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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徽(seal)設計徵選辦法 

 

一、緣起及徵選目的 

國立陽明大學(以下簡稱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交通大學)於民國110年2月1

日正式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設計本校識別系統，校務會議於110

年12月29日決議成立識別系統(seal及logo)工作小組(以下簡稱識別系統小組)，負責研擬

識別系統設計相關程序及內容。小組成員包括分別來自陽明校區及交大校區的行政單位

代表、校務會議票選代表、教師會代表、校友會代表及學生會代表各一人，總共十員。 

識別系統小組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於111年4月13日提請校務會議同意先針對校徽進行

公開徵選，並提出具體徵選流程及原則，後經當次校務會議同意及授權識別系統小組進

行相關徵選工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徽(seal)設計徵選辦法」(以下簡稱本徵選辦法)

為識別系統小組根據校務會議授權，為公開徵選本校校徽設計所訂定。 

二、校徽 (seal) 與識別標誌 (logo)  

歷史悠久的知名大學都有校徽。校徽自設計後，通常就極少改變，因為校徽往往乘載了

大學的創校使命、歷史淵源及校友師生的情感。校徽通常被廣泛使用在學校的正式文件

(例如畢業證書、合約)及重要儀式(例如畢業典禮、頒獎典禮)中。 

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之間，許多的大學為了讓一般大眾更容易在不同場合識別學校，

除了校徽之外，也開始設計及採用所謂的 logo (中文翻譯為識別標誌)。識別標誌通常較

校徽更易於辨認、更適合縮小使用，也更常出現在一般網路文宣中。陽明大學及交通大

學在合校前都沒有正式的識別標誌。 

目前，許多國際知名的大學開始採用雙識別系統，也就是官方有同時認可及使用的校徽

及識別標誌，其中校徽仍多使用於正式文件及典禮，識別標誌則廣泛出現在各式對外的

文宣場合。此次本校公開徵選目的是校徽設計，在完成校徽徵選工作後，才會針對識別

標誌展開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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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幾個國際知名大學官方認可的的校徽及識別標誌做為參考： 

 

三、陽明大學校徽與交通大學校徽 

 

陽明大學校徽為雪白底色，以象徵醫事工作之「神聖」；外圈鑲粗金邊、內圈鑲細金

邊；而中、英文校名為金色，表現應有的醫學之光。梅花為略帶黃色的橙色鑲金邊，象

徵醫事工作需有之堅毅精神，並以我國花所採之橙色代表「光明」。拐杖全支均為金

色，蛇及翅膀為天藍色，鑲金邊，翅上紋路亦為金邊，拐杖及蛇為「醫師」符號，以天

藍色表示「忠貞」，中間橙色與天藍色為色彩學上之最佳配色；所有金色處均為凸起。 

交通大學校徽中鐵砧上的左側為中文線裝書，右側為西文書，取其「學貫中西」之意。

西文書背分別印有E S A三個字母，其中E代表Engineering（工程），S代表Science（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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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A代表Administration（管理），概括說明了交通大學教育的主要內容。砧尖懸吊

三環鐵鍊一段，表示學科之間「環環相扣，密不可分」，也暗喻交大人心手相連、精誠

團結。砧前斜置鐵錘一把，與砧上書籍合為「理論與實作並重」的意思。鐵砧底座1896

四字，則顯示交通大學創校的年代。砧外的齒輪，形狀有如圓形的天。齒數六十，則代

表一甲子。而齒輪是運轉不息的，因此又寓含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思。 

四、希望優先保留的元素 

以對等、尊重為原則，針對陽明大學校徽、交通大學校徽及原兩校其他重要學校象徵中

希望儘量在陽明交大校徽中予以保留的元素，本校校務會議同意由識別系統小組來自陽

明校區的成員及來自交大校區的成員各自分開討論後，由來自陽明校區的成員提出在陽

明大學校徽及其他陽明大學重要象徵中希望優先保留的元素，由來自交大校區的成員提

出在交通大學校徽及其他交通大學重要象徵中希望優先保留的元素，並在徵件說明中提

供有意參選的設計人或團隊做為參考，但不硬性要求使用。經識別系統小組成員分組討

論後，分別提出以下希望在本校校徽中予以優先保留的元素 :  

陽明大學校徽及其他陽明大學重要象徵中，希望優先保留的元素如下： 

 1975年：國立陽明醫學院首任院長韓偉博士，於1975年5月15日接下聘書，與創校長

老們，胼手胝足建立陽明基業。創校年份象徵著後人對於老陽明人的感念與不忘本。 

 單蛇杖與翅膀：單蛇杖又稱「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Rod of Asclepius)，乃希臘神話

中醫神的手杖，其中向上爬升的的蛇能夠蛻皮，象徵醫療的「治癒」與「恢復」。雙

翅膀與單蛇杖同為醫學之象徵，同時也代表不斷向上、不斷創造卓越的陽明精神。 

 真知力行：真知，或作真理(veritas)。「真知力行」象徵陽明大學師生校友，為求真

理，一步一腳印逐步踏實的實踐精神。 

 仁心仁術：陽明大學脫胎於陽明醫學院，使命乃培育卓越且具人文關懷與服務奉獻精

神之醫療從業人員，以臻「社會幸福、全民健康」之理想。 

 

交通大學校徽及其他交通大學重要象徵中，希望優先保留的元素如下： 

 (第一優先) 交通大學校徽中的1896 : 1896年是交通大學的創校年份。 

 (第二優先) 交通大學校徽中的齒輪 : 齒數六十，代表一甲子，齒輪運轉不息，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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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義。 

 (第三優先) 交通大學校徽中的鐵砧、鐵鎚及書本 : 蘊含了不同知識領域、學貫中西、

理論與實作並重、及精誠團結等意義。 

五、參選辦法 

1. 參選資格：凡關心本校、對本校校徽設計有想法之教職員生、校友、社會人士或團

體(包括法人)均可參加。若為團體創作，需指定一人為主要設計人或代表人。惟本

校識別系統小組成員不得以個人名義參選，亦不得為創作團體之主要設計人或代表

人。 

2. 參選方式 

2.1 繳件時程：民國111年7月1日至9月20日 

2.2 繳件方式：利用網路於徵件網站(https://newseal.nycu.edu.tw) 繳件。參選設

計人或團體需於徵件網站註冊帳號，每一參選設計人或團體可上傳至多3件作

品，每件作品皆應附設計理念說明。 

2.3 繳件規格與作品設計說明 

i. 設計圖稿可以手繪或電腦軟體製作。 

ii. 設計圖稿之完稿尺寸應為20 cm x 20 cm範圍內，手繪圖稿請掃描後上傳。 

iii. 設計圖稿上傳檔案解析度至少300 dpi，JPEG、PNG、PDF格式，檔案大小

以 10 MB 為限。(上傳前請檢視圖稿清晰度) 

iv. 每一件繳交作品皆需於線上填寫作品相關資料表，其中包括200字以內的設

計理念說明。 

2.4 其他說明： 

i. 參選者，以遞件之行為表示同意本徵選辦法之所有條款。 

ii. 曾於其他公開徵件活動獲獎之作品(含參考作品)不得參選。 

iii. 作品通過初選後，參選設計人或團體應繳交親自簽章之紙本智慧財產權同

意書等相關文件，未繳交者視為放棄進入複選資格。 

iv. 每件參賽作品須確實提供真實資訊，以供評審參考。如因提供不正確的資

訊而影響評審結果，或因而造成本校損失，將由參選設計人或團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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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本校保有修訂或終止本活動之最終解釋權，參選設計人或團體不得因此提

出異議。請參閱徵件網站最新消息：https://newseal.nycu.edu.tw。 

六、評選流程 

公開徵件截止後，評選將分初選、複選及決選三階段進行，各階段的進行方式如下: 

 初選 : 由識別系統小組依照參選作品數量及品質，初選出 5-10 件作品。通過初選之作

品將公開展示及徵求意見，同時邀請設計專家提供修正建議，並允許在正式進入複選

前進行小範圍的修正。進入複選的參選設計人或團隊將可以獲得3-5萬元的設計編修費

用。 

 複選 : 由識別系統小組負責由進入複選之作品中選出2-4件作品進入決選。 

 決選 : 由本校校務會議就進入決選之作品選出本校新校徽設計，最終獲選之作品不另

發給獎金，但是若最終獲選作品之設計人或團體同意，會將最終獲選作品的設計人或

團體列入本校校史記載。 

七、智慧財產權說明及其他約定事項 

1. 限於本徵選活動期間，基於設計校徽目的之用，參選設計人或團體得使用、重製或

改作陽明大學或交通大學校徽及其元素。 

2. 參選設計人或團體上傳作品前須先詳閱並同意「智慧財產權說明及其他約定事

項」，擔保其參選作品為原創，且確有轉讓該參選作品著作權於本校之權利，以及

在全球範圍內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及不法之情事。若設計人或團體違反

本條之擔保事項，致第三人對本校主張權利或致本校受損者，本校得向參選設計人

或團體請求損害賠償。如因而涉訟者，參選設計人或團體應負責出面解決，承諾將

完全承擔所有相關法律責任，與本校無關。並應負起協助本校進行爭訟調查之義

務。如因此造成本校財產或校譽受損，本校得另行提出相關賠償訴求。 

3. 通過初選之作品，必須完成「智慧財產權同意書」(如附件一) 紙本下載及親簽，並

於限期內以掛號寄回本校指定地址，始得進入複選階段。 

4. 進入複選、決選或最終獲選之作品如發生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疑慮，本校得取消

該參選設計人或團隊之作品參賽資格，逕自由其他參選作品中另行選出進入複選、

決選之作品或最終獲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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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選設計人或團隊同意，如其參選作品係最終獲選作品，依據「智慧財產權同意

書」，即讓與本校該最終獲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該轉讓於其參選作品成為最終獲

選作品時，自動生效。且承諾不得對本校及本校授權對象行使其著作人格權。 

6. 通過初選的作品，本校得請參選設計人或團體對其作品進行修改，本校亦得行使修

改及進行使用、出版、製作、公開展示、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行銷及註冊商標等

一切權利。 

7. 最終獲選之作品，參選設計人或團隊不得將該作品轉賣或授權他人使用。 

八、其他參考資料 

1.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簡介 

1.1 兩校發展簡史及重要沿革 

i. 陽明大學簡史 

國立陽明大學前身是國立陽明醫學院，創建於1975年，主要培育許多以服

務為天職的公費生，願意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醫護人員，從事衛生行政

或至偏遠地區從事醫療服務的工作，藉以改善並提高偏遠地區衛生、醫療

服務的素質，進而改變醫界風氣，以改善一般醫師留在大都市而不願下鄉

的現象。 

早在1968年，時任國防部長的蔣前總統經國先生就曾特別指示：「對醫學

教育應加緊研究發展，積極培育醫務人才以蔚為國用。」退輔會建議教育

部利用榮民總醫院之基礎，創辦醫學院。1971年，行政院核准籌設，定名

為「國立陽明醫學院」；並於隔年開始興建校舍，直到1975年國立陽明醫

學院成立，由韓偉博士擔任第一屆院長，並成立醫學系，首批招收120名公

費生，韓偉院長建立良好的導師制度及榮譽制度薰陶學生，為國家訓練出

操守好，愛國、愛民的好醫生。 

1977年，行政院核定以退輔會榮民總醫院為本校教學醫院；1978年成立

「陽明十字軍」及「口腔衛生服務隊」，也是陽明人邁向偏鄉醫療的第一

步；隔年即成立「偏遠地區衛生醫療服務隊」。1989年，「陽明學生會」

成立，是國內第一個成立學生自治組織的學校。1991年，「陽明人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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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993年醫學系創辦臨床導師制度；持續成長至1994年後，更名成為

「國立陽明大學」，並成為第一所醫學綜合大學。 

隨著生物醫學研究發展，逐漸培養許多生醫人才，同時專注於生物醫學之

教育與研究，在基因體、腦科學、生醫光電、生醫工程以及高齡與健康領

域的研究，均有優異表現，聲譽卓著。1999年教育部核定本校「人腦探索

計畫—從基因到認知研究」及「邁向廿一世紀—以基因體為基礎的生物醫

學研究」等二項國家級發展卓越計畫；2000年榮總陽明團隊公布完成第四

號染色體千萬鹼基定序，奠定臺灣基因體研究基礎；2006年獲得教育部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壯大基因體、腦科學、生醫光電等研究。 

2008年，署立宜蘭醫院改制為本校附設醫院；2011年本校獲得教育部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補助。2012年本校附設醫院新院區動土。2016年本校附設醫

院蘭陽院區啟用，逐步邁向醫學中心。2017年也推動璞玉計畫，增加弱勢

學生就讀機會。 

陽明大學長期深耕生醫領域，建立優良學術傳統，累積多項傑出成果，並

培育許多優秀生醫人才，目前在臺灣無論是各醫療機構或衛生行政領域，

皆有傑出成就，共同為提昇國民健康，善盡社會責任。 

ii. 交通大學簡史 

光緒廿二年（1896年）年清朝大臣盛宣懷深感中國的落後與人才的匱乏，

於是奏請朝廷同意，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以培養新學人才，為中國興辦

高等教育之先河，也是交大之根源。民國時期，交通部葉公綽總長於1921

年合該部所屬之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原南洋公學）、唐山工業專門學校

（原1905年開辦於唐山之鐵路學堂）、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原1909年開辦

於北京之鐵路管理傳習所）、北京郵電學校（原1910年開辦於北京之郵傳

部交通傳習所）等四校為交通大學。後幾經歷史轉折，1937年與全國各大

學一同改隸教育部，稱國立交通大學。 

1957年旅美校友感於發展電子工業對經濟和國防的重要，以交大昔日辦理

電機工程教育成效卓著，因此提議在臺灣復校，設立電子研究所，專注培

育高級電子科學人才。經原上海南洋大學淩鴻勛校長及眾多校友們同心協

力，於物資極度缺乏之條件下，排除萬難籌募校地及經費，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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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終得於1958年正式成立，建校於新竹博愛校區，是為新竹交大

之始。第一任所長由李熙謀學長（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擔任。 

初創期間，即使環境困頓，物資缺乏，交大師生仍致力於學習與研究，得

以完成當時代之突破性成就。1960年由錢公南、趙曾玨、李熙謀、盛慶琜

等四位共同商洽擬訂的電信電子訓練研究中心計畫，經聯合國技術協助特

別基金委員會通過，每年保送具有大學學歷及優良經驗之電信電子技術人

員來受訓，對往後國內電子電信技術及事業的發展，有長遠貢獻。該計畫

也引入計算機技術，1961年自製電視發射機試播成功，為我國電視廣播之

始；以聯合國特別基金租用電子計算機，成立電子計算機中心；亦裝設完

成臺灣第一部固態雷射，並自製氦氖氣體雷射成功。1962年公開展出我國

第一架電子計算機並正式使用。1963年裝設完成我國第一批固態雷射、研

製發射真空管。1964年更建立半導體實驗室，陸續成功研製出電晶體與積

體電路，此外，更參與時間分享式計算機及電子交換機之研究。1965年更

成功自製氦氖氣體雷射及積體電路，並研製台灣第一批電晶體。1981年成

功試製國內第一具由電腦控制之工業用機械人。1990年由電信系成功研製

國內第一個毫米波平面式振盪器。1992年設置世界第一套學生宿舍光纖網

路。1995年成立國內第一座高頻實驗室。本校師生的努力，為爾後臺灣發

展資通訊產業，奠定了厚實的基礎。交大除了在臺灣學術界佔有領先地

位，校友亦擅長創新規畫與執行，創辦了例如宏碁、聯電、華碩、台積

電、聯發科等數以百計的高科技企業，為臺灣甚至全球培育出高科技人才

之搖籃，在全世界資通訊、半導體及光電相關產業奠定無可撼動的頂尖領

導地位。 

之後交大陸續成立通訊工程、管理科學、應用數學、資訊工程、海洋運

輸、航運技術、運輸管理、土木工程、資訊科學、機械工程、光電工程、

資訊與財金管理、生物科技、外國語文、人文社會、傳播與科技等學系，

及科技法律、音樂、建築、應用藝術、教育、社會文化等研究所，為一完

整多元的研究型大學。 

1.2 兩校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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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陽明大學校訓－「真知力行，仁心仁術」 

陽明大學校訓為「真知力行，仁心仁術」，為所有陽明人傳承40多個年

頭，始終努力遵循並且秉持的信念。由於陽明校名係基於尊崇王陽明為人

及其所力倡之「知行合一」哲學，用以期許學生知行合一，竭力培育具有

「仁心仁術」的杏林菁英及醫學專業與尖端生醫領域之優秀人才，故藉由

「知行合一」學說，訂出「真知力行、仁心仁術」作為陽明全校師生共同

砥礪的校訓，也代表本校對人文關懷及追求學術卓越的自我期許。 

ii. 交通大學校訓－「知新致遠，崇實篤行」 

由前校長淩鴻勛提出的「知新致遠，崇實篤行」校訓，揭示交大自1896年

創校以來的光榮傳統與師生秉持的精神與方向，凸顯交大教育的特色－

「尚實」精神，也蘊含著交大冀期培育出學子的人格特質。臺灣的交通大

學同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北京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由於出

自同源，並稱「五校一家」，因此「飲水思源，同行致遠」，也成為各校

傳承的團結精神，造就新一代的交大人不僅關心校務發展，更不分海內

外，同學間互相支持提攜，使全球各領域都能看到交大人的團結與發光。 

1.3 兩校校歌 

i. 陽明大學校歌 

1991年11月22日經韓偉院長核准校歌製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案，決定

新編校歌作為陽明醫學院改制為醫科大學的校歌；1992年11月8日舉行第

二次會議，以確定截稿日期、製作經費、與作曲家陳建台博士溝通等事

宜。原1975年9月院務會議通過之「國立陽明醫學院院歌」則於改制大學後

功成身退。 

校歌製作委員會由周碧瑟老師等四位老師及五位校友所組成，推舉黃瑟德

醫師擔任主任委員，前校長郭旭崧(時任畢輔室主任)為執行秘書。邀請全體

校友、在校生、師長及行政人員等擴大公開徵求歌詞，除了廣貼海報、刊

登廣告及擴大徵稿外，委員會也彙編各國立大學院校校歌歌詞，並說明製

作新校歌之背景，以激勵大家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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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尖連峯，旭日東昇，唭哩岸上，萬木含春， 

軍艦岩頂，振衣千仞，神農坡前，際會風雲， 

大哉陽明！大哉陽明！探生命源，立天地心， 

慎思明辨，真知力行，以傳聖賢薪，用證萬古情。 

窮究生老，精研病死，今日新苗，他年杏林， 

仁心仁術，服務人羣，犠牲奉獻，澤被全民， 

大哉陽明！大哉陽明！探生命源，立天地心， 

慎思明辨，真知力行，以傳聖賢薪，用證萬古情。 

 

ii. 交通大學校歌： 

1958年在臺復校之初，即沿用原上海交大校歌。1975年，當時的工學院院

長（校長）盛慶琜先生曾另作新詞取代（主任秘書周天健教授代擬，曲調

不變）。其後因學院系所日漸增多，且兩岸關係已有變化，原詞內容不能

盡符實際，於是又由張俊彥前校長提經1999年6月9日國立交通大學八十七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恢復使用復校之初所用的上海交大校歌原

詞。作曲者蕭友梅教授，歌詞如下： 

 

美哉吾校 真理之花  青年之楷模 邦國之榮華 

校旗飄揚 與日俱長  為世界之光 為世界之光 

美哉吾校 鼓舞群倫  啟發吾睿智 激勵吾熱忱 

英俊濟蹌 經營四方  為世界之光 為世界之光 

1.4 兩校校旗 

i. 陽明大學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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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交通大學校旗 

 

2. 兩校合校歷程與未來願景 

2.1 合校歷程： 

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均為我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培育無數優秀青年、創新許

多教研成果，對國家社會貢獻有卓著的貢獻。兩校之歷史沿革圖示如下： 

 

陽明大學作為醫學教育改革的先驅者，於1975年成立陽明醫學院，並於1994年

改名國立陽明大學，紮實培育新世代醫牙藥護、生命科學、生醫工程、醫學人

文等專業與尖端研究領域之優秀人才，在高齡長照、腫瘤、腦科學、醫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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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有深厚基礎，和台北榮民總醫院有長期合作，此外宜蘭的附設醫院也積極

挑戰成為醫學中心。 

交通大學創建於1896年（清光緒22年），原名南洋公學；1912年改稱交通大

學。1937年與全國各大學一同改隸教育部，稱國立交通大學，1949年政府遷

台，1958年再續絃歌於新竹，成立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1967年電子研究

所改制為工學院。1979年恢復校名為國立交通大學。交通大學在電子、資通訊

及計算與管理、科學與工程等領域，為台灣的領導者。目前生醫、人工智慧、

機器人、智慧醫療、大數據等新興領域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不僅是全球競爭

力的主場，也必重塑科技的新貌。 

台灣目前面臨少子女化、高齡社會及產業亟需升級，頂尖大學更是負有協助國

家面對問題、提出解決之道的責任。面對此一關鍵時刻，基於兩校發展重點互

補性高，合校的加乘效應當可大幅提升教研能量和影響力。始於1999年，陽明

大學、交通大學第一次商談合校未果。爾後數十年來兩校互動及合作頻繁也持

續有著合校的願景及意念；直至2018年，郭旭崧前校長與張懋中前校長重啟合

校流程，兩校特於2019年3月28日函報教育部合併意向書，並於2019年5月31

日獲得教育部回函同意，後經行政院於2019年8月12日正式核准通過。在2021

年2月1日正式完成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合校，創下台灣高等教育的里程碑。 

2.2 未來願景：邁頂登峰、縱橫馳騁、同行致遠、發明未來 

本校以培育具有「知新致遠、崇實篤行、真知力行、仁心仁術」務實特質，並

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國際化優秀人才為目標。 

在教學及全人教育方面，期望以「培育跨領域領導人才」、「尖端研究及應

用」為柱，以「國際化」、「校際合作」、「教研相長」為樑，來培養學生兼

具基本人文素養與跨領域專業能力，強化學生對生命的關懷，及公民責任之養

成。在產學共創培育優秀人才方面，藉創新體制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建立與

產業間平等互惠共創價值的夥伴關係，推動多元人才培養的完善機制；在研究

方面，資通訊以及生物醫學是這個世代的顯學，也是本校的重要基礎及利基，

更是我們的優勢。基礎研究如基因體及腦科學、藥學均致力於透過全新的科技

技術，整合全新的平台分析更多的數據與資料，達到更高層次的運用於實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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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福人民。而半導體、量子電腦也因為運用層面廣泛而重要，成為國家戰略

必須考量的核心，同時打造高階的6G資通訊，結合原有的生醫電子領域，陽明

交通大學將成為國際智慧資通訊及醫療研發重要基地；在國際化方面，持續深

化與國際間各校的合作，打造友善雙語校園，活化國際角色，以提升本校的國

際聲譽；在校園再造方面，提供綠能交通服務，智慧管理校園及營造校園空間

美學，以打造具活力的校園；在永續發展方面，著重於跨域連結合作，聚焦於

在地關懷、永續環境和促進社會進步等面向，追求永續發展以成為全球共識，

也是現今大學治理模式改革再造之方針。 

3. 合校後識別系統設計紀錄 

本校曾歷經兩次識別系統設計。 

第一次為108年12月20日合校工作委員會第11次會議決議，組成識別系統設計小

組，負責合校後識別系統設計相關工作。本案由文化銀行負責承接，進行兩校校史

調查與歷史爬梳、提供共同精神指標及合校願景等設計精神與元素建議；設計方面

採專業委託，邀請國內知名平面設計師－IF OFFICE創辦人馮宇設計師操刀。期間工

作小組除了提出合校後英文校名縮寫建議，定案為「NYCU」，與中文校名書法題

字建議外，並與設計團隊以近一年的時間，歷經數十款初稿設計汰選、設計方向調

整、辦理公開說明會專家諮詢會議等，最後於109年9月10日合校工作委員會第20

次會議中進行專案報告，提出二種版本： 

A系列－原有兩校校徽重要元素合併，以延續歷史傳統共同記憶：蛇與鐵鎚於視覺

中央纏繞，傳達兩校結合意象；外圈以齒輪圍繞，內圓視覺概略切分為上下兩個意

象，上方為陽明的飛蛇展翅，下方為交大穩固的鐵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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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系列－將兩校原有校徽各自簡化線條後，以符合現代標誌風格與更便於設計應

用。 

 

A、B系列皆建議搭配從SEAL衍生之LOGO一起使用。LOGO設計的理念為：由中心

四射的光芒，象徵對事物的探索，外圈代表科學的齒輪，24格寓意24小時；內圈代

表生命文化，23格象徵人23對染色體。內外圈光芒象徵學校師生共治團結一心，自

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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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設計最後未達共識。 

第二次於110年6月以「陽明交大品牌形象研究與友善雙語環境設計整合規劃專案」

重新啟動。專案內容包含：資源調查/案例研析、LOGO設計提案徵選、形象規劃設

計整合（包含識別系統、事務用品應用設計、規範手冊等）、形象傳播影片製作及

空間指標設計。本案採公開招標辦理，由台灣設計研究院得標後，與本校召開數次

會議，並陸續於主管會議、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中說明執行規劃與進度。校史及文

化調研完成後，接著邀請三家國內知名設計公司參加比稿，及國內平面、廣告設計

等專業人士召開評選會議等程序，最後由JL Design設計之LOGO勝出，並著手進行

週邊事務用品（包含學生證、職員證、卷宗夾、事務用品等）之應用設計。 

本次LOGO設計核心概念與形象：以兩校共構的精神，傳遞NYCU未來大學的整體

形象。以結合Y/C共構的支點，展開多維度視角與通道，透過Y/C的交集，洞見新方

向，結合科技基礎、人本溫度，產生交集匯聚。 

  

本案於110年12月22日校務會議中提案討論，最後因仍缺乏共識，未予表決。附帶

決議為：組成10人小組，研擬識別系統(LOGO及SEAL)設計相關內容及程序，經校

務會議同意後，據以執行。本案於111年1月27日正式與台灣設計研究院終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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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智慧財產權同意書 

         本參選設計人或團體參加「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徽設計徵選活動」，同意完全遵守活

動相關辦法，並保證參選之作品屬參選設計人或團體的原創設計，在全球範圍內均無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情事。如有發生侵權爭議，願自負相關之完全法律責任，概與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無關，並願協助進行相關爭訟調查，及負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因此造成的財產或校譽之損

失。 

        本參選設計人或團體參選作品如最終獲選，願無條件同意將著作財產權之全部，無償

讓與給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同意其對該作品進行修改、使用、出版、製作、公開展示、發行

各類型態媒體宣傳行銷、商品化及註冊商標等一切權利，並放棄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及其授

權對象行使著作人格權。 

為免日後爭議，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 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參選設計人姓名，團體名稱或團體代表人姓名： 

參選設計人，或團體代表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團體登記地址或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或手機號碼：   

西元           年        月        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