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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10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林一平、許千樹、林進燈、李大嵩、黃世昌、周世傑、林寶樹(陳伯寧代)、

楊永良、裘性天、盧鴻興、石至文、李積琛、黃冠華（彭南夫代）、高文

芳、翁志文、陳信宏、張仲儒、徐保羅、黃遠東、陳永平、杭學鳴、陳

紹基、王蒞君、劉柏村、曾煜棋、李素瑛、曾建超、曾文貴、謝續平、

陳俊勳、傅武雄、潘以文、潘扶民、林志高、曾仁杰、黃華宗、張新立、

吳宗修、劉尚志、唐麗英、洪瑞雲、劉復華、王克陸、郭良文、周倩、

賴雯淑、馮品佳、張維安（潘美玲代）、魏玓、簡美玲、黃鎮剛、張家靖、

趙瑞益、柯明道、謝建文、陳明璋、廖威彰、鄭智仁(詹益欣代)、伍道

樑、柯慶昆、林鈺凭、黃金婷、王冠翔、王偉庭、廖婷儀、張哲彬、白

芫銘、何富菁、陳炫燁、高誌宏(王蔚鴻代)、吳宗瑋(陳煒文代)【共計

72人】 

請假：謝漢萍、張翼、李威儀、莊振益、李耀坤、吳文榕、溫瓌岸、吳炳飛、

冉曉雯、莊榮宏、徐慰中、劉俊秀、黃興進、許倍銜、陳光興、連瑞枝、

林志生、楊黎熙【共計 18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圖書館楊永良

(李美燕代)、科法所倪貴榮、科法所王立達、科法所林欣柔、生科系柯

立偉、研發企劃組楊武、綜合組張漢卿、註冊組彭淑嬌、會計室魏駿吉、

會計室呂明蓉、會計室楊明幸、人事室楊淨棻、人事室陳昱良、頂尖大

學計畫辦公室杜偉鈺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為擬定本校之中長程計畫，副校長業依各分配督導領域，廣納各單位之意

見，其中以空間、員額及經費等三項為各單位最關切之議題。茲因未來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是否持續挹注，將視政府整體財政運用狀況而有所變

數，爰本校研擬中長程計畫應思考如何有效運用經費及資源，如考量新建

工程之經濟效益、購置期刊之必要性、系所行政人力整合於學院合署辦公

之組織革新及國際化發展方向等，期以化危機為轉機之思維，朝產學合作

及發展軟實力等校務發展方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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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1年 9月 19日召開之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1(P.8)。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1、業於 101 年 9 月 27 日召開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完竣，通過「103 學年度增設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案，決議為:「本案之計畫書請提案單位依會中委員之意見

修正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2、生科院擬於 103學年度重提新設「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

學程」之申請案，因該案前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

度第 4次校規會及 101年 6月 6日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後

經教育部核定「緩議」。依提案單位說明其重提申請案之計

畫書，除將台聯大其他三校計畫部分加入外，並無實質之重

大變動。爰於 101年 10月 8日至 10月 9日以通訊投票徵詢

委員意見，不再對該案進行實質審查，經本會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同意核備，逕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二）法規委員會 
業於 101 年 10 月 9 日召開 101 學年度第 1 次法規委員會議完

竣，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本校各學

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行辦法

草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業於 101年 10月 8日日召開 101學年第 1次經費稽核會議完

竣，票選後由劉俊秀委員以 7 票當選為本屆召集委員。會中

決議事項如下： 

1、本學年續聘請輔仁大學會計系蔡博賢老師為本會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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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提供查核重點及方向等專業意見，協助本會相關稽

核作業。 

2、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暨獎勵補助」，援例請業務單位（頂尖計畫辦公室

及研發處）至本會報告經費使用狀況後，至校務會議報告。 

3、五項自籌收入由廖威彰委員、高文芳委員、徐保羅委員及

王克陸委員成立小組查核，並由廖威彰委員任小組召集

人，先就捐贈收入之收支情形續查核。請相關單位（如策

略發展辦公室等）提供近三年（98至 100年）之收支及節

餘款等資料提供本會委員。 

4、學程及專班部分，就 EMBA、電資院在職專班、管理學院科

技法律組、理學院應用科技組等專班收支進行查核，由謝

續平委員、馮品佳委員、吳炳飛委員及陳光興委員成立小

組查核，並由謝續平委員任小組召集人。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無。 

 

（五）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 

  本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提案計 5 案，業經 101 年 10 月 15 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本次校

務會議討論。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請參閱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主席裁示： 

一、請教務處參酌校務會議代表提出有關對教學反應問卷中平均得點，以

及學業成績分類統計之相關意見。 

二、有關本校學生學業成績之評定方式，是否參採等第制或等第與分數雙

軌制，請教務處研處並列為校務發展研討會之討論議題。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條文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依人

事室提案辦理) 

說  明： 

一、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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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第 38條修正條文(附件 2，P.9~P.13)，經教育部 101年 9月

24日臺高(三)字第 1010178694號函復「…請依大學法第 13條第

4 項規定，於組織規程中明定學術主管續聘程序。」(附件 3，

P.14~P.15)爰擬於修正條文第 1項增列院長續任規定及第 9項增

列系所主管續任規定。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

全文(附件 4，P.16~P.30)，以及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

通過之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附件 5，P.31)、101 學年

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附件 6，P.32)。 

三、本案業經 101年 10月 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附

件 7，P.33~P.3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5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

行辦法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為因應各單位於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通過

後，現任學術單位主管於任期屆滿前之過渡期應如何適用規定疑

義，爰明定現任各院系所單位主管任期依原規定至任滿為止，及

下一任學術單位主管之相關規定。 

二、檢附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

期施行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8，P.35~P.36)。 

三、本案業經 101年 10月 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 7，P.33~P.3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8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本校學則第 7、26、27條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轉校，擬於學則第 7條增列轉校依據。 

二、學則 26 條關於學生提前畢業規定之修正於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

務會議核定後報部備查，教育部 101年 6月 18日臺高 (二)字第

1010109106號函（附件 9，P.37）建議增列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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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逕博，擬於學則第 27 條增列跨校

逕博依據。 

四、本案業經 101 年 10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附件 10，P.38~P.39）。 

五、檢附本校學則第 7、26、27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11，P.40~P.50）。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四：103學年度增設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說明： 

(一)「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中，設立精緻化專業法學院為交

通大學重要方略之一。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0年成立以來，

已成為臺灣在智慧財產權及科技法律教育與研究的領導

者。在達成建置專業法學院之目標前，設置博士班有助於循

序深化課程教學與研究能量。若順利設置，將成為臺灣獨立

設置科技法律研究所之學校中，第一個成立的博士班。 

(二) 在校方大力支持下，2011 及 2012 年科技法律研究所共增聘

4 位具備生物醫學、生命科技、國際法、國際貿易專長的專

任教師，更禮聘輔卸任的司法院賴英照院長為講座教授，強

化教學與研究能量，在師資人數（11人）與學術條件上均已

符合設立博士班之要求。 

(三) 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2 年開始支援「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

法律組」之教學研究工作，已有十年指導博士生之經驗。「科

技法律組」學生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律師、法官及檢察官；

已畢業五名學生，均能受益於博士班教育而有助於生涯發

展，包括獲遴選為智慧財產法院創院法官、調升高等法院、

發表重要著作引領國家政策發展等。 

(四) 在領域專精化的趨勢下，法律專業人才雖多數具有碩士學

位，但繼續進修的需求有增無減。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可

提供對科技法律領域具備進階研究需求之高級文官、智慧財

產法院法官等司法實務界菁英進修管道，並培育具備分析、

制定與執行在地化法律政策之優質人才，以符合國家人力需

求。 



6 

 

二、教務處說明：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本案業經 101年 9月 7日科技法律研究所 101學年度第 2次所務

會議（附件 12，P.51）及 101年 9月 11日 101學年度管理學院

第 1次院務會議（附件 13，P.52）通過。 

四、本案業經 101年 9月 27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14，P.53~P.56）。 

五、檢附「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增設計畫書」（請另參附件 1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7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五：生科院擬於 103學年度重提新設「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之申請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上一年度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申請於 102學年度增設「跨領域

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由陽明大學負責送件，經教育部

核定「緩議」（附件 16，P.57~P.58），本年度已針對教育部

意見重新送申請案，並經生科系系務會議（附件 17，

P.59~P.60）及生科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18，

P.61~P.62）。 

(二)檢附本案計畫書（請另參附件 19）、計畫書變更說明（附件

20，P.63~P.65）及 102學年度教育部初審意見回覆說明（附

件 21，P.66~P.83）。 

二、教務處說明： 

(一)本校參與台聯大系統四校所提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

學程」，前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規會

（附件 22，P.84~P.85）及 101年 6月 6日第 4次校務會議

（附件 23，P.86~P.88）通過。該案由陽明大學代表向教育

部提出申請案，經教育部核定「緩議」。 

(二)本申請案經生科院確認，其計畫書除將台聯大其他三校計畫

部分加入外，並無實質之重大變動。 

(三)案內本校支援系所之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

條件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四)招生名額博士生 3名，建請生科院由院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 10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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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訊投票通過（附件 24，P.89~P.90）。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0票，不同意 0票) 

 
伍、臨時動議：無。 
 
陸、其他意見 

主席綜合裁示： 

一、有關代表提出是否得以修正放寬系所置副主管之規定及建置會計作業

電子化之相關建議，請人事室及會計室參酌。 

二、為配合近日國科會與教育部研擬通過之「計畫經費支用彈性案」，請

會計室及研發處召開相關會議訂定本校之支用規定，以加強內部控管

及健全經費核銷制度。 

 
柒、散會：15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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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請推選本校101學年度校務會議各

常設委員會委員 

前次會議推選出之本校 101學年度校

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名單，已公

布於秘書室網頁。 
秘書室 

二 
本校 101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提請同意。 

業己將 101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名單及簽核影本,移由權責單位會

計室辦理後續會務相關事宜。 

秘書室 

三 
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草案 

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及

「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業於 101年

9 月 27 日交大人字第 1011010248 號

函發布，並公布於人事室網頁。 

 

四 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 

本案經函報教育部，教育部 101 年 9

月 24日臺高三字第 1010178694號復

文，請本校明定學術主管續聘程序。

爰已另擬修正草案，將依程序提送法

規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再陳報

教育部核定。 

人事室

秘書室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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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9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謝漢萍、許千樹、李大嵩、黃世昌、周世傑、林寶樹(林甫俊代)、楊永

良、裘性天、盧鴻興、李威儀、石至文、李積琛、黃冠華、高文芳、莊

振益、翁志文、李耀坤、陳信宏(孟慶宗代)、張仲儒、徐保羅 、黃遠東、

陳永平、杭學鳴、陳紹基、王蒞君、劉柏村、冉曉雯、曾煜棋、李素瑛、

曾建超、徐慰中、曾文貴、陳俊勳、潘扶民、林志高、曾仁杰、劉俊秀、

黃華宗、張新立、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劉復華、郭良文、陳光興、

周倩、賴雯淑、馮品佳、許倍銜、張維安、魏玓、簡美玲、連瑞枝、黃

鎮剛、林志生、趙瑞益、柯明道、謝建文、陳明璋、廖威彰、鄭智仁、

伍道樑、柯慶昆、楊黎熙、林鈺凭、黃金婷、王冠翔、王偉庭、廖婷儀、

張哲彬、白芫銘、何富菁、陳炫燁、高誌宏、吳宗瑋(陳煒文代)【共計

76人】 

請假：林一平、林進燈、張翼、吳文榕、溫瓌岸、吳炳飛、莊榮宏、謝續平、

傅武雄、潘以文、黃興進、劉尚志、王克陸、張家靖【共計 14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黃世昆代)、圖

書館楊永良、人事室楊淨棻、人事室陳昱良 

記錄：柯梅玉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1.6.27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

務會議)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記錄確認。 

参、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1(P.9)。 

二、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遺留之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

則草案」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等 2議案，業列入本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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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臨時校務會議續予討論。 

肆、討論事項 

      

案由四：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依人事室提

案辦理) 

說  明： 

一、依大學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

主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本校現行組織規程有關學術單位主管任期、

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前已訂定「院系所主管選

聘準則」，並經 89 年 5 月 24 日 8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為提升院系所主管中長程發展之規劃、執行能力，修正

重點如下: 

(一)院長系所中心主管任期修正為三年。又續任程序與公開徵求

推薦聘任程序不同，刪除「其續任之程序亦同」之文字。 

(二)增列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規

定。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 16，P.39~P.52)。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6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通過(附

件 17，P.53~P.58)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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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 17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

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

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

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

得續任一次。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

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

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

數決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

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

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本校各學院院

長選聘準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

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

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

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

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

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

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

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

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

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

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

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

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以二至

四年為原則，得續任一次；

其續任之程序亦同。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

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

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

數決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

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

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

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

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

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

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

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

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

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

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

專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

一、依大學法第 13條第 4項

規定：「院長、系主任、

所長、學位學程主任與

副主管之任期、續聘、

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

程定之。」 

二、本校現行組織規程有關

學術單位主管任期、續

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前已訂定

「院系所主管選聘準

則」，並經 89 年 5 月 24

日 88學年度第 1次臨時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為

提升院系所主管中長程

發展之規劃、執行能

力，擬增列本校各學院

院長選聘準則、各系所

中心主管選聘準則規

定，爰依前開大學法規

定配合於組織規程中予

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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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

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會

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

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

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

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教授

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

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

主管任期三年，得續任一

次。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

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

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

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主

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 學系、研究

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

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

之，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

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

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

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

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

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

兼職務。 

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

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

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

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

育室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

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

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

項主管任期以二至四年為

原則，得續任一次；其續任

之程序亦同。主管選任、續

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單

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

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院、 學系、研究

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

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

之，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

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

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

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

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

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

兼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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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 17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節錄)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主管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

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

各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

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

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

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

主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

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

期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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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第13條 

 

第 13 條  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單獨設立

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系、所務。大學並得置學位學程主任，

辦理學程事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等學術主管，採任期制，其產

生方式如下： 

一、院長，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

聘請兼任之。 

二、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

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但藝術類

與技術類之系、所及學位學程之主任、所長，得聘請副教授級

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

所及學程，得置副主管，以輔佐主管推動學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

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二項之學術主管職務，得由外國籍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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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

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

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

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各院依其院長續任規定辦理

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

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

意後續任。若校長不同意，則

重新辦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

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

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

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

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

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

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

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訂定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

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

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系、

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

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

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

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

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

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以二至四年為原

則，得續任一次；其續任之程

序亦同。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

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

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

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

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

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訂定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

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

教學中心主任，由各系、所、

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

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

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

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

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

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

(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

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

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

學位學程單位會議代表之一定

一、本校各學院院長

選聘準則、各系

所中心主管選聘

準則，業經 101

年 6 月 27 日及

101 年 9 月 19 日

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 

二、本校函報 101年 9

月 19 日臨時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組織規程第三十

八條修正條文，經

教育部 101年 9月

24 日臺高(三)字

第 1010178694 號

函復，「…請依大

學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於組織規

程中明定學術主

管續聘程序。」爰

依部示，於第 1項

增列院長續任規

定、第 9項增列系

所主管續任規定。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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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

(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

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

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單位會議代表之

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

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

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主任由

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

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

管任期三年，有續任意願者，

得續任一次。任期屆滿七個月

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

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

鑑通過，並經校長同意後續

任。若校長不同意，則重新辦

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個月內

完成為原則。主管選任、續聘

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

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

通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主

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置

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

薦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之

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

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

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

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屆滿

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

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

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主任由各

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

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

管任期以二至四年為原則，得

續任一次；其續任之程序亦

同。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

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

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

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

薦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之

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

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

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

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屆滿

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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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則 

(制訂依據) 

第  一  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交

通 大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宗旨) 

第  二  條    本大學秉承「知新致遠，崇實篤行」之校訓，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服務

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提升人類文明為宗旨，並受學術自由之保障，在法律規定

範圍 內，享有自治權。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組織系統) 

第  三  條    本大學之組織及其層次，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其變更

須 經校務會議之決議。 

(校長) 

第  四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並執行校務會議之決議，對

外代表本大學。 

(副校長) 

第  五  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之設立)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術單位：  

一、理學院。  

二、電機學院。  

三、資訊學院。 

四、工學院。  

五、管理學院。  

六、人文社會學院。  

七、生物科技學院。  

八、客家文化學院。  

九、光電學院。 

十、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通識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各學院得

置副院長至多二人；專任教師人數達三十人者得置一人，專任教師人數七十人以

上者得置二人。 各學院設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人文社會學

院設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設通識教育中心及藝

文中心。 



19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各學系、所設碩士班及博士班且專任教師人數達四十人以上者，得置副主任(副 

所長)一人。 各學士班、專班及學位學程，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且經行政

會議通過者，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務。 通識教育委員會所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辦理中心事務。 人文社會學院所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事務，其組織及

運作辦法另定之。 

體育室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置主任一人，辦理室務；必要時得另聘運

動教練。 

各學術單位及其所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其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

立 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一級行政單位)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一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綜理教務及推廣教育事宜；置副教務長一人，

輔佐教務長推動業務。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以下簡稱學務長)一人，綜理學生事務、輔

導事宜；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輔佐學生事務長推動業務。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綜理總務事宜；置副總務長一人，輔佐總務長

推動業務。 

四、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宜；置副研發長一

人， 輔佐研發長推動業務。 

五、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以下簡稱國際長)一人，綜理國際事務相關

事 宜；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輔佐國際長推動業務。 

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綜理教學研究資料蒐集並提供資訊服務。  

七、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事宜。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綜理人事事宜。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綜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宜。  

十、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提供計算機與網路相關服務

事宜；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輔佐主任推動業務。 

十一、環保安全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校園環保、公共安全及實驗場

所 安全衛生事宜。 

十二、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襄助校長綜理分部校務。 除第十二款之

台南分部外，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單位)者，各組、中心(單位)各

置組長或主任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台南分部置總管理處

處長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學生事務處另設軍訓室，負責

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 教學，並處理學生事務相關事項。置主任一

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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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大學為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設立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本大學設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為一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事

務。分組者，各置組長一人。另得視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另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並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經教育部核定置相關人員員額者，據以辦理之。 各

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第三章 會議與委員會 

(校務會議之地位) 

第  九  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之組成) 

第  十  條    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九十人為原則，由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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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通識教

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教師代表（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含行政

人員、 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工友)、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組成。

必要時得由 校長指定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之執行協調單位為秘書室，執行秘書為

主任秘書。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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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票選代表產生方式及任期) 

第 十一 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各類票選

代 表，其產生方式、人數、分配比例等辦法另定之。 

(校務會議之召開) 

第 十二 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或經校務代表五分之

一 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之任務) 

第 十三 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

體育室、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國際事務及其他相關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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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第 十四 條 校務會議設常設委員會，委員會名稱、任務及組成如下：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一)任務為規劃校務發展事宜及審核預算之編列及執行。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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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各學院、不屬學院之

所有教學中心與專班及其他單位，每二十五位教師推選一委員(不足 二

十五人之尾數得增選一人)及由學生聯合會推選學生代表三人組成。 本

會以校長為召集人。 

二、法規委員會：  

(一)任務為研議全校性法規事務。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不含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學 

生代表推選產生一人及校長聘請校內人士二人組成。召集人由校長就委

員中聘任之。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任務為稽核各項經費之運用情形。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生八 

人，另一人由校長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經或會計專 

長之教師擔任。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一)任務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副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

全體教授代 表中推選六人、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

遴聘二人擔 任。本會以校長為召集人。 

五、程序委員會： 

 (一)任務為策劃及審議校務會議各項提案。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 十

人。本會以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及決議事項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或提案。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定之。 

(校務會議其他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設置) 

第 十五 條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各

種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名稱、任務及組織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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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討論及議決校務行政策略及重要事項。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分部主任、各學院院長、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學生聯合會代表二人組成之，以

校長 為主席，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其他列席人員。 

本大學另設擴大行政會議，由校長視需要召開並主持之。出席人員除前項所

定 人員外，亦包括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行政會議及擴大行政會議之執行協調單位為秘書室，執行秘書為主任秘書。 

行政會議下設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及校務基金募款委 

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政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 

（教務會議） 

第 十七 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由教務長、學務長、

研 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學系(學士班)主任、

各 研究所所長、各專班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各教學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軍訓 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

代表三 人組成之，以教務長為主席。教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各

學院院長 就各學院教師、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心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教務會議設課程委員會、教學評鑑委員會及推廣教育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

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教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學生事務會議) 

第 十八 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學務長、

教 務長、總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計主任、

體育 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教

師代表 各一人及學生代表六人(研究生至少二人)組成之，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學生事務 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遴選擔任之。 

學生事務會議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

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學生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總務會議) 

第 十九 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由總務長、學務長、

國 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中 心主任、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職員代表二人及學生代

表三人 組成之，以總務長為主席。總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及工友代表列席。教師

代表由各 學院院長各遴選二人、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心與專班遴選一人擔任之。

職員代表由 人事室主任遴選二人擔任之。 

總務會議設交通管理委員會、餐飲管理委員會及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

時 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總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研究發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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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學術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由研發

長、 教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電子與資訊研究

中心中 心主任、各學系(學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師代

表若干人 組成，以研發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聘一人擔任之。 

研究發展會議設研發策略委員會、研發常務委員會、跨領域研究中心評議委

員 會、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

專案 小組，處理研究發展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國際事務會議)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國際長、

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三人(含外籍

生代 表及僑生代表各 1 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際事務處所屬單位各單

位主管列 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國際事務會議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國際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等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獨立之研究所、室及教學中心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視同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

推 選教授代表若干人組成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院級教

師評 審委員會由院長(主任委員)及各系級單位直接或按教師人數比例推選教授

或副教授 代表若干人組成之，由院長(主任委員)或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系級

教師評審委 員會由系主任（所長）及推選之教授或副教授代表若干人組成之，由

系主任（所長） 或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職掌及評審程序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各院級與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準則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定之；其設置辦 

法，由各院、系（所、室、教學中心）務會議，依前述設置準則定之。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分別評審有關職員、約用人員

及 技工、工友之遴用、升遷、考核、獎懲、資遣等及其他重要人事規章事項。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組成與職掌，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

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其評審作業程序，由各該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

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各學院、所有不屬學院之教學單位、本校教師會及本

校 校友會各推派一人，並由校長遴聘之教育學者一人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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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少於總額之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

員互選 產生之。另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由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視需要薦請校長

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二人為限。臨時委員之任期，以各該案之會期為限。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組成及評議程序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涉及其權益決定

不服之申訴。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職工申

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及評議辦法由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

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各學院及所有不屬學院之教學單位各推選教師代表二

人，學生自治組織推選學生代表五人（大學部三人、研究所二人）組成之，任一

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之。另得就申訴個案

之性質，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視需要薦請校長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兩人為限。

臨時 委員之任期，以各該案之會期為限。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對申訴之評議辦法由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其組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須定期向校務會

議 報告其規劃與執行情形。 

(其他校級委員會之設置)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招生委員會處理招生事宜，校園倫理委員會處理校園倫理事宜，校園公

共安全委員會處理校園公共安全事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事宜，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處理國際化事宜。必要時並得設其他校級委員會，協

助處理相關校務。 

各種校級委員會之組織及任務，由有關單位或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 過後實施。 

(院務會議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討論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

展計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

章程， 由各院院務會議定之，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於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定之。 

(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室、教學中心會議) 

第 三十 條    本大學各學系(學士班)、各研究所、專班、各學位學程、體育室、軍訓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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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中心，設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室及教學中心會議，討論及議

決其 單位之教學、研究、學生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代表之組成方式，由各該

單位會議定之。 

(館、室及中心會議)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各館、室及中心得設館務、室務或中心會議，討論及議決各館、室或

中心之有關事項。以各館、室及中心主管為主席。 

各館、室及中心得設諮詢委員會，討論及議決各館、室或中心發展之有關事

項。其組織及任務另定之。 

(會議及委員會議事規則之擬定) 

第三十二條 本章所列各種會議及委員會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為原則，必要

時由各該會議或委員會另定之。 

 

第四章 各級主管 

 (校長之產生)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二十

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學校代表：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六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校長之任期及續任)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任一次；其任期自學期起聘為原則。 本大學現任

校長不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前十二個月向校務會議表明之。對於擬續任之校

長，在任期屆滿前十二個月，由本大學成立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進行校長滿意

度調查並參考教育部之校長續聘評鑑報告，彙集整理後向全校報 告，並辦理續任

投票。前述投票由全校專任教師採不記名方式為之，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同意續任。 

現任校長若未獲同意續任，應即依本規程第三十三條進行遴選作業。校長續

任事務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由校務會議定之。 

 (校長之去職) 

第三十五條 校長因重大事由，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向校務 會

議提出免職案。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長出缺之代理) 

第三十六條 校長因重大事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或新任

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或不能就任時，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教

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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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出缺之職務代理順位為：第一職務代理副校長、第二職務代理副校長、

第 三職務代理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副校長之選任)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就教授中提名，或以契約方式進用具有教授資格之校

外 人士，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聘任之。其任期

以配 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其續任之同意程序與新任相同。副校長應於新任校長

就任時 去職，不受任期之保障或限制。 

各副校長之職務代理順位，由校長指定之。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主管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各院依其院長續任規

定辦理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意後續任。若

校長不同意，則重新辦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

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

各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

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

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三年，有續任意願者，得續任一次。任期屆

滿七個月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鑑通過，並經

校長同意後續任。若校長不同意，則重新辦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個月內完成為

原則。 

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

通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

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



27 

 

期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行政單位主管之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圖書館館長、主任秘書及分部主

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本大學總務長，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亦得由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

人 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及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 

前三項中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以配合主

管 之任期為原則。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之選任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

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 

藝文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或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 員兼任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分組組長、中心主任及總管理處處長，由助理教授以

上 教師或教學、研究人員或其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資格選任) 

第 四十 條   本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任遴選委員若干人，就副教

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所屬分組組長，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選任、任期、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

各該研究中心及機構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一級單位會議通過後實施。各研究中

心及機構依其辦法產生主任人選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章 教師與職員 

 (教師之分級及講座、特聘教授等及助教之設置)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及服務。

講師之授課以大學部為限。各級教師之聘任資格及服務辦法由校務會議依相關法

律訂之。 

本大學得設講座教授、特聘教授、榮譽教授及榮譽退休教授；其辦法由校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得置助教，協助教學與研究之相關工作。 

 (教師之聘任)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初聘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 徵聘資訊，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評審辦法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之。 

各院、系（所、科、室）之教師評審辦法，由各該院、系（所、科、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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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評審委員會訂之，並經各院級會議通過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校級教師評審辦法，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教師權利與義務)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

訂 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教師之升等)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各級教師之升等，依各級教師評審辦法及評審程序辦理之。 

 (教師之聘期)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教師採聘期制，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各級教師之續聘及長

期 聘任資格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相關法律訂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各級教師於聘期屆滿時，未取得長期聘任資格且未獲續聘者，即依相關法規

辦理。 

 (教師之退休及延長服務)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教師之退休依相關法規辦理。副教授及教授屆滿法定退休年齡，非經各 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通過，不得延長其服務年限。 

(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第四十七條 本大學教師於聘任期間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並依序經

其所屬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系級單位會議、各該院級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議決，不得解聘、停聘、不續聘。 

前項系級單位會議議決須經各該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各級教師

評 審委員會議議決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

以上之 同意。 

 (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第四十八條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研究人員分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 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依相關

法規定之。 

 (教職員員額編制) 

第四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

送 考試院核備。 

本規程所稱職員，係指專門委員、秘書、編纂、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組員、社會工作員、技士、技佐、佐理員、辦事員、書記。 本大學得置醫師、藥

師、營養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六章 學生事務 

(學生資格、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推廣教育) 

第 五十 條    本大學學生之入學資格、休學、退學、成績考核、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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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有關事項，由本大學學則規定之。 

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本大學得辦理推廣教

育，以修讀科目或學分為原則。其實施辦法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訂之。 

(學生自治團體)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學生得組成及參加各種學生自治團體，參與與其學習、生活與權益相

關 之校務。 

本大學以「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聯合會」為最高學生自治團體，負責本大學所

有 學生自治團體有關自治活動之推動及協調等 事宜；其組織章程經學生事務會

議核 備，其輔導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後，送校務會議核定，並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本大學學生為學生聯合會當然會員，學生聯合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本大學

應 依學生聯合會請求代收會費。 

其他各種學生自治團體之設置辦法、組織及運作方式，經相關學生團體成員

訂 定並投票同意，依其所屬院、系(所)層級，送請院、系(所)核備後實施。 

(學生對校務之參與) 

第五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聯合會依民主原則選舉代表，得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  

三、行政會議。  

四、教務會議。  

五、學生事務會議。  

六、總務會議。  

七、國際事務會議。  

八、法規委員會。  

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一、其他與學生學業、生活、獎懲及社團經費與輔導之有關會議。 

學生參與各種會議之方式及人數，依本規程有關條文及各有關會議相關辦法

之規定。 

學生聯合會應訂定出列席各種會議代表之選舉辦法，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

實 施。 

 (學生之獎懲) 

第五十三條   學生獎懲委員會得依學生獎懲規定給予學生獎懲。 學生獎懲規定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七章 附則 

 

(教師升等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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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

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舊規章過渡規定) 

第五十五條    本大學現行各種單行規章，與大學法或本規程未牴觸部分仍繼續適用至其完

成 修訂為止。 

(生效規定) 

第五十六條    本規程由本大學法規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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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 

101年 6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新設學院之院長由校長直接選聘或由學校組織委員會遴選，並得依本準則規定

續任。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院長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各院依其院長續

任規定辦理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院長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意後，

得續任一次。 

第三條  各學院選聘院長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人士擔任。

委員會由七至十三人組成，其中五分之三為該學院內推舉教師代表，其餘由校長敦

聘之。學院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 

現任院長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第五條  院長於任期中，得由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單位全體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院長職務。 

第六條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之選聘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各學院院長之規定方式

辦理。 

第七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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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新設各系、所、教學中心單位主管（以下簡稱系級單位主管）由所屬學院之院

長會同校長直接選聘。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單位主管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各系級單位主管有續任意願者，應於

任期屆滿七個月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鑑通過，

並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評鑑辦法由系級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三條  各系級單位選聘主管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院長擔任之。經院長

推薦，校長得聘任系外委員若干人，以不超過委員總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各系級單

位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及運作辦法，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

議通過實施。 

現任系級單位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即辦理遴選相關作

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第五條  各系級單位主管於任期中，得由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單

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系級單位主管職務。 

第六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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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1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紀錄 
 

時間：101年 10月 9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許千樹副校長 

出席：林進燈教務長(鄭裕庭副教務長代理)、裘性天主任秘書、王冠翔委員、

李威儀委員、李素瑛委員(莊榮宏教授代理)、黃遠東委員、劉尚志委員、

杭學鳴委員、曾仁杰委員、劉復華委員、簡美玲委員、林志潔委員、陳

秋媛委員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陳昱良先生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其他報告 

101 年 6 月 15 日召開之 100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業於

101年 6月 15日寄予本會委員確認，計有 12位委員回覆(100學年度

委員 14人)，同意 12人，不同意 0人，爰經半數以上同意確認。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依人事

室提案辦理) 

說  明： 

一、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組織

規程第 38 條修正條文(附件 1，P.2~P.6)，經教育部 101 年 9 月

24 日臺高(三)字第 1010178694 號函復「…請依大學法第 13 條第

4項規定，於組織規程中明定學術主管續聘程序。」(附件 2，P.7~P.8)

爰擬於修正條文第 1 項增列院長續任規定及第 9 項增列系所主管

續任規定。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3，P.9~P.22)，以及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之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附件 4，P.23)、101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附件 5，

P.24)。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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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第一項及第八項於「…(並)經校長同意後續任。」後增訂「若校

長不同意，則重新辦理遴選。」之文字。(同意增訂 9票，同意

維持原修正條文 3票) 

二、第八項於「…任期三年」後，增訂「有續任意願者」之文字，條

文修正為「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三年，有續任意願者，

得續任一次。」(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三、於決議一第一項及第八項通過增訂之文字後，增訂「續任作業於

一個月內完成為原則。」(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四、刪除本案原說明二「本案如經校務會議通過擬自 101年 8月 1日

生效。」 

*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6(P.26~P.39)。 

 
参、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施行過渡期之準則，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本案請人事室依委員意見，於會後擬訂完整之提案內容，並經法

規委員通訊確認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9票，不同意 0

票) 
 
*人事室於會後提供之提案案由、說明及附件資料如下: 

案  由：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

行辦法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為因應各單位於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通過

後，現任學術單位主管於任期屆滿前之過渡期應如何適用規定疑

義，爰明定現任各院系所單位主管任期依原規定至任滿為止，及

下一任學術單位主管之相關規定。 

二、檢附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

期施行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7，P.40~P.41)。 
 

肆、散會：1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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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行辦法

草案逐條說明表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現任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中心

主管任期尚未屆滿者，任期依其原規定至任

滿為止；任期屆滿前，各依本校「各學院院

長選聘準則」、「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及修正後院長、系所中心主管遴選相關規定

辦理遴選，其任期重新計算。 

一、為協助各單位適用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

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學術單位主管

任期相關規定，爰明定現任各院系所單位

主管任期依原規定至任滿為止。 

二、另為求適用公平性，其本屆任期任滿前，

應依新法及各院系所依新法修正後之規

定辦理遴選，任期重新計算。 

第二條  現任院長任期距屆滿少於九個月或

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距屆滿少於六個月

者，應即依修正後規定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依修正後新法規定，現任院長任期屆滿九個月

前、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應辦

理遴選相關作業。如現任院長任期距屆滿少於

九個月或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距屆滿少於

六個月者，應即依修正後規定辦理遴選相關作

業。 

第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本辦法訂定程序。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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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行辦法

草案 

 

第一條  本校現任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中心主管任期尚未屆滿者，任期依其原

規定至任滿為止；任期屆滿前，各依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各

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及修正後院長、系所中心主管遴選相關規定

辦理遴選，其任期重新計算。 

第二條  現任院長任期距屆滿少於九個月或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距屆滿少於

六個月者，應即依修正後規定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第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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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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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10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 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10月04日(星期四) 中午12:10 ~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進燈教務長  

出席：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學系(學

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專班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各教學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 

列席：教務處各級主管、成績修改教師 

記錄：許家菻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四、學則第 7、26、27 條修正案，請討論。（註冊組） 

說  明：擬修正之對照及說明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

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

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

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所

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位

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

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並

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第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

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

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

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

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

位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

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

並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增列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之學生轉

校依據。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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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

辦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轉校依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

定」辦理。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

辦理。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

業依據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辦理。

前揭要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

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

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

點」辦理。 

依教育部建議辦

理。 

第27條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之碩士班研究生、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

者，得依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讀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

業要點」，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

書。 

第27條 碩士班研究生及學士班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

力者，得依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

士學位辦法及本校之作業規定，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

書。 

增列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之學生逕

博之依據。 

決  議：照案通過。 

 

参、臨時動議： 無。 

 

（散會：14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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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則第 7、26、27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

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

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

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

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

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

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

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

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

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

前三項規定辦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

學生轉校依「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學生轉校規定」辦理。 

第 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

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

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

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

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

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

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

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

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

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

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

前三項規定辦理。 

 

增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

轉校依據。 

第 26 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

前畢業依據本校「修讀學

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作業要點」辦理。前揭要

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 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

前畢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

畢業作業要點」辦理。 

依教育部建議辦理。 

第 27 條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之碩士班研究生、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

異並具研究潛力者，得依

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士學

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讀

第 27條  碩士班研究生及學

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

並具研究潛力者，得依據教

育部頒逕修讀博士學位辦

法及本校之作業規定，申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增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

逕博之依據。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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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申

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

服務機構之同意書。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服

務機構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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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100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0年 9月 23日） 

101年 1月 10日臺高 (二)字第 1000236226 號函備查 

100學年度第３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0年 12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４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1年 3月 8日） 

100學年度第４次校務會議核定（101年６月６日） 

101年 6月 18日臺高 (二)字第 1010109106 號函備查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學籍、成績及畢業等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

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依所修讀學位分三種，分別為：學士班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及博士班研究生，各種新生

之招生，悉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本校相關招生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僑生得依據教育部發

布之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分發或申請入學，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接受外國學生修讀學位及選

讀學分辦法申請入學，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轉 學 考 試 

第三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依規

定不得招收轉學生。 

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大學招收轉學生共同注意事項」擬定招生簡章辦理之。 

保留入學資格 

第四條 新生符合下列條件，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1. 因重病住院或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 

2. 參加教育實習。 

3.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 

4.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者。 

保留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法令另有規定者從之。 

因重病、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者須檢具醫院出具之證明書或子女出生證明;因參加

教育實習或法令規定申請者須檢具有關證明或有關法令，於應入學當學期註冊前，向教務處註冊

組申請，經核准保留入學資格者，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入 學 

第五條 新生及轉學生除依第四條規定辦理保留入學資格者外，應於規定日期來本校辦理報到並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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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手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有兵役義務之新生或轉學生入學時，請依兵役相關法令申請緩徵或

儘後召集。 

第六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須繳交學籍記載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學籍記載表記載學生之學籍資料，由

本校永久保存。 

學生之姓名(含字形)及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

符者，應即更正。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須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件，至註冊組辦理。 

轉 系 所 (組) 

第七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

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

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

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辦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轉校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辦理。 

第八條 學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向註冊組申請，學士班轉系（組）審核依本校

各學系招收轉系學生審查要點及本校各學系學生轉系審核辦法辦理。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轉主修系所（組）學位學程須經轉入與轉出系所（組）學位學程審核同意，

送教務處核定。 

經核准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學生於錄取公告後一週內可申請放棄轉系所。 

第九條 各學系辦理學士班學生轉系，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二

成為度。 

研究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之名額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 

繳 費 

第十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於註冊前公佈之。 

註 冊 

第十一條 每學期開始，學生須如期到校註冊，因故未能於開始上課後三天內完成註冊者應請假申請延期

註冊，延期註冊以開始上課後兩星期為限，逾期未完成註冊者，即令退學。教務處做成退學處

分前，應通知被退學學生，給予學生於一週內向教務處提書面意見之機會。 

休 學 

第十二條 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休學者，須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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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檢具證明，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

長核准後，得延長休學一學期或一學年。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延長休學超過一年者，須經教

務會議審議通過，學生休學年限，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俟服役期滿，於法定期限內，

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學生因懷孕、分婏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醫院出具之證明書或子女出生證明，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除碩博士班研究生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外，學生在學期中申請該學期

休學，須在學校行事曆所定之學期考試開始前辦理完畢。 

復 學 

第十三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但學期中

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者，本校得輔導復學生至適當學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肄業。 

退 學 

第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1.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2.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3.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4.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應修科目與

學分者。 

5.自動申請退學者。 

6.修讀碩、博士學位學生，依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修業規章規定未通過者。 

7.除僑生等特種生以外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連續兩次(註:休學前後兩學期算連續)或累計三次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或除身心障礙學

生以外之特種生連續兩次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

學分數三分之二者。 

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未高於九學分者不受此限。 

特種生包含外國學生、僑生、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學生、身心障礙學生、運動成績優良甄

審學生等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喪失手冊者仍繼續適用延長修業

年限四年及不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8.符合本學則其他條文規定應予退學者。 

教務處做成本條文第二項退學處分前，應通知被退學學生，給予學生於一週內向教務處提書

面意見之機會。做成本條文第三項退學處分前，應通知學生所屬系所，由系所給予學生提出

書面意見機會後，回報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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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退學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十六條 應予退學學生得向學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而退學者，不得發給任何

修業證明文件。 

第十七條 學生在學期中退學、休學者，其已繳各費(需檢具收據)之退費事宜，悉比照教育部發布之退費

標準辦理。 

開除學籍 

第十八條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證明文件入學者，應開除學籍。 

前項情形如在畢業後始被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報教育部公告取銷其畢業資格。 

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專案報請教育部備查。 

申訴條款 

第十九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得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在規定期限內提起申訴，申訴

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除不得發給

學位證書外，其餘學籍事項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二十條 前條之申訴經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未獲救濟者，亦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

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然違法或不當時，本校將另為處分。 

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學生，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予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休學期限除服役時間另計外以一年為限。 

第二十一條 學生經校內提起申訴，最後評議結果維持原處分應予退學者，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

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其離校日期之認定及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之冊報，

以校內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為限。 

選 課 

第二十二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表，於每學期選課、加、退選規定

期限內辦理完竣，並須經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之核准，送教務處課務組

登記。同一時段內不得修讀兩個科目(重修者得依另法規範)，如經發現，兩科目成績均以零

分計算。選修他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科目，須經有關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

學程主任)核准。 

選修他校課程須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選修暑期課程須依照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校學生選課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選課作業辦法」辦理。 

修業期限及應修學分數 

第二十四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之修業期限均為四年。應修學分總數，

除體育及軍訓(護理)另計外，不得少於 128學分。各系（學位學程）如提高其應修學分數，

以 20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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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在此範圍內各系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得依其特性需要，另行規範最低修業期限。 

碩、博士班究生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須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自行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明列於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研究生修業規章並實施

之。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學生適用畢業學分之應修科目，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認定。 

在職進修研究生之修業年限得增加一年。 

延長修業 

第二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除身心障

礙學生得延長四學年外，最高不得超過二學年，降級轉系者，其在二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

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期限併計。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學系應

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予免註冊，辦

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修一個科目。 

核准降級轉系學生之延長修業年限，比照前兩項辦理。 

研究生未能於修業期限內修足應修學分並通過學位考試者，應予退學。 

提前畢業 

第二十六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辦理。前揭

要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二十七條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碩士班研究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者，得

依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書。 

研究生畢業論文 

第二十八條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應在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時間內，商承指導教授及

系主任（所、專班、學位學程）選定畢業論文之題目，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 

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及選任等相關事項，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研

究生修業規章中。 

課程學分 

第二十九條 本校課程按學分計算，凡需課外自習之課程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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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每週上課二小時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學期限修學分數 

第三十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學期限修學分數，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

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但特別情況經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者不

在此限。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其應修學分數由所屬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參照

前項規定決定之。 

抵免學分 

第三十一條 本校學生在開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申請得酌予抵免，新生或轉學生並得視抵免

情形予以提高編級。 

抵免學分之申請及審查悉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成績計分法 

第三十二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行二種，均採百分法核計，以 100分為滿分，修讀學士班課程、教育學

程課程及學士班修讀碩士班課程以 60分為及格，研究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以 70分為及格。

操行成績全校學生均以 60分為及格。 

學業成績考評得採「通過」、「不通過」之方式考評，此等課程由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相關會議訂定後交註冊組辦理。 

學業成績 

第三十三條 學生學業成績，分平時成績與學期測驗成績。學期測驗成績與平時成績合併核計(其比例由授

課教師自訂，並於學期初向學生說明)，為該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填入成績計分單，並

於教務會議規定之期限內送教務處註冊組。 

教師更改成績 

第三十四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但如屬教師之失誤，有遺漏或錯誤者，

由原任課教師以書面提出申請，經該課程所屬學系系主任 (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

院長（或組召集人及教學中心主任）同意，教務長核定，始得更改。若有改變及格狀況者，

由教務長召集教務會議決定之。 

教師提出更改成績之申請期限由教務會議訂定。 

學期成績 

第三十五條 學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各科目學分數乘該科目學期成績之積為該科目積分。該學期所修習各科目學分之總和為修習學

分數。修習學分數除該學期修習各科目積分總數之商為該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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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修科目之學分及成績不併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但併入畢業學分及畢業成

績內計算。 

重覆修習業已及格之科目，再修之學分及成績均不予採計。 

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或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

數內計算，亦不列入畢業學分及畢業成績計算。 

畢業成績 

第三十六條 各學期修習學分數與暑修學分總數之和除各學期各科目積分總數與暑修各科目積分總數之和

之商為學業平均成績。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連續課程 

第三十七條 分兩學期(含)以上授課之科目，各學期間之內容有前後次序者，非經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及任課教師之同意，不得顛倒修習；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如經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及授課教師同意，得准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 

前項連續性之課程，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訂定公佈之。 

學期測驗請假 

第三十八條 學生因重病(須經公立醫院證明)或親喪大故，不能參與期末考試者，須辦理請假手續，補考

事宜由任課教師處理。 

考試作弊 

第三十九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除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外，並提請學務處按校規處理。 

入學考試違反考試公平性，情節重大經招生委員會查證屬實者，取銷錄取資格，入學後始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 

本校學生協助他人考試作弊者，提請學務處依校規處理。 

修讀輔系、雙主修 

第四十條   本校學生修讀輔系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 

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學生修讀他校輔系、雙主修須依本校「辦理跨校輔系辦法」、本校「辦理跨校雙主修辦法」

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生出國 

第四十一條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在學役男申請出國或進入大陸地區須依照內政部發布之役男出境處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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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辦理。 

學生以事假或公假出國者，期限以六星期為限；奉派出國實習者，期限以三個月為原則；經遴

選、推薦或奉派出國進修研究者以一年為限，但無兵役義務之博士班研究生得再延長六個月，

無兵役徵集問題之學生於進修期間得辦理休學。 

學生因經遴選、推薦或奉派出國研究或進修者，其於出國期間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院校所

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各系所酌予採認。未辦理休學者，其出國進修期間列入修業年限計算。 

學生出國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或逾期未返校者，依本校學務章則等相關法規處

理。 

學生出國時，有關支領、停發或賠償公費或獎助學金、或有其他本學則未規定事項，另依有關

法規之規定辦理。 

請假與曠課 

第四十二條 學生因事不能上課者，須事前向任課教師請假，病假得於事後一週內提出醫生證明補行申請。 

一學期請假逾六週者該學期應令休學。 

第四十三條 學生未經准假或請假已滿未行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授課教師得以學生請假與曠課之情

形扣分。考試曠考者，該次考試以零分計算，並以曠課論。 

畢 業 

第四十四條 本校學生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即准予畢業。 

1.學士班學生修滿本校規定期限(或符合提前畢業規定)、必修科目均及格且修滿應修學分

數，操行各學期亦均及格者。 

2.碩(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期限內完成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並通過該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規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提出碩(博)士論文並通過碩(博)士學位考試者。碩(博)

士學位考試依據本校碩(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辦理之，其作業規章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核定。 

第四十五條 學生之畢業資格通過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初審及教務處複審者，由本校發給學位證

書並授予其應得之學位。 

各級學位名稱，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雙重學籍 

第四十六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具跨校雙重學籍。 

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依據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辦法辦理，並符合教育部頒之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註冊修讀學位者，以退學處分。 

附 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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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四十八條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得依據需要及有關法規增訂該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修

業規章。 

第四十九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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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9月 2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徐保羅教授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李大

嵩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林寶樹

主任、楊永良主任委員、陳信宏院長、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盧

鴻興院長、張新立院長(姚銘忠副院長代)、郭良文院長、黃鎮剛院長、

張維安院長、柯明道院長、黃遠東委員、劉柏村委員、徐保羅委員、

陳永平委員、杭學鳴委員、王蒞君委員、謝續平委員、李素瑛委員(莊

榮宏教授代)、陳志成委員、林清發委員、韋光華委員、黃華宗委員、

白啟光委員、任維廉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李秀珠委員、

何信瑩委員(柯立偉助理教授代)、王雲銘委員、李美華委員、林伯昰

委員、陳明璋委員、廖威彰委員、王偉庭委員、張哲彬委員、吳宗瑋

委員 

請  假：張翼研發長、洪志真委員、趙天生委員、江進福委員、金大仁委員、

韓復華委員、曾成德委員、馮品佳委員、莊雅仲委員 

列  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營繕組楊黎熙組長、綜合組

張漢卿組長(李秀玲專員代理)、科技法律研究所倪貴榮所長、王立達

副所長、林欣柔助理教授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本校增設或調整系所等議案之計畫書，應有充足時間提供相關單

位主管或委員詳細審閱，其涉及員額、招生名額、空間等重要事

項，更須事先協調討論並有周詳規劃。爾後各單位應配合相關會

議期程及早規劃，避免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 

(二)特別感謝本學年度徐保羅執行秘書於會議前提供對於「增設科技

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具體且寶貴之審核意見。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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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進行中或規劃籌建之重大工程案，如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

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興建案、人社三新建工程及前瞻跨領域生醫

工程大樓等相關工程規劃事項，應依程序提送相關會議討論，期

集思廣益並妥為規劃。 

(四)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應強化對校園整體規劃、環境綠

化景觀等事項之審核及規劃，以發揮委員會之功能。 

(五)各館舍應責由相關人員負責檢查各空間之照明、空調等設備是否

關閉以節約能源。 

(六)本校在近期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 QS公布「二○一二世界最佳

大學排名」中，生師比項目之評定成績不佳，未來各系所應研議

以多元方式如合聘師資等，以降低生師比。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1年 5月 17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4~P.5)。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業於 101年 6月 21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

員會完竣，決議事項詳參會議紀錄（附件 2，P.6~P.8），重要決議報

告如下： 

(一)同意資管所與財金所擬懸掛帆布廣告於指定定點 D-十三宿舍外

牆，申請懸掛期限為 101年 8月 1日 至 101年 10月 31日。 

(二)同意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擬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

舍西側外牆，申請懸掛期限為 101年 7月 1日 至 101年 9月 30

日。 

(三)光復校區人社三館建築立面景觀審議及臨環校道路旁現有 4株榕

樹移植案，立面、量體造型、色彩計畫與樹木移植計畫原則同意；

未來在空間區隔、材料使用、夜間照明、館舍名稱位置及設置等

細節，請總務處與建築師做更詳細的考量與斟酌。 

(四)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基地內樹木移植暨立面景觀

審議案，本案立面、量體造型、色彩計畫與樹木移植計畫原則同

意。 

(五)光復校區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建築立面景觀審議案，基於本案已

報新竹市政府都市審議通過，本案立面、量體造型、色彩計畫與

景觀計畫原則同意；但針對量體厚度、玻璃材質清潔維護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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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請總務處與建築師做更詳細的考量與斟酌。 

 

四、本校博愛校區規劃簡報 

主席裁示：校內工程之規劃及進行亦應求程序之完備。 

 

貳、討論事項 

案  由：103學年度增設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說明： 

(一)「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中，設立精緻化專業法學院為交

通大學重要方略之一。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0年成立以來，

已成為臺灣在智慧財產權及科技法律教育與研究的領導者。

在達成建置專業法學院之目標前，設置博士班有助於循序深

化課程教學與研究能量。若順利設置，將成為臺灣獨立設置

科技法律研究所之學校中，第一個成立的博士班。 

(二) 在校方大力支持下，2011及 2012年科技法律研究所共增聘 4

位具備生物醫學、生命科技、國際法、國際貿易專長的專任

教師，更禮聘輔卸任的司法院賴英照院長為講座教授，強化

教學與研究能量，在師資人數（11人）與學術條件上均已符

合設立博士班之要求。 

(三) 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2 年開始支援「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

法律組」之教學研究工作，已有十年指導博士生之經驗。「科

技法律組」學生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律師、法官及檢察官；

已畢業五名學生，均能受益於博士班教育而有助於生涯發

展，包括獲遴選為智慧財產法院創院法官、調升高等法院、

發表重要著作引領國家政策發展等。 

(四) 在領域專精化的趨勢下，法律專業人才雖多數具有碩士學

位，但繼續進修的需求有增無減。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可

提供對科技法律領域具備進階研究需求之高級文官、智慧財

產法院法官等司法實務界菁英進修管道，並培育具備分析、

制定與執行在地化法律政策之優質人才，以符合國家人力需

求。 

二、教務處說明：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9 月 7 日科技法律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

會議（附件 3，P.9）及 101年 9月 11日 101學年度管理學院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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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院務會議（附件 4，P.10）通過。 

四、檢附「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增設計畫書」（附件 5，P.11~P.51）。 

決  議： 

一、本案之計畫書請提案單位依會中委員之意見修正後，提送校務會

議審議。 

二、本案經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同意 40票，不同意 1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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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 vs.103學年度計畫書變更說明 

本學程於 102學年度申請時是以陽明大學整合校內不同領域的模式為基礎，代表台聯大系統

送出申請書，而本校與中央、清華是以各校特色為基礎，各校自行撰寫申請書。今年度將統

一四校申請書，代表台聯大系統送審。 

本表以 102學年度本校所提出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為基準，學程計劃書變

更說明如下： 

內容 頁數 變更說明 

目錄 0 新增 

第一部分：摘要表 1,2,4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 

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5~8,11~

12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 

9~10 本校部分更新主要支援之學系之現況。並

因生物科技學系師資增聘，更新支援系所

之師資，新增台聯大系統支援本學程之跨

領域相關師資等資料。 

第三部份與第四部分 

（文末附表） 

57~191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並更新本校支援學系

基本資料表與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第五部分：

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

由 

14 因本學程的推動為跨校學程之首例，本學

程於上學年度申請時是以陽明大學整合

校內不同領域的模式為基礎，代表台聯大

系統送出申請書，而本校與中央、清華是

以各校特色為基礎，各校自行撰寫申請

書。今年度將統一四校申請書，代表台聯

大系統送審。 

貳、本學位

學程發展方

向與重點 

15 藉由本學程整合陽明、中央、交通、清華

等四校大學現有之人才與資源，及相關研

究所的研究人員合作成立跨領域神經科

學學程，拓展及突破現有神經科學之範

圍。 

參、本學位

學程與世界

學術潮流之

趨勢 

16 藉由本學程整合既有的資源並與國際接

軌是本學位學程努力的方向。 

肆、本學位 16 本學程擬招生名額為每年 3名（四校合計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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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計畫內容 

 

 

 

 

 

 

 

 

 

 

 

 

 

 

 

 

 

 

 

 

 

 

 

 

 

 

 

 

 

 

 

 

 

學程與國家

社會人力需

求評估 

12名) 

伍、本學位

學程與學校

整體發展之

評估 

18~20 陽明大學專攻生命科學基礎、認知與醫學

臨床研究，中央大學在認知神經科學、交

通大學在神經工程、清華大學在系統神經

科學等方面的研究水準，在國際上都有居

領先地位的表現。由於跨領域的神經科學

研究已為全球科研發展在所必然的需求

與趨勢，藉由本學程的成立，希望能整合

各單位，帶動國內神經科學人才培育的新

方向。 

陸、本學位

學程之課程

規劃 

20~32 學程規畫以「跨領域」為主要精神。基礎、

認知、臨床為神經科學研究的三大面向，

目前各面向雖各有獨到的發展，但若要有

突破性的進展，還需彼此結合。此外，進

行腦科學研究需要新的科技及方法學的

建立與技術平台的整合，為了吸引資訊及

工程人才加入神經科學研究，設立神經工

程組，讓相關領域學生能進入神經科學領

域，與上述三大面向研究人員溝通，從工

程面向投入相關研究。因此規劃本學程最

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在個別面向

有專精，但又具備其他面向的基礎知識，

而能彼此對話、互動與合作。參與的教師

來自四校，各校教師分別在不同領域各有

專精，將根據學程的課程設計重點，分別

負責規劃不同領域課程。 

柒、現有副

教授以上教

師最近三年

指導研究生

論文情形 

33~46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並以本學程專任支援

師資表分作不同領域排序。 

捌、本學位

學程所需圖

書、儀器設

備規劃及增

購之計畫 

47~50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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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計畫內容 

 

 

玖、本學位

學程之空間

規劃 

51~54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並更新本校生物科技

學系空間規畫資料。 

拾、其他具

設立優勢條

件之說明 

55,56 本案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所推動，也是國

內跨校學程的首例。在台聯大良好的合作

基礎上，各校認為跨領域的團隊合作精神

與能力應從教育下一代學生開始方為根

本之道，而形成共同推動學位學程的構

想。本學程的精神是整合四校現有的師

資，建立一個跨領域的學程，並提出利用

學程推動跨領域整合的具體作法，以培育

臺灣與國際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人才，提

升學術研究層次，深入整合基礎神經科學

與臨床神經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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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專業初審意見學校申復說明表 

※請就初審意見分點論述，並以標楷體 14、固定行高 21pt撰擬；若無回應說明，

可不填，但請回文告知。 

※請以校為單位提報公文，檢附本說明表紙本 1式 5份(含附件，無須膠裝，整

齊為宜)，另附上光碟 2片，光碟封面請書寫校名及編號，每申請案儲存為 1

個電子檔，檔名格式：校名-(編號)申請案名；如有附件亦請 1案存 1個檔，

附件檔名格式：校名-(編號)申請案名附件，並於 101年 5月 1日(星期一)

前報部(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校名 國立陽明大學 編號 N11_04 

申請案名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初審意見 學校回覆說明 

1.本案僅見到簡略

敘述各校在不同神

經科學領域之發展

特色，以及成立學

程將可望達成人才

與資源之跨領域整

合等原則性宣示。

但完全沒有看到貴

校對於此一申請案

有何具體支持與承

諾，也沒有看到將

要如何推動有效跨

校整合之具體作

法。 

謝謝委員的指教。本案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所推動，也是國

內跨校學程的首例，但目前大學系統與跨校學程的運作在制

度面及實際面都尚未完全上軌道，本案申請時是以陽明大學

目前整合校內不同領域的模式為基礎，代表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送出申請書。目前學程的經費是由台聯大系統提供，學程

運作由各校教師參與共同合作推動，學生名額由各校提供。

台聯大系統在腦科學研究已有多年合作的經驗，學程實際運

作將以陽明大學腦科學中心為協調單位。 

2.請確實補充下列

事項: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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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之具體支

持與承諾。 

（1） 學程由台聯大系統支持成立，學程行政由陽明大學腦

科學中心支援協調，學程運作由各校教師參與共同合

作推動，學生名額由各校原有名額提供（每年以 10 名

為上限），台聯大系統將提供三年研究生獎助學金。 

(2) 如何推動有效

跨領域整合之

具體作法。 

（2） 台聯大腦科學研究中心運作多年，目前有定期行政、

學術會議，學術研討會，並有多項跨校跨領域合作研

究進行中。在此良好的合作基礎上，各校認為跨領域

的團隊合作精神與能力應從教育下一代學生開始方為

根本之道，而形成共同推動學位學程的構想。 

 利用學程推動跨領域整合的具體作法包括：學生分組

招生，但入學後不分組，安排跨領域的老師共同開課，

專題討論不分組，不同實驗室輪習，學生選擇跨領域

的老師共同指導論文，定期舉辦 retreat 等。我們希望

能從學生帶動不同實驗室的合作，因此要求學生選擇

不同領域的老師作為共同指導教授，學程也會積極鼓

勵（例如：提供研究經費）並邀請不同領域的老師共

同指導學生或參與學生的研究諮詢。 

(3) 每一課程內容

本身與負責授

課教師之實質

介紹。 

（3）本學程最主要的課程為四門跨領域入門課程（根據學

生背景與選擇的研究領域需選三門，各兩學分），初步

內容規劃如附件一。計畫中所列教師名單為主要負責

規劃的教師，課程將由參與學程的四校老師共同上

課。另有進階課程，例如：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將由不同領域老師共同開課，並一齊上課，除了增加

課程的整合度，更可以促進不同專業間的了解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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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 等 課 程 組

合，係基於何

種教育理念與

目標，來推薦

給參與學程之

學生。 

（4） 神經科學研究需要不同領域的知識與人才，本學位學

程希望吸引不同領域學生，建立互動式跨領域教學，

並藉由教學整合研究。課程設計的重點：（1）生命科

學與生物醫學背景學生：充實神經科學專門知識，並

提供應用與理論神經科學與神經精神醫學方面的跨領

域知識，使其未來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有能力與不同

背景的工作者相互溝通與合作，以期將現代不同科學

領域之軟硬體與知識充分利用於神經科學的研究。（2）

非生物相關背景的理工科學生：給與基礎神經生物學

的訓練，使其能在短期內跨入神經科學領域與從事基

礎、醫學、認知神經科學者互相溝通，又能以跨領域

的思維開發新的研發方向。 

(5) 延聘新師資之

具體方案。 

（5）學程的精神是整合四校現有的師資，建立一個跨領域

的學程，因此並沒有以學程名義延聘新師資的規劃。 

(6) 各位教師之專

長，與在學程

中所可能扮演

之積極推動何

種 事 務 之 角

色。 

 

（6） 學程運作由四校合作，設學程召集人與學程推動委員

會負責規劃學程教育方向、設計課程、擬定行政作業

原則等。學程推動委員會由各校推派委員組成。推動

委員會下設行政、招生、學務、與課務等四委員會分

別負責相關事務，並由各校分別輪流主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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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學程區分為

四組之實際作

業 與 規 劃 意

義。 

（7） 學程規劃以「跨領域」為主要精神。基礎、認知、臨

床為神經科學研究的三大面向，目前各面向雖各有獨

到的發展，但若要有突破性的進展，還需彼此結合。

此外，進行腦科學研究需要新的科技及方法學的建立

與技術平台的整合，為了吸引資訊及工程人才加入神

經科學研究，設立神經工程組，讓相關領域學生能進

入神經科學領域，與上述三大面向研究人員溝通，從

工程面向投入相關研究。因此，規劃本學程最重要的

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在個別面向有專精，但又具備其

他面向的基礎知識，而能彼此對話、互動與合作。 

 參與的教師來自四校，各校教師分別在不同領域各有

專精，將根據學程的課程設計重點（見第（4）點回覆），

分別負責規劃不同領域課程；基礎神經科學組：陽明

大學與清華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組：陽明大學與中央

大學；臨床神經科學組：陽明大學；神經工程組：交

通大學與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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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規劃總表(見計劃書 51 頁) 

       領域 

課程 
基礎神經科學 認知神經科學 臨床神經科學 神經工程學 

跨領域入門課程 

（各 2 學分）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臨床腦疾病概論 

神經工程概論 

共同必修課程 

（各 1 學分） 

專題討論（一年級不分組） 

實驗室輪習（至少兩個不同領域實驗室） 

基礎科學論文撰寫 

進階必修課程 

（各 4 學分） 

神經科學總論 (基礎神經科學) 

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非生命科學背景同學） 

跨領域進階課程 

 （各 2 學分） 

神經性疾病─從分子到治療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神經電生理學─從分子到生理 

應用腦神經造影之整合性研究 

神經科學研究的動物模式系統 

專門課程 

 （各 2 學分） 

神經生理學 
認知神經科學總

論 

中樞神經疾病:從

分子到治療 
資料處理與圖形識別 

神經生物學 心理生理學 
精神疾病的動物

模式 
腦機介面 

計算神經生理學 
認知控制的神經

造影研究 
轉譯醫學 功能性腦造影導論 

發生神經生物學 
疾病之認知心理

學 

疾病之神經生物

學 

磁振造影於腦科學應

用與實作 

神經科學研究方

法 
  神經資訊造影概論 

   光學細胞顯影微科技 

   
光電技術在生命科學

上的應用 

2. 課程修習原則(見計劃書 50 頁) 

   每位同學除共同必修課程外，另需修習： 

     1. 至少三門跨領域入門課程（共六學分） 

     2.「神經科學總論」 

     3. 非生命科學背景同學另必修「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 

     4. 至少選修一門跨領域進階課程 

     5. 至少選修兩門專門課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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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課程規劃教師介紹(摘自計劃書 52 頁) 

課程名稱 
學

分 

課程規劃 

教師 
最高學歷 專長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2 鄭菡若 

美國康乃爾大學 

分子生物暨遺傳學博

士 

生物化學、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神經退化性疾病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2 郭文瑞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博士 
認知與學習、功能性磁振造影 

臨床腦疾病概論 2 林永煬 
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醫學博士 

神經科學、生理學、臨床神經醫

學 

神經工程概論 2 郭博昭 
國立陽明大學 

藥理學博士 

神經科學、電腦科學、生理學、

資訊學、轉譯醫學 

神經科學總論 

(基礎神經科學) 
4 劉福清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腦與認知科學博士 

神經科學、神經發育、大腦基底

核研究、神經可塑性 

生化及分子細胞 

生物學 
4 蔡亭芬 

國立陽明大學 

微生物暨免疫學研

究所博士 

小鼠遺傳學與人類疾病模式 

神經性疾病─ 

從分子到治療 2 林永煬 
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醫學博士 

神經科學、生理學、臨床神經醫

學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

科學 2 鄭雅薇 
國立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博士 

社會神經科學、同理心、鏡像神

經元 

神經電生理學─ 

從分子到生理 2 連正章 
德國弗萊堡大學 

神經生理學博士 

神經生理學、神經藥理學、臨床

神經學、生理學、生物物理學 

應用腦神經造影之 

整合性研究 2 謝仁俊 

瑞典皇家卡洛琳斯卡

學院 

臨床神經科學博士 

腦科學研究、腦影像學 

神經科學研究的 

動物模式系統 2 鄭菡若 

美國康乃爾大學 

分子生物暨遺傳學博

士 

生物化學、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神經退化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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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鄭菡若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非神經科學基礎研究領域背景之學生所開設，目標在於針對缺

乏實驗神經科學相關知識的學生提供一個概論性的課程，為以後修讀比較

深入的課程奠定基礎。 

課程內容包括與神經系統相關之基礎分子細胞生物學、神經生理學及動物

行為學等。 

課程大綱  

1 Basic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2 Protein science 

3 Basic cell biology 

4 Neurons and glia in nervous systems 

5 Introduction to neurophysiology  

6 Introduction to sleep research 

7 Basic principles of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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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郭文瑞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非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背景之學生開設，目標在介紹認知神經科學

的主要領域，從形成知覺神經生理基礎到學習與記憶。乃至於社會行為和決

策等議題背後的歷程和神經生理機制，提供一個概論性的課程。課程將著重

介紹如何透過實驗及各類腦造影工具，探討大腦與行為的對應關係。 

課程大綱  

1 (1)course orientation (2)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 Introducing the brain 

3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brain 

4 The hearing brain 

5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brain 

6 The imaged brain 

7 The lesioned brain 

8 The seeing brain 

9 The spatial brain  

10 The acting brain  

11 The numerate brain 

12 The remembering brain 

13 The speaking brain 

14 The literate brain 

15 The developing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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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臨床腦疾病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林永煬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非臨床領域背景之學生開設，分別從神經內科、神經系統的臨床

診斷方面，系統地介紹了常見的各類腦疾病，包括偏頭痛、腦中風、腦腫瘤、

焦慮症、老年癡呆的病理特徵介紹與診斷、治療急目前臨床研究等內容。 

課程大綱  

1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2 Dementia 

3 Schizophrenia 

4 Mood disorders 

5 Anxiety disorders 

6 Migraine 

7 Child and adolescence mental disorders  

8 Epilepsy  

9 Brain tumor  

10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stroke 

11 Parkinson’s disease 

12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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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工程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郭博昭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將介紹神經工程(資訊與影像)之基本概念，腦電磁波原理與實作、磁

振影像原理與實作、訊號與影像處理的基本原理與操作、電生理訊號原理與

實作等。 

教導神經資訊與神經造影的基本概念、成像原理、與實驗需注意事項。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to EEG/ MEG  

2 EEG/ MEG signal processing 

3 EEG/ MEG experiment design and practice  

4 Introduction to MRI  

5 MRI image processing  

6 MRI experiment design and practice  

7 Introduction to electrophysiology  

8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 and processing  

9 Electr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desig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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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科學總論 

課程類別 進階必修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劉福清 

學分數 4 學分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Cytology of neuron & synthesis and traffic of neuronal protein  

3 Electric neurotransmission 

4 Synaptic integration  

5 Transmitter release & neurotransmitters 

6 Second messengers 

7 Nerve-muscle synapse of chemical transmission at nerve-muscle 

synapse-Myasthenia Gravis 

8 Neuroanatomy 

9 The chemical senses: smell and taste   

10 Visual system  

11 Auditory system  

12 Somatosensory system 

13 Neuroendocrine system 

14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15 Brain stem  

16 Motor system organization 

17 Basal ganglia  

18 Cerebellum 

19 Integration of sensory and motor function: The association area of cerebral cortex 

20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21 Genetic basis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Huntington disease 

22 Aging of the brain &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   

23 Imaging of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24 Disorders of thought and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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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 

課程類別 進階必修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蔡亭芬 

學分數 4 學分 

課程大綱  

1 Life, Cells and Thermodynamics  

2 Basic Molecular Genetic Mechanisms  

3 DNA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s with Proteins  

4 DNA Replication  

5 DNA recombination and repair  

6 The Genetic Code and Translation  

7 Genes, Genomics, and Chromosomes  

8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of Gene Expression  

9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Control  

10 Amino Acids, Polypeptide Sequences, Analysis and Evolution  

11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12 Properties and Mechanisms of Enzyme Action  

13 Visualizing, Fractionating, and Culturing Cells  

14 Biomembrane  

15 Transmembrane Transport of Ions and Small Molecules  

16 Cellular Energetics  

17 Moving Proteins into Membrane and Organelles  

18 Vesicular Traffic, Secretion, and Endocytosis  

19 Cel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  

20 Integrating Cells into Tissues  

21 Cell Birth, Lineage, and Death  

22 Development  

23 Cell Signaling 

24 Regulating the Eukaryotic Cell Cycle  

25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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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性疾病—從分子到治療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林永煬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將由基礎與臨床教師共同負責，強調疾病之致病機轉與轉譯研究。第

一部份介紹常見於不同神經退化性疾病中的共同下游致病機轉，包括養化傷

害、慢性發炎反應、興奮性神經毒性、神經滋養因子缺乏與細胞凋亡等。第

二部份依序詳細介紹下列各種面性神經退化性疾病：巴金森氏症、但丁頓舞

蹈症、其他 Tri-nucleotide repeat expansion 遺傳性疾病及肌萎縮側索硬化症

(患者俗稱漸凍人)等運動失調病變、奧茲海默症與唐氏症。第三部份則是介

紹急性神經損傷如中風與脊髓損傷等。且每種神經性疾病也會介紹其目前的

治療方式與困境並討論未來的治療可能方式。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Mechanisms of neuronal apoptosis and excitetoxicity 

3 Oxidative Alterations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4 Parkinson’s disease  

5 Mechanisms of neuronal death in Huntington’s disease 

6 Introduction to Trinucleotide Repeat disorders 

7 The pathogenesis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8 Synaptic degeneration and neuronal death I n Alzheimer’s disease 

9 Oxidative stress in Down Syndrome 

10 Pathogenesis of ischemic stroke  

11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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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鄭雅薇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以疾病為導向，逐一剖析當前神經科學研究之進展，跨分子、認知與臨床之

神經科學。本課程將由不同領域老師共同開課，強調跨領域研究之進度。 

課程大綱  

1 基礎神經解剖學、現代神經科學介紹 

2 自閉症—臨床 

3 自閉症—認知 

4 自閉症—腦造影 

5 自閉症—分子 

6 失智症—臨床 

7 失智症—認知 

8 失智症—腦造影 

9 失智症—分子 

10 閱讀障礙—臨床 

11 閱讀障礙—認知 

12 閱讀障礙—腦造影 

13 閱讀障礙—分子 

14 精神分裂症—臨床 

15 精神分裂症—認知 

16 精神分裂症—腦造影 

17 精神分裂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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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電生理學—從分子到生理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連正章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of neurophysiology 

2 Cell membrane and membrane transport 

3 Neuron 

4 Membrane potential  

5 Ion channels 

6 Passiv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neuron 

7 Activ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neuron 

8 Synaptic transmission 

9 Skeletal and smooth muscle 

10 Methods for Neurophysiology 

11 Polysomnogrphic technique 

12 Introduction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theta power 

13 Introduction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delta power 

14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15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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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應用腦神經造影像之整合性研究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謝仁俊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大綱  

1 Course orientation 

2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3 Neuronal activity and metabolic-hemodynamic coupling 

4 Technical basics of fMRI: pulse sequence  

5 fMRI signal & noise 

6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of fMRI 

7 fMRI design  

8 fMRI: image preprocessing 

9 Statistical modeling 

10 Contrast and inference 

11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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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科學研究的動物模式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鄭菡若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Breeding strategies and standardized nomenclature 

3 Designer mice I (transgenic mouse ) 

4 Designer mice II (knock-out and knock-in mouse ) 

5 Designer mice III (RNAi and other methods) 

6 Genetic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 ENU mutagenesis 

7 General neurological test / feeding and drinking / Metabolic 

8 Learning and memory  

10 Motor function / Mouse mode of muscular dystrophy 

11 Behavior core touring 

12 Social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al 

13 Emotional behavioral  

14 Mouse model of psychiatry disorder  

15 Reward/ Mouse mode of addition 

16 Sensory ability 

17 Mouse models of CNS disease 

18 Mouse models of immunological disease 

19 Mouse models of cancer 

20 Mouse models of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1 Mouse models of metabolic syndrome 

 



83 

 

附件二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學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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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1年 5月 1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黃世

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研發長代）、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

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楊永良主任委員、盧鴻興院長、陳信宏院長、

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張新立院長、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

代）、黃鎮剛院長、陳信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蘇朝琴委員、黃遠東

委員、李大嵩委員、崔秉鉞委員、紀國鐘委員、陳榮傑委員、謝續平

委員、林清發委員、韋光華委員、金大仁委員（謝宗雍教授代）、黃華

宗委員、陳永富委員、陳登銘委員、林貴林委員、洪志真委員、任維

廉委員、劉尚志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曾成德委員、趙瑞

益委員、莊雅仲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林伯昰委員、徐煊

博委員、林玥妏委員、林威辰委員 

請  假：傅恆霖學務長、徐保羅委員、鍾崇斌委員、馮品佳委員、李秀珠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龔書章主任委員(黃世昌總務長代)、人事

室蘇義泰主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楊明幸組長代）、綜合組張漢卿組

長（李秀玲小姐代）、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曾毓忠主任、

電子物理系李威儀教授、生物科技學院何信瑩副院長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略)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擬申請 102 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教務處提)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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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務處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人以上附議。 

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本案陽明大學已經代表台聯大系統於 100 年 12 月底，將 102 學

年度「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送到教育部審核，台聯大

系統除陽明大學外，其餘三校僅需完成各自校內申請程序，待陽

明大學申請計畫書通過後即可與其他三校進行連結。 

(二)本學程已經通過生科系（附件 20，P.49~P.51）及生科院院務會

議（附件 21，P.52~P.53），茲補提程序將計畫書送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核。 

二、教務處說明：本國生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檢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22，P.54~P.72）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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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6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林一平、林進燈、傅恆霖、黃世昌、張翼（溫瓌岸代）、周世傑、林寶樹、

楊永良、裘性天、盧鴻興、周武清、許元春、李威儀、石至文、黃冠華

（陳鄰安代）、高文芳、陳信宏、杭學鳴、張振雄、王蒞君、徐保羅、黃

遠東、紀國鐘、崔秉鉞、曾煜棋（鍾崇斌代）、徐慰中、曾建超、莊榮宏、

陳俊勳、金大仁、黃炯憲、吳耀銓、洪景華（徐文祥代）、潘扶民、高正

忠、張新立、楊千、包曉天、黃興進、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郭良

文、李俊穎、孫于智、陳光興(彭明偉代)、周倩、賴雯淑、陶振超、許

維德、黃鎮剛(何信瑩代)、張家靖、楊勝雄、黃美鈴、廖威彰、伍道樑(周

俊雄代)、王旭斌、柯慶昆、宋福中、林鈺凭、巫榮賢（徐煊博代）、王

冠翔、陳建都（林冠宏代）、焦佳弘、黃子維(徐培銘代)、王偉庭、林巧

鈴【共計 68人】 

請假：謝漢萍、許千樹、李積琛、莊紹勳、黃家齊、宋開泰、張仲儒、莊仁輝、

謝續平、李素瑛、方永壽、潘以文、劉尚志、吳東昆、陳明璋、黃杉楹、

張柏韋、張育菖【共計 18人】 

缺席：孫仲銘、胡竹生【共計 2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圖書館楊永良

（黃明居代）、教師會虞孝成、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黃志彬、新校區暨璞

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曾毓忠、光

電系李柏璁、性平會白啟光、綜合組張漢卿、會計室楊明幸、會計室陳

嘉榆、人事室張家綺、人事室楊淨棻、研發處楊武、研發處陳善理、研

發處陳幼娟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1年 3月 21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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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 1（P.20）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節錄)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1、業於 101 年 5 月 17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完竣，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通過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及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

年度起停招等 3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2)通過「本校『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設單位

變更案｣、「華語中心擬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

心案｣及「擬成立校級研究中心--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心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3)另通過以下 4個臨時動議案： 

○1 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

博士學位學程」案。 

○2 擬申請設立「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案。 

○3 「為推動校園規劃及中長程發展，總務處擬將轄下勤務組

裁撤並新設校園規劃組｣案。 

○4 「本校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

大樓及實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本案之決議為「有

關本校運動場地設施及博愛校區休憩空間之整體規劃，請

總務處與體育室及生物科技學院協調細部。｣ 

2、劉尚志執行秘書之報告事項節錄如下： 

為期攸關本校整體校務規劃事項，能有完備之規劃並經相關

會議充分討論通過後，再依程序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

議。惟如各單位未及提出，而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除相關

資料及程序之完整性無法先行審閱外，亦影響整體議事運

作。爰此，爾後建請各單位之提案，應請配合學校相關作業

時程，儘早規劃，避免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以提升整體議

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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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請參閱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四、專案報告 (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七：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本案陽明大學已經代表台聯大系統於 100 年 12 月底，將 102 學

年度「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送到教育部審核，台聯大

系統除陽明大學外，其餘三校僅需完成各自校內申請程序，待陽

明大學申請計畫書通過後即可與其他三校進行連結。 

(二)本學程已經通過生科系（附件 17，P.80~P.82）及生科院院務會

議（附件 18，P.83~P.84），茲補提程序將計畫書送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核。 

二、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7，P.36~P.45）。 

三、檢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19，P.85~P.103） 

決  議：  

一、本案刪除原說明二「教務處說明：本國生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

總量調整。」之文字，爰原說明三及說明四之序號，修正為說明

二及說明三。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9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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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日期:101年 10月 8日至 101年 10月 9日 12時 

召集人：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徐保羅教授 

 

投票人數說明： 

本會委員 55人，爰投票總人數為 55人。 

回覆委員(計 43人)： 

吳妍華校長、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

李大嵩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

林寶樹主任、楊永良主任委員、陳信宏院長、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盧鴻

興院長、張新立院長、郭良文院長、黃鎮剛院長、柯明道院長、黃遠東委員、

徐保羅委員、杭學鳴委員、謝續平委員、陳志成委員、林清發委員、金大仁委

員、趙天生委員、白啟光委員、任維廉委員、劉復華委員、馮品佳委員、李秀

珠委員、何信瑩委員、王雲銘委員、莊雅仲委員、李美華委員、林伯昰委員、

陳明璋委員、廖威彰委員、王偉庭委員、張哲彬委員、吳宗瑋委員 

未回覆委員(計 12人)：  

張維安院長、劉柏村委員、陳永平委員、王蒞君委員、李素瑛委員、黃華宗委

員、洪志真委員、韋光華委員、江進福委員、唐麗英委員、韓復華委員、曾成

德委員 

記錄：柯梅玉 

 

壹、通訊投票事項 

案  由:生科院擬於 103學年度重提新設「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之申請案，請核備。(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參與台聯大系統四校所提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

程」，前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規會（附件 1，

P.3~P.4）及 101年 6月 6日第 4次校務會議（附件 2，P.5~P.7）

通過。該案經教育部核定「緩議」。 

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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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新送審四校之申請書經統一後，本校部分新增陽明、中央 

、清華三校之計畫書部分，並更新本校支援學系基本資料表與學

術條件自我檢核表，並仍維持每年招收 3名博士生。 

三、本申請案依提案單位說明其計畫書除將台聯大其他三校計畫部分

加入外，並無實質之重大變動。 

四、該案因 100學年度已獲校務會議通過，今校規會擬以通訊投票徵

詢委員意見，不再對該重提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如經本會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同意核備後，將逕提送校務會議討論。如未經二分

之一委員同意，則另行召開臨時校規會審議本案。(*備註說明：

本會委員 55人) 

五、相關提案附件： 

(一)提案單位之提案單（附件 3，P.8）。 

(二)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修正後之計畫書（另參附件

4）。 

(三)計畫書修正說明(附件 5，P.9~P.11）。 

(四)教育部初審意見(附件 6，P.12~P.29)。 

(五)教育部複審意見(附件 7，P.30~P.31)。 

(六)101 年 10 月 2 日生物科技學系系務會議紀錄(附件 8，

P.32~P.33)。 

(七)101 年 10 月 2 日生物科技學院院務會議紀錄(附件 9，

P.34~P.35)。 

決  議：本案經通訊投票結果，業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核備，提送校

務會議討論。（同意 41票，不同意 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