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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6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9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

黃美鈴學務長、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國際長(荊宇泰副國際長代)、裘性

天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陳永富院長(李育杰副院長代)、王念夏代表、

鄭舜仁代表、朱仲夏代表、刁維光代表、黃冠華代表、林志忠代表、唐震

寰院長、宋開泰代表、方凱田代表、歐陽盟代表、李佩雯代表、陳巍仁代

表、陳科宏代表(陳永平教授代)、林顯豐代表(陳冠宇助理教授代)、黃乙

白代表、莊仁輝院長(曾文貴副院長代)、曾新穆代表、袁賢銘代表、韋光

華院長、潘以文代表、吳樸偉代表、陳慶耀代表、陳宗霖代表(黃正昇副教

授代)、張淑閔代表、胡均立院長、林妙聰代表、唐麗英代表、郭家豪代表、

黃思皓代表、曾成德院長、張靜芬代表、許峻誠代表、龔書章代表、賴郁

雯代表、鐘育志院長、吳妍華代表、黃憲達代表(陳文亮副教授代)、尤禎

祥代表、張維安院長、林秀幸代表、黃靜蓉代表、許根玉院長、林俊廷代

表、李偉代表、倪貴榮代表、許恒通代表、陳仁姮代表、張生平代表、廖

威彰代表、王先正代表、林泉宏代表、楊黎熙代表、莊伊琪代表、呂紹棟

代表、張碩恒代表、陳建仰代表(蘇睿凱同學代)、楊凱傑代表、蘇倍筠代

表【共計 68人】 

請假：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基義總務長、傅恆霖代表 

、莊重代表、鄭裕庭代表、陳紹基代表、廖德誠代表、冉曉雯代表、謝續

平代表、莊榮宏代表、陳志成代表、黃炯憲代表、吳宗修代表、劉復華代

表、林珊如代表、劉尚志院長、宗仕傑代表、張勝豐代表、黃孝宏代表、

蘇怡靜代表、呂晉代表【共計 21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館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蔡錫鈞主任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近期年金改革的議題備受各界矚目，未來希望政府研擬朝公教分流的

方向規劃，透過溝通協調共同促進薪資根本性之改革，以期能在 5 年



 2 

內趕上澳門之薪資水平，讓教授之薪資結構朝合理及正面的方向發展。 

二、教育部提出大學試辦法人化之方案，法人化後各校退撫基金之信託管

理則研擬由各校自理，此方案與本人之理念不謀而合，對此樂觀其成，

並期大家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貳、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6.6.7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記錄確認。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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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8)。 

肆、選舉及同意權行使事項 

案由一：請推選本校 106學年度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員。（校長交議--
秘書室提） 

說  明： 

一、本校 106 學年度校務會議及校級委員會選舉作業，以及各常設委

員會提名作業，業於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報告（附件 2，

P.9~P.10）。 

二、106學年度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程序，除由各互選單位完

成提名外，援依 97 年 11 月 14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議

決議(附件 3，P.11）及 97 年 12 月 24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

議報告(附件 4，P.12~P.13），於舉行當學年度選舉之校務會議前，

再通知校務會議代表提名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候選人。爰

此，業於 106年 8月 10日再次以電子郵件通知校務會議代表提名。 

三、前述各互選單位提名之本校 106 學年度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

員候選人名單詳如附件 5（P.14~P.15)。另檢附 106學年度校務會

議代表名單供參（附件 6，P.16~P.17)。 

四、各常設委員會 106學年度應選人數說明如下： 

（一）「程序委員會」委員應選 5人，皆為新年度改選，任期二年；

另為利會務運作，一年期之候選人擬依得票數高低，依序列

為遞補委員：  

1、106學年度之續任委員為(聘期 105至 106學年)：許恒通

委員、吳樸偉委員、倪貴榮委員、陳仁姮委員及傅恆霖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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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本校「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7，P.18）

第二條：「本會置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

式組成之: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主任秘書擔任。二、票選委員

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十人。票選委員任期為二年(並

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

師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二）「法規委員會」委員應選 4人，皆為新年度改選，任期二年；

另為利會務運作，一年期之候選人擬依得票數高低，依序列

為遞補委員： 

1、106學年度之續任委員為(聘期 105至 106學年)：倪貴榮

委員、潘以文委員、鄭裕庭委員及謝續平委員。 

2、學生聯合會推選之學生代表為陳建仰委員。 

3、依本校「法規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8，P.19）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遴聘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

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一人、教

務長及主任秘書擔任。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產生八人(不含學生代表)。三、遴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

人士二人擔任。四、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推選產

生一人。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為二年，票選委員每年

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學生代表任期一年。(任期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應選 5 人，其中年度改選 4 人，任

期二年；遞補委員 1人，任期一年：： 

1、106學年度之續任委員為(聘期 105至 106學年)：方永壽

委員、袁賢銘委員、陳紹基委員及黃憲達委員。其中方

永壽委員 106 學年度因故不續任校務會議代表，爰請另

推選一年期委員 1人遞補其缺額。 

2、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9，P.20）第

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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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

擔任本會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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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9，P.20）第

三條：「本會委員任期二年(並持續至下屆委員產生前)，

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票選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

連任。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委員應選 6 人，任

期一年： 

依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附

件 10，P.21）第二條：「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

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

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及共同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擔任。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

表中推選六人。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

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四、審查名譽博士候選人時，另

加聘有關學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長為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

員任期一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 )，連選得連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五、另援依 8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附件 11，P.22），除議程

附件 5 所列之候選人名單外，亦得當場提名候選人列入名單。現

場提名之注意事項如下: 

(一)各常設委員會二年期之委員請由 106 學年度新當選之二年期

代表中提名，一年期之遞補委員則一年期及二年期代表均可

提名。 

(二)程序委員會及法規委員會：須由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提名。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須由校務會議票選代表中提名。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須由校務會議教授代

表中提名。 

六、各委員會均採無記名單記法(每張選票僅能圈選一人)之方式投票。 

七、請推舉監票人員 4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  議： 

一、經推舉監票人員為：張碩恒代表、蘇睿凱代理代表、楊凱傑代表

及蘇蓓筠代表。 

二、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選舉結果如下： 

(一)程序委員會 

1、一年期遞補委員排序為：冉曉雯代表(29票)、王念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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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票)、張靜芬代表(16票)、林俊廷代表(3票)。 

2、二年期當選委員(5人)：莊榮宏代表(18票)、林妙聰代表(12

票)、陳慶耀代表(12票)、黃冠華代表(12票)及陳巍仁代表

(11票)。 

(二)法規委員會 

1、一年期遞補委員排序為：黃炯憲代表(20票)、陳仁姮代表

(19票)、林俊廷代表(17票)、許恒通代表(10票)。 

2、二年期當選委員(4人)：唐麗英代表(19票) 、林珊如代表

(16票)、劉復華代表(10票)及李佩雯代表(9票)。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1、一年期當選委員(1人)：倪貴榮代表(23票)。 

2、二年期當選委員(4人)：唐麗英代表(30票)、莊重代表(13

票)、陳科宏代表(9票)及張淑閔代表(6票)。 

(備註說明：朱仲夏代表及張淑閔代表票數同為6票，經公開

抽籤，由張淑閔代表當選。)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當選委員(6 人)：莊重代表(12 票)、黃乙白代表(12 票)、林

珊如代表(8 票)、林志忠代表(7 票)、林妙聰代表(6 票)、及

黃炯憲代表(6票)。 

 

案由二：本校 106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長遴選委員，提請同意。

(校長交議-秘書室提） 

說  明： 

ㄧ、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12，P.23~P.24）

第二點：「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

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

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

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

校外專業人士擔任，委員除校外人士外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選

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委員其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二、該會現置委員 15 人，其中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之委員 6

人， 106學年度新年度改選委員 3人，任期二年： 

(一)106學年度續任委員為(聘期 105至 106學年)：葉銀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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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品佳委員及林志生委員。 

(二)106學年度校長新遴選之委員如下，聘期為 106至 107學年，

於提經本次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1、林志忠教授(理學院物理研究所)。 

2、謝文良教授(管理學院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3、陳在方助理教授(科技法律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  

三、另原聘之校外委員邱水珠會計師任期屆滿，爰擬續聘其擔任校外

委員，任期二年，聘期為 106 至 107 學年，其簡歷請參閱附件

13(P.25)。 

四、請推舉監票人員 4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  議：  

一、經推舉監票人員為：張碩恒代表、蘇睿凱代理代表、楊凱傑代表及

蘇蓓筠代表。 

二、選舉結果校長遴選之3位遴選委員及校外委員，均獲多數同意通過 

，票數如下： 

(一)遴選委員: 

1、林志忠教授：同意65票，不同意1票。 

2、謝文良教授：同意65票，不同意2票。 

3、陳在方助理教授：同意66票，不同意1票。 

(二)校外委員： 

    邱水珠會計師：同意64票，不同意2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4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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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4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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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校擔任普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之法人代表，擬由電

子物理學系陳衛國教授續任，聘

期自 106年 6月 14日至 109年 6

月 13日止提請審議。 

電子物理系陳衛國教授續任普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法人代

表，業於 106年 6月 12日交大人

字第 1060002795號函復該公司，

並副知陳衛國教授、電子物理

系、理學院及研究發展處。 

人事室 

二 
本校「校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修正案。 

業將修正後之辦法於 106 年 6 月

14日交大秘字第1061006622號書

函轉知本校各單位，並置於秘書

室網頁。 

秘書室 

三 

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

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

正案。 

業於 106年 6月 12日將新修正之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

委員會設置辦法」置於本校秘書

室網頁。 

秘書室 

四 
本校「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

第四條修正案。 

業將修正後之辦法於 106 年 6 月

14日交大秘字第1061006623號書

函轉知本校各單位，並置於秘書

室網頁。 

秘書室 

五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第八條修正案。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二條、第八條修正，業以 106年 6

月 15 日交大人字第 1061006775

號書函通函全校各單位知悉。 

人事室 

六 
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案。 

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案，已

公告於秘書室網頁並以 106 年 6

月 12 日交大秘字第 1061006406

號書函公告周知，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並據以辦理。 

職工申訴 

評議委員會 

七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第 4條、第 5條修正案。 

一、案經 106年 6月 7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於106年6月8日函送教育部。 

二、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4 日臺教

教務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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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四)字第 1060083182 號函

復本校所陳「國立交通大學招

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同意備

查。 

八 
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部

分條文修正案。 

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第三條、第

四條修正，業以 106年 6月 13日

交大人字第 1061006604號書函通

函全校各教學單位知悉。 

人事室 

九 

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

則」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

案。 

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第二

條、第四條修正，業以 106 年 6

月 13 日交大人字第 1061006604

號書函通函全校各教學單位知

悉。 

人事室 

十 
訂定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

辦法」草案。  

訂定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

法，業以 106年 6月 16日交大人

字第 1061006779號書函通函全校

各單位知悉。 

人事室 

十一 
本校「科技法律學院校務會議代

表選舉辦法」草案。 

將依通過之辦法據以辦理，並於

106 年 8 月 22 日本院 106 學年度

第 1 次院務會議公告本院專任教

師周知。 

科技法律 

學院 

十二 

學校組織規程中所規定之各級

會議不宜濫用通訊投票，未依照

內政部頒訂之會議規範及該會

議議事規則進行之通訊投票，如

有該會議代表於執行通訊投票

後一個月內表示反對該通訊投

票之有效性，其決議應屬無效，

不予維持。 

本案未通過，無須填報執行情形。 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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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學年度3次校務會議（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節錄秘書室報告 

九、秘書室報告 

(一)內部控制 

本室辦理內部控制業務，業訂定「國立交通大學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推動

與監督作業要點」(附件 10，P.32~P.38)，並廢止「國立交通大學強化內

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國立交通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國立交通大

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於 106年 2月 24日 105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該要點係整合前述經廢止之現行相關行政規定而訂定，

並以 106年 3月 3日交大秘字第 1061002174號書函公告，請各一級行政單

位於 106年 3月 20日前依該要點第 7點規定辦理風險評估作業，俟風險評

估作業辦理完竣後，將據以辦理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 

(二)創校 121週年暨在台建校 59週年校慶 

1、本校將於106年4月8日(星期六)上午10時假光復校區中正堂舉行校慶慶

祝大會，並於中午12時假體育館前廣場舉行校慶餐會，請各系所配合學

校活動時間安排，舉辦系(所)友回娘家活動，培養老師、學生及系(所)

友之間的感情，以建立歸屬感及認同感。 

2、「交大勁竹‧丁酉非凡」校慶餐會： 

今年度邀請逢 10畢業校友(亦即 56、66、76、86、96級校友)與配偶免

費參加校慶餐會並同時開放自費報名校友參加，歡迎校友團體報名，餐

會以桌餐形式舉行，一桌 10人。餐會時間為 106年 4月 8日中午 12時

至 13時 30分。餐會報名截止日為 106年 3月 24日前，106年 3月 22

日前完成報名程序可以每張餐券 800元之優惠價格訂購，106年 3月 23

至 24日訂購者每張餐券為 1000元，140cm以下兒童佔位者酌收 500元，

140cm以上兒童依成人標準收費，所有報名者皆需事先以網路報名、

E-mail或傳真完成報名手續。 

3、「交大勁竹 丁酉非凡」校友晚宴： 

為凝聚校友向心力及宣達本校重要發展方向，今年校慶前宴請交大重要

捐款人、今年度傑出校友及貴賓校友等參加晚宴。 

(三)106學年度校務會議及校級委員會選舉作業 

1、本校 106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校級委員會委員選舉及校務會議常設

委員會提名等作業，依往年作業時程將於 5月及 6月辦理。 

2、106學年度續任之校務會議代表、校務規劃委員會委員、教師申訴評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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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會委員等，如因借調、留職停薪、進修、服役、休假研究、退

休者，亦將請各互選單位將其缺額列入選舉一併辦理，並註明遞補委

員姓名，其任期則以接續原任委員之任期，以符合每年改選半數或三

分之一之規定。 

3、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辦法，則依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之提名

辦法辦理(附件 11，P.39)。且召開辦理選舉之校務會議現場亦可提名。

另援例除由各互選單位提名外，將依 97 年 11 月 14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附件 12，P.40)及 97年 12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報告(附件 13，P.41~P.42)，於舉行當學年度選舉之校務

會議前，再次通知 106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提名。 

(四)校友 E-News發布 

為傳達學校重要訊息及活動，每月 20日以電子郵件發布。 

(五)紀念品相關業務 

1、彙整 106年校長新春賀卡與送禮名單、挑選新春禮品。 

2、採購校慶百萬以上捐款人紀念品。 

3、紀念品校內領用狀況：105年 12月至 106年 2月校內公務領用紀念品金

額共 295,945元，領用數量共 669件。 

4、對外販售：105年 12月至 106年 2月包含聯合服務中心代售、拍賣網站、

FB、華通代售，營業額共 73,919元，銷售數量 360件。 

5、完成 106年第一季紀念品庫存盤點，庫存量正確。 

(六)交大新聞(105年 12月 10日至 106年 3月 7日) 

1、新聞稿發布 18篇，本校首頁 15則；e-News編輯發行 5份。 

2、記者會及活動：記者會活動 3場。 

3、交大與台北/地方媒體記者年度活動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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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7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7年 11月 14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黃遠東主任委員 

出席：林進燈教務長、郭仁財主任秘書、褚立陽委員、李威儀委員、戴曉霞委員、 

曾文貴委員、蔡春進委員、簡榮宏委員 

請假：劉復華委員、莊雅仲委員、黃美鈴委員、王文杰委員 

列席：人事室陳加再主任、翁麗羨組長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略 
    

貳、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7.10.23召開之 97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 

     *業於 97.10.28以 e-mail予委員確認，無委員提出修正意見。 

    會議紀錄確認 
    

參、討論事項 
    

    案由五：有關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候選人之提名程序，請討論。（秘書 

            室提） 

    說  明： 

        ㄧ、本校 97年 10月 1日召開之 97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交議法 

            規會討論有關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候選人之提名程序。 

        二、目前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之提名程序，業依 86學年度第 4次 

            校務會議決議：各委員會候選人之提名人及連署人各一人，提名人 

            及連署人需具備校務會議代表資格。校務會議代表在同ㄧ委員會中 

            只能提名(含連署)一人，或當場提名候選人列入。提名時須獲得被 

            提名人之同意。 

     決  議：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程序，建請仍依 86學年度第 4次校 

            務會議之決議辦理，且除由各學院提名外，並請於舉行當學年度選 

            舉之校務會議前通知校務會議代表提名。 

以下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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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7年 12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電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重雨校長 

出席：許千樹、郭仁財、林進燈、傅恆霖、曾仁杰、李鎮宜、許尚華、陳信宏（溫

瓌岸代）、李弘祺、莊振益、李威儀、賴明治、王念夏、盧鴻興（陳鄰安

代）、吳培元、陳登銘、謝漢萍（孟慶宗代）、周世傑、黃遠東、周景揚、

王蒞君、楊谷洋、黃中垚、陳伯寧、林大衛、陳永平、張振雄、曾煜掑、

簡榮宏、方永壽、鄭復平、林鵬、傅武雄（陳宗麟代）、陳仁浩、劉俊秀、

張新立、巫木誠、袁建中、陳安斌、劉尚志（唐麗英代）、劉復華、吳宗

修、王文杰、莊明振、戴曉霞、劉辰生、賴雯淑、莊英章、李美華、陶振

超（魏玓代）、黃鎮剛、張家靖、蔡熊山、殷金生、鄒永興、呂紹棟、李

莉瑩、郭書廷、孫承憲、張為凱【共計 62人】 

請假：李嘉晃、高文芳、邱俊誠、黃家齊、林一平、曾文貴、謝續平、林清發林

勇欣、黃美鈴、黃杉楹、廖威彰、陳政國、石筑安、邱奕哲、劉家宏、 

 褚立陽【共計 17人】 

缺席：趙天生、蘇育德、胡竹生、陳玲慧、曾建超、蔡春進、許鉦宗、林珊如莊

雅仲、蕭繕譯、李容瑄【共計 11人】 

列席：材料系韋光華、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陳加再、圖書館柯皓仁、計網中 

      心林盈達、     教師會洪瑞雲、璞玉計畫暨新校區推動小組王淑霞、頂尖計   

      畫陳永富、綜合組張漢卿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二）法規委員會  

              業於 97年 11月 14日召開 97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議完竣。 

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有關校務會議交議「有關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候選人之提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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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程序。」1案決議為：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程序， 

建請仍依 8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之決議辦理，且除由各學 

院提名外，並請於舉行當學年度選舉之校務會議前通知校務 

會議代表提名。 

              2.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因條文具連貫或相關性，為配合校務 

會議已通過之修正條文，賡續於會議中檢視組織規程修正條 

文，並為必要之再修正。再修正後之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將續 

提校務會議討論。 

3.有關台南分部納入本校組織規程，並報教育部核定案，業請 

提案單位擬定台南分部之相關組織辦法及架構，並依校內行 

政程序完成審議後，再提送本會納入組織規程。 

 

             以下略 

              

          



 14 

 

106學年度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各互選單位提名候選人名單 
 
*以下候選人名單依其所屬學院，於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所列之學術單位順序排
列。各委員會之選票則依候選人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序；姓氏筆畫相同再依其名第一
及第二字筆畫依序排序。 

一、程序委員會 
(一)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 10人，任期二年，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

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 
(二)106學年度續任委員為：許恒通委員、吳樸偉委員、倪貴榮委員、陳仁姮委

員及傅恆霖委員。 
(三)106學年度改選 5人，任期二年。 

另為利會務運作，一年任期候選人擬依得票數高低，依序列為遞補委員。 
 

程序委員會  一年期候選人(應選名額 0人，依得票數高低，依序列為遞補委員) 

王念夏教授(理學院應用化學系) 張靜芬副教授(人文社會學院英語教學研究所) 

冉曉雯教授(電機學院光電工程學系) 林俊廷教授(光電學院光電系統研究所) 
 

程序委員會  二年期候選人(應選名額 5人) 

黃冠華教授(理學院統計學研究所) 陳慶耀教授(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陳巍仁教授(電機學院電子研究所) 林妙聰教授(管理學院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莊榮宏教授(資訊學院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李偉教授(光電學院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二、法規委員會 
(一)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 8人(不含學生代表)，任期二年，每年由新

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另學生代表已另推 1人為：陳建仰委
員，任期一年。 

(二)106學年度續任委員為：倪貴榮委員、潘以文委員、鄭裕庭委員、謝續平委
員。 

(三)106學年度年度改選 4人，任期二年。 
另為利會務運作，一年任期候選人擬依得票數高低，依序列為遞補委員。 
 

法規委員會  一年期候選人(應選名額 0人，依得票數高低，依序列為遞補委員) 

黃炯憲教授(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許恒通副教授(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林俊廷教授(光電學院光電系統研究所) 陳仁姮副教授(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中心) 
    

 法規委員會  二年期候選人(應選名額 4人) 

李佩雯教授(電機學院電子研究所) 吳宗修副教授(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陳宗麟教授(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林珊如教授(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研究所) 

劉復華教授(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李偉教授(光電學院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唐麗英教授(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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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 8人，任期二年，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票選代表中

改選半數。 

(二)106學年度續任委員為：方永壽委員、袁賢銘委員、陳紹基委員及黃憲達委

員。其中方永壽委員 106學年度因故不續任校務會議代表，爰另推選一年期

委員 1人遞補其缺額。 

(三)106學年度應選 5人，其中改選 4人，任期二年；遞補委員 1人，任期一年。 

 

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年期候選人(應選名額1人) 

方凱田教授(電機學院電信工程研究所) 倪貴榮教授(科技法律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 

潘以文教授(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許恒通副教授(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許峻誠副教授(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 張生平教授(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室) 

林俊廷教授(光電學院光電系統研究所)  

 

經費稽核委員會  二年期候選人(應選名額 4人) 

莊重教授(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張淑閔教授(工學院環境工程研究所) 

朱仲夏教授(理學院電子物理學系) 唐麗英教授(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陳科宏教授(電機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李偉教授(光電學院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教授代表中，推選 6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候選人(應選名額 6人) 

黃冠華教授(理學院統計學研究所) 黃炯憲教授(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林志忠教授(理學院物理研究所) 林妙聰教授(管理學院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莊重教授(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林珊如教授(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研究所) 

鄭舜仁教授(理學院電子物理學系) 李偉教授(光電學院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黃乙白教授(電機學院光電工程學系) 倪貴榮教授(科技法律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 

莊榮宏教授(資訊學院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張生平教授(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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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6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名單(106.8) 

一、當然代表 22人： 

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

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徐文祥

國際長、林寶樹主任(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陳永富院長（理學院）、唐震寰院長（電機

學院）、莊仁輝院長（資訊學院）、韋光華院長（工學院）、胡均立院長(管理學院）、曾成

德院長（人文社會學院）、鐘育志院長（生物科技學院）、張維安院長（客家文化學院）、

許根玉院長(光電學院)、劉尚志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張翼院長(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二、教師代表 53人：(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理學院 8人 

(105~106學年)：傅恆霖教授、王念夏教授、鄭舜仁教授(*106.8遞補趙天生教授) 

(106~107學年)：朱仲夏教授、莊重教授、刁維光教授、黃冠華教授、林志忠教授 

 

電機學院 12人 

(105~106學年)：鄭裕庭教授、陳紹基教授、宋開泰教授、方凱田教授(*106.2遞補王

蒞君教授)、廖德誠教授、歐陽盟教授、冉曉雯教授 

(106~107學年)：李佩雯教授、陳巍仁教授、陳科宏教授、林顯豐教授、黃乙白教授 

 

資訊學院 5人 

(105~106學年)：曾新穆教授、謝續平教授、袁賢銘教授 

(106~107學年)：莊榮宏教授、陳志成教授 

 

工學院 6人 

(105~106學年)：潘以文教授、吳樸偉教授、黃炯憲教授(*106.8遞補方永壽教授) 

(106~107學年)：陳慶耀教授、陳宗麟教授、張淑閔教授 

 

管理學院 6人 

（106~107學年）：吳宗修副教授、林妙聰教授、劉復華教授、唐麗英教授、郭家豪副教

授、黃思皓助理教授 

 

人文社會學院 5人 

(105~106學年)：張靜芬副教授、許峻誠副教授(*106.2遞補鄧建國副教授) 

(106~107學年)：林珊如教授、龔書章副教授、賴郁雯助理教授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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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院 3人 

(105~106學年)：吳妍華教授、黃憲達教授 

(106~107學年)：尤禎祥教授 

 

客家文化學院 2人 

(105~106學年)：林秀幸副教授、黃靜蓉副教授(*106.8遞補陶振超副教授) 

 

光電學院 2人 

(105~106學年)：林俊廷教授 

(106~107學年)：李偉教授 

 

科技法律學院 1人 

(105~106學年)：倪貴榮教授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1人 

(105~106學年)：許恒通副教授 

 

共同教育委員會 3人 

(105~106學年)：陳仁姮副教授、張生平教授 

(106~107學年)：廖威彰教授 

 

三、職員及其他代表 5人(任期一年) 

(106學年)：王先正主任、林泉宏輔導員、楊黎熙副總務長、莊伊琪秘書、呂紹棟技工 

 

四、學生代表 9人(任期一年) 

(106學年)：宗仕傑同學、張碩恒同學、陳建仰同學、張勝豐同學、楊凱傑同學、黃孝

宏同學、蘇怡靜同學、呂晉同學、蘇蓓筠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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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 

 

98年 0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0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為處理校務會議各項提案之策劃及審議，依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設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主任秘

書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十人。 

          票選委員任期為二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之，處理本會事務。 

第三條    本會掌理校務會議議案審查、協調及議程安排等事項，得視需要訂定相關作業要點

實施之。 

第四條    本會視需要不定期集會，由召集人召集之，並擔任主席。 

          本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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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法規委員會設置辦法 
 

77年 09月 21日 7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82年 04月 14日 8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2年 10月 13日 8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2月 20日 8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12月 24日 9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0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法制事務，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組成法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遴聘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主任秘書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不含學生代表) 

三、遴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人士二人擔任。 

四、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推選產生一人。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為二年。票選委員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

選半數，連選得連任。學生代表任期一年。(任期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 

第三條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處理本會事務。召集人由校長就委員中聘任之，

執行秘書由召集人就委員中聘任之。 

第四條    本會任務為：經校長指定或全校性常設會議決議由本會處理及本會自行研議之各種

全校性行政規章之訂定及修正事項。 

第五條    本會視需要不定期開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之決議案，需依規章之性質提交校務會議或其他會議報告或審議通過後，方得

實施。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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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82年 04月 14日 81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1年 06月 19日 9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06月 10日 92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06月 07日 94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1月 02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3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五條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經費稽核事務，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

項之規定，組成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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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會之委員。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並持續至下屆委員產生前），每年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票選代表

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之。每年改選，連選得連任。召集人須負責下屆委員

會產生後第一次會議之會議準備與召開，會中先行選出新任召集人後，即進行業務說

明、交接並卸任。 

第五條 本會之設置，在審計會計及專任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職掌不重疊之範圍內，代表校務

會議明瞭校內經費運用情形，其職責規定如下： 

一、關於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經費稽核。 

二、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與執行之經費稽核。 

三、關於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關於學校資產增置、擴充、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稽核。 

七、其他經費稽核事項。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遇有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議之召開必要時得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會委員得調閱校內帳目表冊案卷，並得實地調查。 

本會得調用校內人員處理會務，並於開會時擔任記錄事宜。 

第八條 本會之各項決議除簽報校長核定處理外，並提報校務會議。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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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89 年 3 月 6 日 88 學年度第 1 次法規委員會議訂定 

89 年 3 月 22 日 8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6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成立「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四、審查名譽博士候選人時，另加聘有關學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長為委員。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一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連選得連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三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候選人資格或條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由本會主動建議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之候選人

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審查，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推薦人列席說明。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會方式為主，對候選人名單及資料作審議，必要時

得採通信投票。均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過參與委員

三分之二為通過。 

第六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審查結果應提校務會議報告，名譽博士並應報教育

部備查。 

第七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譽證書之

頒授以配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第八條 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亦同時頒贈傑出校友榮譽證書。傑出校友得被舉薦為名譽

博士候選人。 

第九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期限為原則，以利審查之順利實

施。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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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88年 10月 20日 88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 6月 10日 92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6月 7日 9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8月 7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50111740 號同意備查 

98年 6月 10日 97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5日 101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23日 104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以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第五條及「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設置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

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

委員除校外人士外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委員其任期二年，每

年改選半數。 

三、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二)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開源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四、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召集人任命之，行政工作由主計室支援，必要時，得經召集人同意，

進用專業人員協助辦理會務。 

五、本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方式，由本會訂之。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會下設投資管理小組，規劃辦理本校相

關投資事宜，投資管理小組之設置及運作另訂之。 

七、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賸餘，增加經費支用者，

須提本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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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設置條例規定訂定之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因法規更迭或業務需要，修正規定

者，須提報本會審議。 

另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

舉借、償還，應依原訂計畫用途及預算額度支用，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有先行

辦理之需者，應經校長核准，並提本會報告。 

八、本會之規劃及執行情形，須定期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5 

 

 

 

 姓名：邱水珠                   性別：女                         

 

學歷: 交通大學科管所 EMBA碩士畢 

台北中興法商學院會計系畢 

     

專業資格: 中華民國高考會計師及格 

評價會計師及格 

 

現   職： 明兆會計師事務所          主持會計師 

          弘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櫃公司) 監察人 

          力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櫃公司) 監察人 

          優你康光學股份有限公司(興櫃公司)監察人 

經   歷：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查帳部副理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稅務經理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部協理 

晶鼎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沛鑫) 監察人   

 

附件 13 

簡簡    歷歷    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