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十分 

地點：資訊館國際會議廳 

主席：張校長 

出席：祁甡、 魏哲和、蔡文祥、林振德、張新立、許千樹、李錫堅、謝續平、楊維邦、陳永

順、許淑芳、高正忠（李秋明代）、林松山、黃大原、裘性天、陳鄰安、林貴林、

曾慶平、李昭勝、傅恆霖、鍾文聖、吳培元、黃光明、許元春、沈文仁、周景揚、

林進燈、張仲儒、陳榮傑、許根玉、陳耀宗、陳龍英、楊谷洋、李建平、曾俊元、

黃家齊、陳信宏、李大嵩、徐保羅、劉增豐、陳俊勳、黃志彬、曾錦煥、葉克家、

韓復華、黃仁宏、丁承(黃仁宏代)、卓訓榮、藍武王(卓訓榮代)、許尚華、羅濟群

(蔡銘箴代)、洪志洋(卓訓榮代)、王耀德、李明山、洪瑞雲、吳宗修、朱博湧(楊千

代)、王淑芬、彭德保、陳其南(劉育東代)、莊明振、黃坤錦(周倩代)、李介立、周

倩、李秀珠、崔家蓉、楊永良、張玉蓮、黃榮碧、張生平、梁晴輝、于秉信、趙振

國、邵德生、褚希彥(柯志杰代)、李明皇、許博清、黃世宏、林群傑 

請假：楊裕雄、莊 重、陳茂傑、任建葳、李鎮宜、唐震寰、蔡忠杓、曲新生、蔡春進、劉尚

志、曾國雄、吳元功、楊聰賢、潘呂棋昌、逄海東、林興來、謝雪齡 

缺席：彭松村、莊振益、陳衛國、莊祚敏、彭南夫、林登松、孫春在、鄭晃忠、黃遠東、施

敏、李祖添、汪大暉、張文鐘、莊榮宏、蘇育德、袁賢銘、翁正強、涂肇嘉、鄭復

平、陳春盛、林鵬、陳三元、陳重男、詹海雲、張靄珠、孫建華、黃靜蘭、葉武

宗、范鏡棟、林家輝、葉京澔、賴士喬 

列席：林大衛(請假)、張漢卿、盧妙卿、彭淑嬌、陳莉平、劉松田、廖威彰(陳秀花代)、牛

玉珍、林文忠(李阿屏代)、戴淑欣、鄒永興、黃瑞紅、呂昆明、陳欽雄、吳翔、朱

粵林、楊金勝、許雅玲(請假)、蔡銘箴、蔡碩仁、黃椿惠、劉河北、王朝和、顧淑

貞、吳水治、陳仁浩(請假)、卓訓榮、洪惠冠、呂宗熙、謝有容(請假)、祁德慧 

記錄：王禮章 

頒獎：(一)代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二)代頒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獎 

  

甲甲甲甲、、、、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壹壹壹壹、、、、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秘書室報告：：：：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本會各委員會票選委員，經無記名投票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1)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洪瑞雲、翁正強、李祖添、周 倩、陳俊勳。 

(2)法規委員：劉尚志、鍾文聖、鄭復平、李秀珠、孫春在、黃志彬、陳耀宗 

(3)舉薦委員：黃仁宏、吳培元、任建葳、陳春盛、蔡忠杓。 

(4)經費稽核委員：洪志洋、曲新生、李昭勝、葉克家、林 鵬、張文鐘、陳鄰

安、莊明振、楊谷洋。 

二、(一)理學院撤回「以調整案新增『資訊數學研究所』與『科學計算研究所』」

之提案。 

(二)經表決通過新設碩士學程在職專班如下： 



(1)電資學院數位圖書資訊組。(2)管理學院國際經貿組。(3)管理學院

運輸物流組。 

(三)管理學院調整為「一院多所」案，因有代表提清點人數之程序問題，延

本次會議討論。 

三、其餘第三、四提案亦順延本次會議討論。 

 

貳貳貳貳、、、、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 

89 學年度上學期註冊人數     89/10/07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小計   小計(不含專班) 

--------- ------ ------ ------ ------ ------------- 

人社學院      0    172    217    389        389 

工學院      277    633   1003   1913       1841 

電資學院    695   1311   2151   4157       3973 

理學院      151    396    708   1255       1255 

管理學院    244    972    874   2090       1729 

------------------------------------------------------------ 

 合 計     1367   3484   4953   9804       9188 

------------------------------------------------------------ 

  男       1239   2800   3905   7944       7410 

  女        128    684   1048  � 1860      1778 

※ 本學年有 3位外籍學生入學，分別是約旦籍 2 位(電子碩)、日本籍 1 位(電控

系)。 

  

參參參參、、、、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會計室報告((((請參閱附件甲請參閱附件甲請參閱附件甲請參閱附件甲)))) 

  

乙乙乙乙、、、、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七條條文，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明：(一)茲因公務人員陞遷法業經公布，並自八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起實施，本校

組織規程第三十七條職工評審委員會之組織，應依前法暨其施行細

則之規定予以配合修正。 

(二)擬修正之條文，刪除之文字(如刪除線者)，增列之文字(如底線者)，

請參閱如下： 

第三十七條 職工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 

本大學設職工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分別評審有關職工

員及校工之遴用、升遷、考核、獎懲、資遣、遴薦及其他重要人事

規章事項。 

職工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組成、職掌及評審作業程

序，由校務行政會議及總務會議定之。 

決議：經修正後，無異議通過之條文如下： 

第三十七條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 

本大學設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分別評審有關職工之遴用、

升遷、考核、獎懲、資遣、遴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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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政會議擬訂後，由

校務會議定之。其評審作業程序，由各該委員會擬訂後，由行政會議定

之。 



  

二、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十一、六十五條部份條文，請討論。(教務處、秘

書室提) 

說明：(一)本校行政會議(九月十五日)已通過教務處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立網路教

務組(先行試用半年)，以因應網路學習時代的來臨。該組之任務包

括協助網路學習教材之製作、師資之培育、課程之規劃及教務網路

化等相關事宜。 

(二)擬修正之條文如下(底線部分為增列文字)： 

第十條 教務處 

「..。下設若干組及推廣教育中心，處理註冊、課務、出版、綜合

教務、網路教務及推廣教育等事宜。..」 

(三)依教育部 89.8.7 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 0九八 0 六一號函之說明二

(請參閱本案附件一)辦理。 

(四)擬修正條文如下(刪除線部分為刪除文字): 

第十一條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並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由軍訓

室主任兼任，秘書一人及行政人員若干人。下設若干組..。」 

(五)上學年校務會議已通過：本校學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即可報請教育部

核備後實施，不必經校務會議通過。此修正已經教務會議修訂於學

則，並經教育部核定。 

第六十五條(第二項) 

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備後

實施。 

決議：經表決以 68 票(過半數)照說明(二)(四)(五)所陳列修正之條文通過。 

  

三、案由：本校學則擬增列大學部學生因學業因素退學條款，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明：1.本校自 87 學年度起廢除學則中因學業退學(簡稱 1/2 退學)條款，同時實施

邀請 1/2 同學家長來校訪談措施。 

2.兩年來 1/2 人數統計如下： 

大學部學生 1/2 不及格人數統計  
系  別  87 上  87 下  88 上  88 下  系  別  87 上  87 下  88 上  88 下  
電子工程學系  16  14  15  23  應用數學系   18  14  16  14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15  26  22  23  資訊科學系  17  39  29  37  
電信工程學系  15  16  28  16  應用化學系  3  7  13  7  
機械工程學系  14  11  16  18  生物科技學系        1  1  
土木工程學系  11  14  12  23  管理科學系  3  18  5  11  
資訊工程學系  13  27  19  14  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  8  10  6  1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4  3  3  4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4  9  2  9  
電子物理學系  5  7  9  5                 
外國語文學系  4  3  5  5  合計  150  218  201  227  

※ a.有 57 人 3 學期是 1/2，其中 15 人 4學期都是 1/2。 

b.88 下 227 人 1/2，其中 41 人及格學分低於 4 學分。 

3.在各種場合及教務會議中曾論及廢除 1/2 可使老師評分較無壓力，但是

累積多次 1/2 的同學也造成若干影響，諸如重修人數大增、學習風氣降



低、價值觀變化等。可預估將出現若干 6年修業年限屆滿而退學的狀

況，不但消耗教育資源，對於在本校度過 6 年歲月才離校的同學恐也已

失去求知的衝勁。在 1/2 家長來校訪談的案例中，也有家長反應希望學

校多督促學生課業。 

4.為此，在兩次教務會議熱烈及充分討論後，89 年 10 月教務會議決議在

學則中增列因學業因素退學條款「修讀學士學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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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令退學。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不高於九學分者不受此限。」。此一措

施的精神在於提醒同學有 1/2 退學的制度存在，但也提供適應不良或迷

途學生有彌補的機會。 

5.雖然學則修訂權責是在教務會議，但因此項決定影響重大，因此教務會

議同時決議本案再提請校務會議覆議。 

6.各大學處理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退學現況： 

學 校  目 前 處 理 狀 況  備     註  

台灣大學  1. 一般生一次 1/2 不及格退學  
2. 特種生一次 2/3 不及格退學  

   

政治大學  1. 一般生一次 1/2 不及格退學  
2. 特種生一次 2/3 不及格退學  

   

中央大學  1. 一般生累計二次 1/2 不及格退學  
2. 特種生累計二次 2/3 不及格退學  

   

清華大學  一般生累計二次 1/2 不及格退學  特種生不設限  
中正大學  一般生及特種生都是累計二次 1/2 不及格退學     
成功大學  1. 一般生累計二次 1/2 不及格或一次 1/2 不及格、次學期 1/3 不及格退學  

2. 特種生一次 2/3 不及格退學   
   

中山大學  1. 一般生一次 2/3 不及格或累計二次 1/2 不及格退學  
2. 特種生一次 2/3 不及格退學  

   

製表：張錦春 89 年 10月 

7.另附參考資料「學生二一問卷調查」(學聯會於 89 年 6 月在教務會議提

出之資料)。 

決議：(一)有關一般生部分：經表決以 37：0通過於本校學則中增列「學期成績連

續兩次『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或累積三次『二分之一』學分不及

格者，予以退學」之條款。 

(二)有關特種生部分：無異議通過於本校學則中增列「學期成績連續兩次

『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或累積三次『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者，

予以退學」之條款。 

(三)經表決以 48：5通過前(一)(二)項措施，自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起，適用於本校全體學生，且不溯既往，重新起算。 

  

四、案由：擬以調整案方式增設科學計算研究所，請討論。(理學院提) 

說明：(一)本案已列入理學院中長程院務規劃之第一階段工作。 

(二)本案經 89.9.21 本學年度第一次校規會通過，同意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本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89.9.27)建議本案應先送理學院院務會議通

過，再提本會討論。 

(四)本案業經本院本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89.10.23)通過。 

(五)科學計算研究所計畫書供參。 

決議：經表決以 41：0 同意增設定(提報教育部之時程授權由理學院酌定)。 



  

五、案由：管理學院「一院多所(多學程)」再造推動案，請討論。(管理學院提) 

說明：1.管理學院經 89 年 9 月 5、6 日兩日擴大院務會議，決議以「一院多所」為

本院再造發展之架構。 

2.「一院多所」囿於現行「學位授與法」，大學部學士學位仍必須由「學

系」授予，故經協調擬以調整管科系、運工管系增加「資訊管理」、

「財務金融」等學程方式，再配合全院大學部不分系招生為第一階段推

動。 

3.本院經院行政主管會議、各系所務會議，並於 89 年 10 月 25 日再召開院

務會議，決議通過下列項目為本院展開「一院多所(多學程)」再造之首

期計畫： 

(1)運工管系調整改名為「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大學部招生減少 10

名)。 

(2)校務會議已通過之「管理科學系」更名為「資訊與管理學系」分

「資管組」、「企管組」兩組招生。擬再增設「財務金融組」共三

組招生。 

(3)大學部第二類組招生，全院不分系招生 30 名。(全院大學部招生總

人數不變。) 

(4)大一、大二院共同課程，全院展開不分系規劃課程。大學部共同課

程規劃「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專業課程學程，優先考

慮成立學士學位學程，在現有研究所分組招生，未來調整成立研究

所。 

4.配合本院「一院多所(多學程)」之再造，亦請校方體認「管理三館」之

急迫性，儘速列入學校整體發展計畫，本院儘速展開配合之規劃工作。 

決議：(一)有關管理學院展開「一院多所(多學程)」再造之首期計畫部分，除第(2)

項授權由該院再行協商議定(請祁副校長參與協助)之外，其餘各項

經表決以 41：0 決議通過。 

(二)涉及本案決議之各項調整措施及方案，須陳報教育部者，得按作業程

序並在時限之內，儘速報部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