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核備案

第一案  九十五學年度增設博士班案

案由一  歷史研究所增設「歷史研究博士班」案

案由二  網路學習科技所增設「網路學習科技研究所博士班」案

案由三  水文科學研究所增設「水文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案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教學中心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第二案  九十三學年度增設「半導體製程及材料產業研發碩專班（春季班）」案

(臨時提案) 「九十四學年度及九十五學年度請增員額暨新增系所」案

第一案  九十四學年度擬向教育部以既有系所擴增師資員額案

案由一  生科系申請「生物資訊」及「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領域之員額案

案由二  光電科學所申請「產學合作暨技術研究領域人才相關系所—光電通訊」員額案

案由三  機械系光機電組及光機電工程所申請「產學合作暨技術研究領域人才相關系所—精密機

械」員額

案由四  光機電工程所申請「產學合作暨技術研究領域人才相關系所—光機電（系統）」員額案

案由五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申請「產學合作暨技術研究領域人才相關系所—生物科技量產

工程」員額案

案由六  生科系、化學系、化材系、環工所申請「產學合作暨技術研究領域人才相關系所」員額

第二案  九十五學年度擬向教育部申請新增系所案

案由一  生科系申請增設「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研究所博士班」案

案由二  生科系申請增設「基因體研究所博士班」案

案由三  工學院申請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博士班」案

案由四  地科學院申請增設「海洋環境與遙測研究所」案

案由五  客家學院申請增設「客家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在職碩士專班」案

案由六  藝研所申請增設「數位內容與視覺藝術學系」案

第三案  九十五學年度工學院擬申請增設「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案

第一案  教育部「引進民間資源參與興建營運公立學校育成中心計畫」可行性評估暨先期規

        劃定稿本報告

第二案  文學院英美語文學系申請九十六學年度增設博士班案

第三案  九十五學年度擬以校內自調員額方式增設系所案

案由一  工學院申請增設「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案(撤)
案由二  通識教育中心及客家學院申請增設「法律與政府研究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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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光電科學研究所申請增設「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案

第四案  校園規劃小組提「客家學院大樓興建案」

第五案 「國立中央大學工學院組織章程」修訂案(撤案)
第六案  理學院擬成立「中子束應用研究中心」

第一案 「國立中央大學工學院組織章程」修訂案

第二案 「國立中央大學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設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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