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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95959595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4444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會議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會議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會議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6 年 05 月 01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F 第三會議室 

主席：郭仁財主任秘書 

出席：郭仁財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張靄珠代）、李耀坤學務長、周中哲代總務

長(鄒永興代)、李鎮宜研發長、劉美君館長、林盈達主任（蔡文能代）、葉甫

文主任、戴曉霞院長、毛仁淡代院長、莊英章院長、邱碧秀委員 

請假：陳加再主任、黃威主任、謝漢萍院長、李遠鵬院長、毛治國院長、謝續平委

員、林珊如委員 
記錄：蕭伊喬 
 

 

甲甲甲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乙乙乙乙、、、、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及審議事項及審議事項及審議事項及審議事項    

一、 案由：修訂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第四條、

第五條條文，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 

(一) 檢附本選舉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P.3~P.4）及修正

條文草案（附件二,P.5~P.6）。 

(二) 擬修訂之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以 90 人為原則，並依下列方式

產生： 

1. 當然代表： 

(1) 配合大學法修訂，不必然全數『學術與行政主管』均

為當然代表，請參考台灣大學函(附件三,P.7)與教育

部函(附件四,P.8)。 

(2) 考量本校逐年擴展，若依原條文，校務會議代表人數

亦將逐年增加；為增進議事運作與效率，擬修訂當然

代表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

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擔任之。 

2. 教師代表： 

(1) 本要點所稱之教師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2) 教師代表名額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二分之

一。 

(3)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

算。若商數小於 1，則該互選單位分配名額為 1。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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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選單位之初步分配名額為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

據商數之小數除以初步分配名額之大小依序分配。 

3. 學生代表： 

依大學法（附件甲）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學生出席

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

一。」修訂本選舉要點第四條第四項條文。 

4. 隨附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修正後人數比較表(附件

五,P.9~P.12）。 

(三) 檢附國內部份國立大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簡表（附件

六,P.13）及修正案參考表（附件七,P.14~P.23）。 

(四) 修訂「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第五條

條文為「校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任期二年，每年由各互選

單位改選半數。職員與學生代表任期一年。所有票選代表連

選得連任」。 

(五) 本案業經 95 學年度第 1次法規會（96.04.23,附件八

（P.24~P.26）修訂通過。 

決議： 

(一) 通過本案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 建議修改本條文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為「教師代表由各學

院、通識教育委員會及共同科（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體育室、諮商中心、數位內容製作中心、華語中心）等單位

（以下簡稱互選單位）依自訂規定互選產生之。」 

(三) 建議修改本條文第四條第四項為「學生代表以九名為原則，

但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由學生聯合會訂定規定

產生之。」 

 
 

丙丙丙丙、、、、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丁丁丁丁、、、、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5:1015:1015:1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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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84.10.04） 說明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校務會議代表校務會議代表校務會議代表校務會議代表總總總總人數人數人數人數以以以以九十九十九十九十

人人人人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依下列方式產生依下列方式產生依下列方式產生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電

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通識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擔

任之。 

 

 

 

二、教師代表： 

(一) 本要點所稱之教師為編制

內專任教師。 

(二) 教師代表名額不得少於校

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二分之

一。 

(三)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通識教

育委員會及體育室等單位

（以下簡稱互選單位）依自

訂規定互選產生之。 

(四) 不屬上述各互選單位之教

師，依其學術屬性或開課狀

況，納入相關之上述單位中

參與互選。 

(五)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

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

算。若商數小於 1，則該互

選單位分配名額為 1。其餘

互選單位之初步分配名額

為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

據商數之小數除以初步分

配名額之大小依序分配。 

(六) 各互選單位所選出之教授

及副教授代表之人數以不

少於該單位教師代表人數

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校務會議代表校務會議代表校務會議代表校務會議代表依下列方式產依下列方式產依下列方式產依下列方式產

生生生生：：：：    

一、 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系主任、

各研究所所長、共同科主任、體

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圖書館

館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計算機中心主任及經

教育部核定之各中心主任擔任

之。 

二、 教師票選代表： 

 

 

 

 

 

 

(一) 教師票選代表由各學院、共同

科、體育室及軍訓室等單位

（以下簡稱互選單位）分別依

自訂辦法互選產生之。 

(二) 不屬上述各互選單位之教

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

員，依其學術屬性或開課狀

況，納入相關之上述單位中參

與互選。 
(三) 教師票選代表人數以其他代

表之總數為準，各互選單位教

師票選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

師（各該單位研究人員、專業

技術人員及其他納入該單位

之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

人員）人數比例分配之。分配

結果尾數不足一名時以一名

計。 

(四) 各互選單位所選出之教授及

副教授代表之人數以不少於

該單位教師票選代表人數之

三分之二為原則。 

 

 

新增總人數以九十人為原

則 

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 

(一) 明列經教育部核准

並有教師員額之一

級中心主管為校務

會議當然代表，如

「電子與資訊研究

中心」。 

(二) 「通識教育委員會」

設置辦法業經教育

部 94.06.02 台高（

二）字第 094007499

6 號函核定，當然代

表擬增列通識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 配合大學法修訂，不

必然全數『學術與行

政主管』均為當然代

表。 

二、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    

(一) 新增條文(一)及

（二） 

(二) 因軍訓教官非教

師，擬自教師代表中

刪除軍訓室。 

(三) 學校目前並無編制

內研究人員，擬刪

除。 

(四)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

人數按各單位教師

人數比例計算。若商

數小於 1，則該互選

單位分配名額為 1。
其餘互選單位之初

步分配名額為商數

取整數，剩餘名額依

據商數之小數除以

初步分配名額之大

小依序分配。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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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員票選代表： 
職員票選代表共四名，由行政人

員、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校

工互選產生之。 

 

 

四、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以九名為原則，但不得

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三、 職員票選代表： 
職員票選代表共六名，依行政人

員二名、技術人員及助教二名、

技工一名、校工一名之比例，由

各類人員分別互選產生之。 

 

四、 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八名，由學生聯合會訂

定辦法產生之。 

 

三三三三、、、、職員票選代表職員票選代表職員票選代表職員票選代表    

職員票選代表由 6 名修

改為 4 名。並做文字修

正。 

 

 

四四四四、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 

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學生出席校務會議

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

成員總額十分之一。」辦

理修訂本條文。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任期二

年，每年由各互選單位改選半數。職

員與學生代表任期一年。所有票選代

表連選得連任。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任期二

年，每年由各互選單位改選半數。除

學生代表外，票選代表任期一年，皆

得連選連任。 

    

第五條條文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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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修正草案） 

84.10.04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為辦理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級委員會委員之選舉事務，特

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選舉當學年度處於借調、進修、服役及休假研究中之教職員工，不列為選

舉人及候選人。 

第三條 校務會議代表、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及校務規劃委員會委員之選舉，

除本要點所訂定之事項外，各選舉之承辦單位可自行增訂「選舉方式」、「候

選人提名方式」等相關規定。 

第四條 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九十人為原則，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 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主任秘書擔任之。 

二、 教師代表： 

(一) 本要點所稱之教師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二) 教師代表名額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二分之一。 

(三)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及體育室等單位（以下簡稱

互選單位）依自訂規定互選產生之。 

(四) 不屬上述各互選單位之教師，依其學術屬性或開課狀況，納入相

關之上述單位中參與互選。 

(五)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算。若商數小

於 1，則該互選單位分配名額為 1。其餘互選單位之初步分配名

額為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據商數之小數除以初步分配名額之

大小依序分配。 

(六) 各互選單位所選出之教授及副教授代表之人數以不少於該單位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三、 職員票選代表： 
職員票選代表共四名，由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校工互

選產生之。 

四、 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以九名為原則，但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第五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任期二年，每年由各互選單位改選半數。職員與

學生代表任期一年。所有票選代表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 「法規」、「經費稽核」、「舉薦」及「校務會議提案策劃暨審議」等委員會

之票選委員，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票選委員按得票數多寡依序當選。 
二、 如當選之委員放棄，其遺缺由得票次高者遞補。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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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最高票當選為各委員會之委員者，以不宜放棄為原則。 
第七條 本要點經法規委員會審議送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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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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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P.9 

校務會議代表修正前後人數比較表 

註：一、參考教育部函復台大有關校務會議當然代表之組成：「不必然全數學術與行政主管均為當然代表」，減少校務會議代表人數。 

二、修正條文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 90 人為原則。 

二、當然代表：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通識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 

三、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算得到商數。若商數小於 1，則該互選單位分配名額為一。其餘互選單位之初步

分配名額為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據商數之小數除以初步分配名額之大小依序分配。 

四、票選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 

五、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總人數十分之ㄧ。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修正後校務會議代表（96 學年度） 修正前校務會議代表（95 學年度）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19 一、當然代表 73737373 一、當然代表 

4 二、職員代表 6666    二、職員代表 

9 三、學生代表 8/20 三、學生代表（大學法修正後增為 20 名） 

58 四、教師代表 98 四、教師代表（含當然代表） 

總計 90 總計 184/197  

一一一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 19191919    

二二二二、、、、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 4444    

三三三三、、、、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 9999（（（（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1/101/101/101/10））））    

＋＋＋＋四四四四、、、、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 58585858    

＝＝＝＝90909090    

一一一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 73737373    

二二二二、、、、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 6666    

三三三三、、、、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 8/8/8/8/20(20(20(20(大學法修正後大學法修正後大學法修正後大學法修正後從從從從 8888 名名名名增為增為增為增為 20202020 名名名名))))    

＋＋＋＋四四四四、、、、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 98989898    

＝＝＝＝185/197185/197185/197185/197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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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修正後校務會議代表（96 學年度） 修正前校務會議代表（95 學年度）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9191919    一一一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73737373    一、當然代表 

10 （一）行政主管 

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 

16 （一）行政主管 

校長、副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長、計中主任、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環安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 

（二）學術主管 （二）學術主管 

電機學院院長 8 電機學院院長 

電子工程學系、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電信工程

學系、光電工程學系、顯示科技研究所、電機學

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學士班、奈米中心 

資訊學院院長 5 資訊學院院長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網路工

程研究所、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理學院院長 

57 

7 理學院院長 

電子物理學系、應用數學系、應用化學系、分子

科學研究所、統計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 

工學院院長 6 工學院院長 

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環境工程研究所、奈米科技研究所 

9 

管理學院院長 

 

11 管理學院院長 

管理科學系、經營管理研究所、運輸科技與管理

學系、交通運輸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研究所、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法律研

究所、財務金融研究所、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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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校務會議代表（96 學年度） 修正前校務會議代表（95 學年度）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人社學院院長 9 人社學院院長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研究所、傳播研究所、

應用藝術研究所、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育研究

所、音樂研究所、建築研究所 

生科學院院長 5 生科學院院長 

生物科技學系、生化工程研究所、生物資訊研究

所、生物醫學所 

客家學院院長 4 客家學院院長 

人文社會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國際客家研究

中心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2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通識教育中心 
 
 
 
 
 

修正後校務會議代表（96 學年度） 修正前校務會議代表（95 學年度）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4444    二二二二、、、、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    6666    二、職員代表 

9999    三三三三、、、、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1/101/101/101/10））））    8/8/8/8/20202020    三、學生代表（大學法修正後從 8名增為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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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校務會議代表（96 學年度）  修正前校務會議代表（95 學年度）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 校務會議代表 

小計    58585858    四四四四、、、、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    

（依比例分配教師代表） 

初步分配名額 

(小計 52 人) 

剩餘名額 

(小計 6人) 

小計 98989898 四、教師票選代表 

14 電機學院（144 人） 14 人  58×(144÷566)=14.76 0 人  (76÷14=5.43) 24 電機學院 

7 資訊學院資訊學院資訊學院資訊學院（66 人） 6 人   58×(66÷566)=6.76 1人  (76÷6=12.67) 11 資訊學院 

9 理學院（88 人） 9 人   58×(88÷566)=9.02 0人  (2÷9=0.22) 15 理學院 

7 工學院（76 人） 7 人   58×(76÷566)=7.79 0人  (79÷7=11.29) 13 工學院 

8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78 人） 7 人   58×(78÷566)=7.99 1人  (99÷7=14.14) 13 管理學院 

4 人社學院（41 人） 4 人   58×(41÷566)=4.20 0人  (20÷5=4) 7 人社學院 

2 生科學院生科學院生科學院生科學院（17 人） 1 人   58×(17÷566)=1.74 1人  (74÷1=74) 3 生科學院 

2 客家學院客家學院客家學院客家學院（16 人） 1 人   58×(16÷566)=1.64 1人  (64÷1=64) 3 客家學院 

3 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委員會（28人） 2 人   58×(28÷566)=2.87 1人  (28÷2=43.5) 5 通識教育委員會 

2 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12 人） 1 人   58×(12÷566)=1.23 1人  (23÷1=23) 2 體育室 

 

   

    

2 軍訓室 

一一一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 19191919    

二二二二、、、、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    4444    

三三三三、、、、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 9999（（（（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1/101/101/101/10））））    

＋＋＋＋四四四四、、、、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 58585858    

＝＝＝＝90909090    

一一一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當然代表    73    73    73    73    

二二二二、、、、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職員代表     6     6     6     6    

三三三三、、、、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學生代表     8/     8/     8/     8/20202020    

＋＋＋＋四四四四、、、、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 98989898                

＝＝＝＝185/197185/197185/197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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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各校 「校務會議代表人數」 簡表 

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9494949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59595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69696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當然代表人數當然代表人數當然代表人數當然代表人數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教師票選代表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全校教師全校教師全校教師全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職工人數職工人數職工人數職工人數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 1/10)1/10)1/10)1/10)    

交通大學  197 90 位為原則 19 58/665 4 9 

清華大學 166 89  16 58/568 6 9 

成功大學 
261 

127 

(120 位為原則) 
 8 102/1109 4 13 

陽明大學 
203 

76 

(80 位為原則) 
 26 38/356 4 8 

中央大學 

195 
98 

(100 位為原則) 
 23 60/550 

1.職員 5 位 

2.專案計畫工

作人員 2 位 

10 

政治大學  238 120 位為原則 26 72/628 10 12 

台灣大學  376  修訂中 修訂中 修訂中 修訂中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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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各校國立大學各校國立大學各校國立大學各校    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修正案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修正案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修正案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修正案    參考表參考表參考表參考表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1. 95 學 年

度為665665665665位 

(含休假之

教師、講

師、助教

等) 

2. 具有校務

會 議 代 表

選 舉 資 格

為 566 位 

197 位 

（95 學年度） 

擬修訂以 90

位為原則 
（擬修正） 

1. 當然代表為行政與學術主管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

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

任秘書），共 19 位。 

2.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

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算。若商數

小於 1，則該互選單位分配名額

為 1。其餘互選單位之初步分配

名額為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

據商數之小數除以初步分配名

額之大小依序分配。 

3. 職員代表共 4位。 

4. 學生代表共 9位。 

（擬修正）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

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校

務會議代表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

究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主任秘書擔任之。 

二、教師代表： 

(一) 本要點所稱之教師為編制內專任

教師。 

(二) 教師代表名額不得少於校務會議

代表總人數二分之一。 

(三)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

會及體育室等單位（以下簡稱互選

單位）依自訂規定互選產生之。 

(四) 不屬上述各互選單位之教師，依其

學術屬性或開課狀況，納入相關之

擬修正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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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上述單位中參與互選。 
(五)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

位教師人數比例計算。若商數小於

1，則該互選單位分配名額為 1。
其餘互選單位之初步分配名額為

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據商數之

小數除以初步分配名額之大小依

序分配。 
(六) 各互選單位所選出之教授及副教

授代表之人數以不少於該單位教

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三、職員票選代表： 
職員票選代表共四名，由行政人

員、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校工

互選產生之。 

四、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以九名為原則，但不得少

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清清清清

華華華華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1. 95 學年度

教師人數不

變透露 

2. 94 學 年

度為568568568568位 

(教育部統計

處) 

166 位 

(94 學年度) 

89 位 

(95 學年度) 
1. 當然代表為一級主管（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秘書長、共教會主任委

員、各學院院長），共 16 位。 

2. 教師票選代表以各院教師人數

計算，以專任教師人數之十分之

ㄧ為準，不足一位時四捨五入

＊「「「「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秘書長、共教會

主任委員、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研

究人員代表一人、職員代表 
四人、其他有關人員代表一人及學生代

表組成。其中經選舉產生之教師代表人

清大已於 95

學年度開始

實施新修訂

的校務會議

代表組成方

式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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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今年共 58 位)。 

3. 職工代表（職員、研究人員、其

他有關代表）共 6位。 

4. 學生代表共 9位。 

數，以專任教師人數之十分之ㄧ為準，

且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 

 

 

 

 

 
成成成成

功功功功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94 學年度為

1109110911091109 位 

（教育部統

計處） 

261 位 

(94 學年度) 

127 位 

(94 學年度) 

(120 位為原

則) 

1. 當然代表為一級行政單位主管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

秘書），共8位。 

2. 教師票選代表為 102 位(院長、

系主任、所長均非當然代表）。 

3. 助教代表共 1位。 

4. 職工代表（職員+研究人員）共 2

位。 

5. 工友代表 1位。 

6. 學生代表共 13 位。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

條條條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 

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二十

人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

秘書及其他學術或行政主管若干人、教

師代表若干人、助教代表一人、研究人

員及職員代表二人、工友代表一人、學

生會會長、其他學生代表若干人組成。

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十分之一。推選之學術及行政主管不得

多於會議成員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師

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

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為原則。 

  校長應邀請一級學術及行政主管或

成大已於 95

學年度開始

實施新修訂

的校務會議

代表組成方

式及人數 



 P.17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成成成成

功功功功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

與教師代表人數，由秘書室依各學院教

師人數佔全校教師總數之比例分配之

(見附表二)，每學院不得少於四人。各

學院應考量院內各學系均有代表之前

提下，自訂各該學院校務會議代表之推

選辦法。 

學生代表由學生事務處依大學

部學生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三第三第三第三

條條條條：：：：    

本會議之代表，各學院應選出學

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秘書室依

據各學院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各學院

名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自訂之校務會

議代表推選辦法產生。不屬於學院之代

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不

屬學院之各單位全體教師選舉產生。前

項比例分配名額，如不足 4 人時，以 4

人計。比例分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之。 

本會議之研究人員、助教、職



 P.18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員、工友、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生代

表，由各團體分別經推選產生。 

 

 

 

 

 

 

 

 
陽陽陽陽

明明明明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95 學年度為

356356356356 人 

(含休假之教

師、講師、助

教等) 

203 位 

(94 學年度) 

76 位 

(95 學年度) 

（80 位為原

則） 

1. 當然代表為學術與行政單位主

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各系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資訊與通訊中心主任、教師會理

事長），共26位。 

2. 教師票選代表共 38 位。 

3. 職技代表（行政人員、技術人

員、助教）共 4位。 

4. 學生代表共 8位。 

＊「「「「國立陽明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陽明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陽明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陽明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條條條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規定，校

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系主任、人事室

主任、會計室主任、主任秘書、圖書館

館長、資訊與通訊中心主任、職技人員

代表四人、學生代表若干人、教師會理

事長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組成之，學生代

表人數佔全體會議成員總額之十分之

ㄧ（小數位採進位法），教師代表由全

體教師普選，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總額之二分之ㄧ，其中具教授、副教

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二。惟全體會議成員以不超過 80

人為原則。依上述規定，除學生代表由

學生自治團體另訂選舉辦外，特定訂本

會議教師及職技人員代表選舉辦法如

下： 

一、 教師代表選舉辦法(略) 

二、 職技人員代表選舉辦法（略） 

＊ 陽 明 已 於

95 學年度

開 始 實 施

新 修 訂 的

校 務 會 議

代 表 組 成

方 式 及 人

數 

＊ 院長、系主

任 均 為 當

然代表 

＊ 教 師 代 表

是 由 全 校

投 票 決 定

（ 各 院 的

當 選 代 表

不 可 超 過

25％） 



 P.19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中中中中

央央央央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95 學年度約

為 550550550550 人 

(含休假之教

師、講師、助

教等) 

195 位 

(94 學年度) 

98 位 

(95 學年度) 

(100 位為原

則) 

1. 當然代表為學術與行政單位主

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總教學中心委員會主

任委員、太遙中心主任（研究中

心代表）、圖書館館長、電算中

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會計主任），共23位。 

2. 教師票選代表為60位(全校普選

20 位，學院、中心、室代表 40

位）。 

3. 職員代表（含新舊制助教）共 5

位。 

4.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代表共 2位。 

5. 學生代表共 10 位。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三第三第三第三

條條條條：：：： 
本會議代表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學術與行政主管：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

院長、總教學中心委員會主任委

員、太遙中心主任（研究中心代

表）、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

計主任。 

二、教師代表（含專案教師、研究人

員）： 

（一）全校普選代表： 

由秘書室辦理全校教師普

選合計 20 名，各學系、所、

中心、室等普選代表當選名

額以 2名為限。 

（二）學院、中心、室代表： 

全校教師依其主聘身分分

為各學院、研究中心（由太

遙中心統籌）、總教學中心

（含體育室）、軍訓室等單

位，上述單位教師代表名額

合計 40 名，每年依據各單

位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名

中央已於 95

學年度開始

實施新修訂

的校務會議

代表組成方

式及人數 



 P.20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中中中中

央央央央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額（各單位至少１名）後，

由各單位自行產生代表，產

生辦法有各單位自訂。 

三、職員代表（含新舊制助教）： 

由人事室辦理選舉，合計 5名。 

四、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代表： 

由人事室辦理選舉合計 2名。 

五、學生代表： 

由學生事務處協助辦理選舉合

計 10 名，選舉辦法另定之。 

以上各類代表總數以不超過 100

人為原則，若學術與行政主管人數增

加，以致總數超過 100 名，超出名額，

分別自教師代表總額酌減，酌減方式由

校務會議代表選舉委員會議中決定。 



 P.21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政政政政

治治治治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95 學年度為

628628628628 位 

(含休假之教

師、講師、助

教等) 

95 學年度為

238 位 

96 學年度預

計為 120 位 
1. 當然代表為一級行政單位主

管、各院院長，共 26 位。 

2. 教師票選代表以各院教師人數

計算（各系所保障名額一名），

共 72 位。 

3. 全校性票選代表（職員、研究人

員等）共 10 位。 

學生代表共 12 位。 

＊＊＊＊「「「「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二第三十二第三十二第三十二

條條條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以校長、副校長、二人、教師代表、

學術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

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組織

之。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定為一百二十

人。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

額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及副

教授資格者，不得少 

於教師代表之三分之二。研究人員代表

四人，職員代表四人，學生代表十二

人，軍護人員代表一人，技工工友代表

一人。 

第一項所稱「學術與行政主管」指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

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公

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主任、電子

計算機中心主任、國際教育交流中主任

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選舉研究

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 

本會議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 

＊＊＊＊「「「「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三三三三

政大預計 96

學年度開始

實施新修訂

的校務會議

代表組成方

式及人數 



 P.22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政政政政

治治治治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條條條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及職員代表，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 

1.院系所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應經

選舉產生，各系所(含師培中心、

外文中心及體育室)並應有教師代

表至少一名。 

2.全校教師代表：校務會議代表總

人數扣除各類人員代表人數後之

名額，選舉全校教師代表，各學院

保障一名。採登記參選方式，並由

全校教師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方

式選舉產生。 

3.系所主管亦得選舉為教師代表。 

二、研究人員代表： 

由全校研究人員以無記名單記法投

票方式選舉產生。 

三、職員代表： 

由全校助教、職員及約用人員以無

記名單記法投票方式選舉產生，其

名額依人數比例分配之。 

四、其他人員代表： 

1.軍訓人員及護理人員代表一名：

由軍訓人員及護理人員以無記名

投票方式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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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各校教師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原校務會議

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代表人數    

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配合大學法

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修正後校務

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會議代表人

數數數數    

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修正後選舉方式    
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各校有關「「「「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之之之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已修正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政政政政

治治治治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2.警衛、技工、工友代表一名：由

全校警衛、技工、工友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選舉產生。 

以上各項代表之任期均為二年，連

選得連任。院系所教師代表之選舉由各

學院及體育室辦理之。全校教師表、研

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軍訓人員及護

理人員代表之選舉由人事室辦理之。警

衛、技工、工友代表之選舉由總務處辦

理之。 

台台台台

灣灣灣灣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94 學年度為

1938193819381938 位 

(教育部統計

處) 

376 位 

(95 學年度) 

 修訂中 

 

修訂中 修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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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5 學年度第 1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稿) 
 
時間：民國 96 年 4月 23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劉主任委員尚志 
出  席：林教務長進燈、郭主任秘書仁財、劉尚志委員、陳三元委員、徐保

羅委員(請假)、郭志華委員(請假)、廖德誠委員、陳昌居委員、郭良
文委員、周倩委員(請假)、莊紹勳委員(請假)、黃秋淵委員(學生代
表材料 98) 

列  席：陳加再主任、秘書室蕭伊喬小姐 
記  錄：劉相誼 
 
甲、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本委員會應出席：13 位，超過 1/2 出席人數：7人始成
會。本次會議出席：8位，已達開會人數要求。 

乙、 討論事項： 
一、案由：修訂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第

四條、第五條條文，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明： 

(一) 檢附本選舉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P.3~P.4 附件一）
及修正條文草案（P.5 附件二）。 

(二) 擬修訂之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以 90 人為原則，並依下列
方式產生： 

1. 當然代表： 
(1) 配合大學法修訂，不必然全數『學術與行政主管』

均為當然代表，請參考台灣大學函(P.6 附件三)
與教育部函(P.7 附件四)。 

(2) 考量本校逐年擴展，若依原條文，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亦將逐年增加；為增進議事運作與效率，擬
修訂當然代表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
資訊與研究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主任秘書擔任之。 

2. 教師代表：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列
計算之。計算時若尾數不足 1人，以四捨五入計
算，惟各互選單位至少須有一名代表。 

3. 學生代表： 
依大學法（附件甲）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學生
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十分之一。」修訂本選舉要點第四條第四項條文。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八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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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修正後人數比較表(P.8~P.11
附件五）。 

(三) 檢附國內部份國立大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簡表（P.12
附件六）及修正案參考表（P.13~P.22 附件七）。 

(四) 修訂「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
第五條條文為「校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任期二年，
每年由各互選單位改選半數。票選代表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第四條 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 90 人為原則，依下列方式產
生： 

二、教師代表： 
1.本要點所稱之教師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2.教師代表名額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二分

之一。 
3.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及體育室等

單位（以下簡稱互選單位）依自訂規定互選產生
之。 

4.不屬上述各互選單位之教師，依其學術屬性或開課
狀況，納入相關之上述單位中參與互選。 

三、職員票選代表： 
職員票選代表共 4名，由行政人員、技術人員……
互選產生之。 

四、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以 9名為原則，但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
表……。 

第五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票選代表任期二年，每年由各互選單位改
選半數。職員與學生代表任期一年。所有票選代表連選得
連任。 

 
二、案由：擬請訂定「國立交通大學規章訂定準則」，請討論。(陳昌居

委員提) 
說明： 

(一)本校上至校級、下至系所級，以及各行政單位，有許多
相關的規章，其名稱、格式似乎無一定之標準，各單位
無所依循、各行其是。 

(二)建議由人事室草擬「國立交通大學規章訂定準則」，或類
似之相關辦法，於本會下次會議中討論。 

決議：本案請秘書室協助處理，請人事室舉辦相關研討會供全校參
與，並協助草擬準則範本，6月中提本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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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由：擬提修正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及校級各委員會委員選舉要點」 

修正版如(P.23 附件八)，請討論。(陳昌居委員提) 
說明： 

(一)修正版本中最大的改變為各「互選單位」的名額計算方
式，其精神較為公平及體現保護弱勢的精神。 

(二)計算方式及舉例詳如(P.24 附件九) 
決議：原則上通過對於各「互選單位」的名額計算方式(尾數)，文

字部分修正如下：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算。若商
數小於 1，則該互選單位分配名額為 1。其餘互選單位之初
步分配名額為商數取整數，剩餘名額依據商數之小數除以初
步分配名額之大小依序分配。 
 

丙、散會：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