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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6月 8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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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杰、張翼、許尚華、楊永良、林寶樹、

裘性天、莊振益、李威儀、陳秋媛、王念夏、陳鄰安、高文芳、周武清、

許元春、陳信宏、蘇朝琴、鍾世忠、徐保羅、劉柏村、周世傑、莊紹勳

（王協源代）、張振雄、黃家齊、王蒞君(方凱田代)、宋開泰(趙昌博代)、

簡榮宏、曾文貴、徐慰中、成維華、高正忠、吳耀銓、黃炯憲、柯富祥、

張新立、虞孝成、唐麗英、洪瑞雲、謝文良、楊千、包曉天、郭良文、

賴郁雯、李秀珠、佘曉清、莊英章、簡美玲、許維德、陶振超、黃鎮剛、

黃憲達、吳東昆、趙瑞益、楊勝雄、黃美鈴、廖威彰(詹益欣代)、黃杉

楹、伍道樑、王旭斌、柯慶昆、宋福中、孫承憲、巫榮賢、何富菁、陳

詠民、高誌宏、陳俊毓【共計 70人】 

請假：孫仲銘、黃遠東、崔秉鉞、胡竹生、王國禎、曾煜棋、荊孙泰、謝續平、

陳俊勳、方永壽、金大仁、劉尚志、孫于智、孫治本、林鈺凭、陳慕天、

陳良敬、白鈞文【共計 18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譚潔芝、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圖書館楊永

良(黃明居代)、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黃志彬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0年 4月 22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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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草案」

業依會議決議事項修正後陳報教育部，並經教育部 100年 5月 6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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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字第 1000073392號函同意備查（附件 1，P.9）。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業於 100年 5月 20日、100年 6月 3日召開 99學年度第 3次

及第 3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完竣，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通過「有關圖書館前廣場綠美化規劃案」。 

2.有關光電學院所提 「建議校務會議修改有關台南校區財務

自籌自償之決議，除館舍建物、運動設施及校地擴增與維

護，仍以經費自籌為原則外，其餘經費分配與執行比照各學

院方式辦理」之議案，提案單位提出撤案。決議並請台南分

部擇期至校務會議專案報告分部相關之運作情形。 

 

（二）法規委員會 

 業於 100 年 4 月 11 日、5 月 6 日召開 99 學年度第 4 次及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完竣，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99學年度第 4次法規委員會： 

（1）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案，決議為：提案單位同

意撤回本案，並經本會委員全體無異議通過。 

（2）未通過「本校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第 2條條文修正案」。 

（3）通過「本校資訊學院組織規程修正案」，依程序由該院

續提行政會議討論。 

2.99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 

修正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7條、第 16條、第 38條、第 39

條、第 49條、第 50條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業提本

次校務會議討論。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1.業於 100年 3月 29日召開 99學年第 5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

完竣。 

2.有關 98 學年度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提案（前任召集人劉

復華委員提）本校「校園館舍清潔外包服務清潔耗材檢舉案

處理會議」案，依據總務處所提供資源回收袋（或垃圾收集

袋）金額 33,022 元（自 93 年 8 月至 98 年 10 月），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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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構成圖利廠商之嫌，其說明書應載明相關人員之行政疏

失。總務處業提供說明書及載明資源回收袋（或垃圾收集袋）

由廠商提供之正確起始時間點之新合約書影本予本委員會

備查。 

3.有關 100年委外辦理本校內部稽核作業，基於會計室所提供

之補充資料（其他大專校院委外稽核資料）後，將不委外辦

理內部稽核作業。有關本校內部稽核作業，相關決議事項如

下： 

（1）同意會計室所提供之 98 學年度「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

內部控制實施方案」辦理情形。另有關日前行政院主計

處及教育部會計處查核本校 99 年度收支及決算部分，

請會計室於其報告書到校時提供本會，本委員會並監督

後續之稽核作業。 

（2）爾後會計室如有相關內部帳務查核作業，可通知本會派

委員參加查核事宜。 

（3）本校內部稽核作業方式，下次會議繼續研議。 

4.本委員會於 100年起就本校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包括（1）

捐贈收入，(2)建教合作，(3)推廣教育，(4)場地設備管理，

(5)投資等項目近三年內之收支情形逐一檢視及查核，並請

業務單位提供相關查核資料。 

  有關捐贈收入查核事項決議：請秘書室參酌與會委員意見修

正後提下次會議再議。附帶決議：唐麗英委員所提有關以「講

座教授」名義支領獎助金情形，請依本會組織規程第七條「本

會委員得調閱校內帳目表冊案卷，並得實地調查。」辦理。 

5.本校「管理一館增建整修工程檢討報告」案，決議為： 

（1）請總務處提供 94年預估工程費（II）8,968萬元其通過

之校級會議依據。 

（2）本案造成工程延宕及三樓地板塌陷等需再加強結構補強

等工程之監造，校方應落實追究建築師監工不力應負責

任。 

（3）本案將於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四）舉薦委員會：無。 

 

（五）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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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提案計 2案，業經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

審議委員會議以書面審查方式審議通過，提本次會議討論。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請參閱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四、光電學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有關代表建議於台南分部設置校安或諮商人員之意見，基於維護學生

安全及心理輔導之需要，請台南分部參酌研處諮商師之設置規劃。另

請六家校區及台北校區併予考量。 

二、另有關建議將光電系併入光電學院統籌運作之意見，因本校相關系所

是否整併之規劃仍未有定見，擬參酌再議。 

 

肆、同意權行使事項 
 
     案  由：本校新任副校長人選案，提請同意。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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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P.10） 

         二、被提名人謝漢萍教授之簡歷，請參閱附件 3（P.11~P.12）。 

         三、請推舉計票及監票人員各一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  議： 

ㄧ、發出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代表選票計 55張，採無記名投票。

計票人員為陳俊毓代表，監票人員為虞孝成代表。 

二、投票結果：謝漢萍教授獲二分之ㄧ以上同意通過為本校副校長。 

           （同意 48票，不同意 7票）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16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9 條、

第 50條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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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修正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程序(第 38 條)： 

100 年 3 月 23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中，通過「通

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4，P.13~P.15)，其修正條

文第 4條規定：「主任委員之選任及任期依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遴選辦法辦理。」又「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辦法」(附

件 5，P.16)中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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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規定中，關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之選任程序，擬予修正。 

二、增訂台南分部組織(第 7 條、第 16 條、第 39 條、組織系統表)：

100年 4月 20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4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 6，

P.17~P.19)，通過本校「台南分部設置要點」草案(附件7，P.20~P.21) 

，台南分部包括教學單位及總管理處，置分部主任一人及總管理

處處長一人。爰組織規程第 7條一級行政單位增訂台南分部及所

置人員、第 16條行政會議增訂分部主任為會議成員、第 39條增

訂分部主任之資格及選任、組織系統表增訂台南分部及總管理

處。 

三、修正第 39條、第 49條及第 50條： 

（一）教育部 100年 4月 18日臺高(二)字第 100057472號函(附件 8 

，P.22~P.23)核定本校組織規程第 16 條條文修正案中，另提

及請本校依其說明修正相關條文如下： 

1.第 39 條第 7 項藝文中心主任、第 8 項行政單位所屬分組組

長、中心主任得由職員擔任一節，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6條

第 3 項規定：「各機關組織除以法律定其職稱、官等、職等

及員額外，應依其業務性質就其適用之職務列等表選置職

稱...。」是以，依學校所適用之「子、公立學校職員職務

列等表之一」規定，主任職稱，除人事室主任外，係指圖書

館、圖書分館及大學及獨立學院附設機構之主管職務，爰學

校擬由職員擔任主任之職務尚不符職務列等表之規定，請予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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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49 條置組員、幹事等職稱一節，以該 2 職稱之屬性及列

等相同，基於職稱簡併原則，建請擇一選置；另辦事員、管

理員及事務員等 3職稱，亦請擇一選置。 

3.第 50 條第 2 及第 3 項內容重複，是否分列 2 項，請一併釐

清。 

（二）上述說明修正事項，處理如下： 

1.第 1 目及第 2 目部分，經請人事室提供意見為：「有關藝文

中心主任不得由職員擔任一節，建請依教育部法制意見辦

理。至於組員與幹事，以及辦事員、事務員與管理員均請擇

一選置一節，茲因本校現行員額編制表僅設有組員及辦事員

職稱，並無幹事、事務員及管理員，爰本校組織規程第 49

條第 2項所列幹事、事務員及管理員職稱，建請刪除。」 

2.第 3 目部分，經查第 50 條第 2 項條文於本校 99 年 1 月 20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6 次臨時校務會議中通過文字為「本

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並

無「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附件 9，P.24~P.29)，

此段文字顯係誤植，擬予刪除。 

四、修正組織系統表： 

（一）依前述說明二，增訂台南分部及其總管理處。 

（二）依教育部 99 年 6 月 11 日台高(一)字第 0990094015A 號函(附

件 10，P.30~P.31)核定之本校 100學年度增設或調整教學單位

案，於光電學院增訂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於 100年 8

月 1日始生效)。 

（三）經洽教務處註冊組及綜合組表示，於春秋二季招生之產業研發

碩士專班，99學年度第 2學期及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存續或新

設情形尚無變更，爰此部分不需修正。 

五、本案業經 100年 5 月 6日 99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通過。(附

件 11，P.32~P.35) 

六、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16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9

條、第 50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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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P.36~P.52)及本校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附件 13，

P.53~P.56)。 

       決  議： 

一、孫承憲代表提出之修正案: 修正第十六條第一項行政會議之組

成，將學生聯合會代表二人由列席修正為出席，條文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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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1票，不同意 0票） 

二、本案餘修正條文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5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

請討論。（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說  明：  

一、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修正申訴不受

理之條件並增列申訴有、無理由之評議決定。 

二、本案業經 100 年 4 月 26 日 99 學年第 5 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會

議通過(附件 14，P.57)。 

三、檢附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5，P.58~P.64)。 

決  議： 

一、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項及第七項條文中「教申會」之文字均修正

為「本會」，條文修正為「(第六項)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

之評議決定。(第七項)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

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同意 53票，不同意 0票） 
 

陸、臨時動議:無 
 
柒、其他事項： 

一、唐麗英代表： 

建議學校將有關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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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教務處制定之教學部分參考表格做適當修正並轉知予各學

院。 

林進燈教務長說明: 

(一) 有關本校彈性薪資在教學部分之評估標準係以教學鐘點數、教學

品質、教學反應問卷等為基準，餘部分則列入加分。 

(二) 另因評估教師教學傑出優良不能僅以點數評估，故將教學獎項納

入彈性薪資之評估標準，因其名單係由系及院推薦，亦經系、

院、校逐級委員會審議，過程嚴謹。 

(三) 加分部分則以教師較無參與意願，惟攸關學校發展或國家政策相

關事項為原則，亦藉此鼓勵教師積極參與。 

(四) 有關教學部分仍以尊重各系、院之作法為主，亦將參考相關意見

後再做適當修正。 

二、主席其他裁示事項： 

6月 17日上午 10時 10分將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2樓國際會議廳召開

擴大行政會議，會中將報告有關頂尖大學計畫之規劃實施情形，請校

務會議代表踴躍列席與會，提供相關建議。如有其他相關建議亦可隨

時以電子郵件提出。 

 

捌、散會:15 時 10 分 



9 

 

附件 1 



10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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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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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漢萍 Han-Ping David Shieh 
 

Fellow,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SID), OSA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n) and IEEE  

 

現  職：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教授 

學    歷： 

美國卡內基-美倫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 電機及電腦工程系 博士 

(1982~1987)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 電機系 碩士 (1978~1980) 

台灣大學 物理系 學士 (1971~1975)  

經    歷： 

1. 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教授  (2010~迄今) 

2.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學院 院長 (2006.3~ 2010.1) 

3. 國立交通大學 顯示科技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2004~2006.3)   

4.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資訊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03~2006.3)   

5. 國立交通大學 友達光電講座教授  (2002~2009)   

6. 國際資訊顯示學會 中華民國總會 理事長  (2003~2009)  

7.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教授  (1992~迄今)  

8. 美國 IBM T J Watson 研究中心 研究員  (1988~1992)  

9. 美國卡內基美倫大學 電機及電腦工程系 助理教授 (1987~1988)  

10.美國奇異電氣公司 研發工程師 (1980~1982)  
 
研究領域：顯示技術、微光電系統、奈米光學元件和薄膜太陽能技術。 
 
主要獎項: 

 龍騰論文獎, Gold Award金質獎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科技及

應用類), 1999, 2005. 

 教育部產學合作獎, 2001. 

 1st AUO Award (第一屆友達獎) , Low power consumption LCD system design 

(cash prize NT$1,000,000), Nov. 2005. 

 SID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Fellow, 2005.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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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s (中國工程師學會), May, 2006. 

 OSA Fellow Award, (美國光學學會), 2006. 

 IEEE Fellow (2008).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09. 

 SID Best Paper Award, 2001, 2004, 2009, 2010. 

 

簡介： 

謝漢萍 1975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B.S.)、1980年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電機工程碩士(M.S.)，1980~1982 年任職於美國

奇異電氣公司(G.E.)航太事業部研究發展工程師，1987 年於美國卡內基－美倫

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取得電機與電腦工程(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博士。1987~1988 並任教於該校電機電腦工程學系擔任

助理教授，1988 年加入美國紐約州的 IBM T.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的資

訊儲存部門擔任研究員，參與及主導多項 IBM 的前瞻光碟研究及規格制訂。於

1992 年 8 月回國，以教授任職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電子資訊研究中

心，從事光資訊儲存及顯示技術研究，於 1999年 8月起合聘於中央研究院應用

科學與工程中心，2003 年起擔任交大「電子資訊研究中心」副主任，並主導於

2003 年在交大成立「顯示科技研究所」，擔任第一任所長，該研究所不僅為全

國，且為全世界第一所以「顯示科技」為專業領域的研究所, 他並主導由中華

映管(CPT) 實體捐贈的「交映樓」及長期產學合作。2004 年被指定擔任主導台

灣顯示技術邁入新紀元的國家型計畫-「影像顯示大型科技計畫」之共同主持

人。2006- 2010 擔任電機學院院長，任內建立並推動五年學碩一貫學程, 大學

部電資核心課程, 年輕教師出國研修, 系所整合, 館舍更新等。2010 年 4月起

任交大講座教授 .2005 年當選 SID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Fellow，這是我國學界第一位有此殊榮者，他亦是 OSA(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n)及 IEEE Fellow。 

謝漢萍擔任世界上所有主要光資訊儲存及顯示技術國際會議(如 ODS, ISOM, 

MORIS, APDSC, Intermag, SID, IDMC, IDRC 等)等會議議程委員(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co-chairs)，他並擔任國際資訊顯示學會(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SID)理事及中華民國總會(Taipei Chapter)－國內最大

的資訊顯示團體的理事長。在光資訊儲存及顯示技術上已有一百六十篇的學術

論文發表及五十餘項專利獲得，亦獲得 SID 2001, 2004, 2009, 2010年最佳論

文獎，他現在並擔任 IEEE/OSA J. of Display Technology 及 J. of SID 的副

編輯(Assoc.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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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0年 3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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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杰、張翼、許尚華、楊永良、裘性天、

莊振益（林貴林代）、李威儀、陳秋媛、王念夏、陳鄰安、高文芳、周武

清、許元春、孫仲銘、陳信宏、黃遠東、崔秉鉞、鍾世忠、徐保羅、劉

柏村、莊紹勳、張振雄、胡竹生、黃家齊、王蒞君（黃瑞彬代）、宋開泰

（陳永平代）、簡榮宏、曾文貴、徐慰中、王國禎、曾煜棋、荊孙泰、陳

俊勳、方永壽、高正忠、吳耀銓、黃炯憲、柯富祥、張新立、唐麗英、

洪瑞雲、楊千、包曉天、郭良文、賴郁雯、佘曉清、孫于智、莊英章、

簡美玲、許維德、陶振超、黃憲達、趙瑞益、吳東昆、楊勝雄、黃美鈴、

廖威彰、黃杉楹、伍道樑、王旭斌、柯慶昆（林泉宏代）、宋福中、林鈺

凭、孫承憲、陳慕天、巫榮賢、何富菁、陳詠民、高誌宏、陳俊毓、白

鈞文【共計 75人】 

請假：林寶樹、周世傑、蘇朝琴、謝續平、金大仁、劉尚志、謝文良、李秀珠、

黃鎮剛、孫治本、陳良敬【共計 11人】 

缺席：成維華、虞孝成【共計 2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魏駿吉、人事室譚潔芝、李承潔、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

錫鈞（吳毅成代）、圖書館楊永良、生活輔導組鄒立孙、衛生保健組連婉

如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0年 2月 23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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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五：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通識教

育委員會提） 

說  明：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事項為：刪除其下設單位

主管聘任資格、修正委員會中教師代表產生方式及任期、修正主

任委員之選任及任期依遴選辦法辦理、修正委員會議召開次數及

本設置辦法通過施行程序。 

二、本案業經 99年 12月 13日通識教育委員會 99學年度第一次會議

通過（附件 10，P.63~P.64）。 

三、檢附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條文全文（附件 11，P.65~P.67）。 

決  議：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之文字修正為「本會下設通識教育中心與藝文中

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同意 34票，不同意 0票） 

三、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附

件 1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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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之附件 12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93.6.18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93.7.23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93.10.6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4.6.2 台高(二)字第 0940074996號函核定 

94.10.19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2.14台高(二)字第 0940161776 號函修訂核備 

100 年 3月 23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及規劃全校通識教育，特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下設通識教育中心與藝文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委員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藝文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三人組成之。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經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第四條   主任委員之選任及任期依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辦法辦理。 

第五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審議。 

二、推動各學院參與通識課程之教學。  

三、制定提升通識教育品質之規章。 

四、本會中長期計畫與組織變動之規劃與審議。 

第六條   本會由主任委員每學期召集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至少一次，並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

或說明。 

第七條   本會得召開通識教育諮詢會議，諮詢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若干人擔任之。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6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辦法 

99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91231) 

99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991213) 

94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41104) 

94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941011) 

94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議通過(940920)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為辦理本會主任委員遴選事宜，依「國立交通大學院

系所單位主管選聘準則」第二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於主任委員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主任委員因故出缺時一個月內，組成國立交

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委員會，進行次任主任委員之遴選工作。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七人組成，其成員如下： 

1.召集人一人：校長或校長指定之代表。 

2.通識委員四人：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之委員中推選 4位代表擔任之，其中 2名代表，

頇為通識中心或藝文中心之委員。 

3.其他委員二人：由校長聘請公正熱心人士擔任之。 

第四條  主任委員候選人以本校專任教授為原則，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五條  本會遴選作業分為二個階段辦理： 

1.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推薦 2 位以上之本校專任教授，為通識教育委員會之主

任委員候選人。 

2.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推薦之候選人及其相關資料彙整後，送請校長擇聘之。 

第六條  通識教育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因重大事由，得經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連

署，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議決通過，逕向校長建議免兼其職。 

第七條  本辦法經委員會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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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第4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0年 4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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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杰、張翼、許尚華（蔡佳霖代）、楊永良、

林寶樹、裘性天、莊振益（林貴林代）、李威儀、陳秋媛、王念夏、陳鄰

安、周武清、孫仲銘、陳信宏、黃遠東、蘇朝琴（洪浩喬代）、劉柏村、

周世傑、莊紹勳、張振雄、胡竹生、黃家齊、王蒞君（吳卓諭代）、宋開

泰、簡榮宏（張明峰代）、曾文貴、王國禎、曾煜棋、謝續平、荊孙泰（譚

健民代）、陳俊勳、方永壽、吳耀銓、黃炯憲、張新立、虞孝成、劉尚志、

唐麗英、洪瑞雲、楊千、包曉天、賴郁雯、佘曉清、孫于智、莊英章、

簡美玲、黃鎮剛、趙瑞益、吳東昆、楊勝雄、孫治本、黃美鈴、廖威彰、

黃杉楹、伍道樑、王旭斌、柯慶昆、宋福中、林鈺凭、孫承憲、陳慕天、

巫榮賢、何富菁、陳詠民、高誌宏、陳俊毓、白鈞文【共計 71人】 

請假：高文芳、許元春、鍾世忠、崔秉鉞、徐保羅、徐慰中、成維華、高正忠、

金大仁、柯富祥、謝文良、郭良文、李秀珠、許維德、陶振超、黃憲達、

陳良敬【共計 17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譚潔芝、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高義智代）、

圖書館楊永良、研發處楊武、李阿錞 

記錄：柯梅玉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0.3.23 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

議)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参、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前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及「教師評審委

員會組織規程」，業於 100年 4月 7日交大人字第 1001002899號函公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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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請各單位配合修正該單位之教師升等審查規定（附件 1，P.8）。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修正草案，業於 100 年 3 月 24 日交大秘字第

1001002653號函報教育部審核中（附件 2，P.9）。 

三、前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業已公布於秘書室

網頁。 

四、前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業已公布於通

識教育委員會網頁，並據以辦理後續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

有關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規定之修正作業。 

五、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七條修正草案，業於 100 年 4 月 12 日交大

學生字第 10010027650號函報教育部備查中（附件 3，P.10）。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台南分部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台南分部提） 

說  明： 

一、97年 9月 18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177253號函核定本校

「台南分部光電學院第 1 年申請增設院所計畫書(定稿本)」（附

件 4，P.11~P.12），98年 9月 1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150247

號函核定本校「台南分部籌設計畫書(定稿本修訂版) （附件 5，

P.13）。台南分部光電學院已於 98年開始招生。 

二、98年 10月 2日召開之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台南分部設置要點草案（附件 6，P.14~P.16），98年 10月 21

日召開之98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李威儀代表之替代案

為：「有鑑於本校台南分部光電學院已正式成立，且於 98 學年度

開始招生作業，並已完成學生報到及入學手續，新校區暨璞玉計

畫推動小組在台南分部之階段性任務已告完成，台南分部應即納

入本校組織規程訂定之常設系統中運作，以利台南分部之正常發

展及整體校務之長遠規劃」。並由校務會議交付法規委員會，依決

議將台南分部納入組織規程（附件 7，P.17~P.18）。 

三、98 年 11 月 24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決議，

台南分部因其定位及內部單位層級尚待詳細規劃，故暫未列入組

織規程（附件 8，P.19~P.21）。 

四、教育部 100年 1月 5日台高(二)字第 0990229863號函核復：「依

『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高職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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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條第 2項略以，分部之組織應於學校組織規程中明定，並報

部核定」（附件 9，P.22）。 

五、本案業經 100年 4月 1日 99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附件 10，

P.23~P.24）及 100年 4月 15日 99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規劃委

員會議修正通過（附件 11，P.25~P.26）。 

六、本案擬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台南分部組織增訂於本校組織

規程中，陳報教育部核備。 

七、檢附「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高職部設立變更停辦辦

法」（附件 12，P.27~P.38）、本校「台南分部設置要點」草案

逐點說明表、草案條文全文（附件 13，P.39~P.41）及「台南分

部組織架構 (草案)」（附件 14，P.42~P.43）。 

決  議： 

一、「台南分部組織架構 (草案) 」中「總管理處」下之「圖書館」修

正為「圖書」。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同意 50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20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設置要點 

 

100年 4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4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統籌台南分部相關事務，健全組織制度，追求學

術卓越，培育頂尖人才，健全產學合作之特色，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

科部高職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設立台南分部。 

二、本分部設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組成，由本校校長遴選

聘任本校副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校友代表以及社會賢達人士聘任之。委員之任期

配合校長任期。 

本會之職權如下： 

(一)本分部業務、發展計畫及重要規章之咨詢。 

(二)協助本分部自籌經費之籌措。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主任委員由分部主任兼任之，綜理會務，並對外代表本會。 

委員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兩次。經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

理由，請求召集臨時委員會議，主任委員頇自受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召集之。 

三、本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襄理校務，由本校校長就具有教授資格之教師聘任之。 

四、本分部主任職權如下： 

(一)承校長之命襄理校務。 

(二)召開及主持本分部、院、所聯席會議。 

(三)執行本分部發展委員會決議事項。 

(四)代表本分部參加校內行政會議。 

統籌規劃分配本分部各單位相關經費、管理費、空間及設備。 

五、本分部由教學單位、總管理處共同組成。教學單位下設所屬學院、所、專班及研究

中心。 

六、教學單位，下設光電學院，設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

一人，辦理所務；專班置主任一人，辦理班務；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業

務。 

依實際需要及經費運用情形，前項所述各單位得置職員若干人。 

七、總管理處置處長一人、由分部主任兼任之，下置職員若干，辦理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圖書等相關業務。 

八、分部得置附設研究中心。 

九、本分部人事與會計業務由校本部人事室、會計室直接派人辦理。 

十、分部、院、所聯席會議為本分部最高行政會議，討論及議決本分部行政相關事務。 

十一、分部、院、所聯席會議由分部主任、總管理處處長、學院院長、各單獨設立之研

究所所長、研究中心主任及學院內教授等組成，必要時得由主任指定其他列席人

員。 

十二、分部、院、所聯席會議由分部主任召開並主持之，每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十三、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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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組織架構表 

1.1組織架構與人員規劃 

 

 

 

 

 

 

 

 

 

 

 

 

 

 

 

 

 

 

 

 
人員規劃： 

1. 分部主任：1人。 
2. 發展委員會：置委員 11-15人。 
3. 教學單位：學院置院長 1人，各獨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各專班置主任一人，研究中

心置主任一人。 
4. 總管理處處長：由分部主任兼任之。 
5. 依實際需要及經費運用情形，前項所述各單位得置職員若干人。  

1.2各單位工作執掌 

 

編號 單位 業務項目名稱 

1 發展委員會 本分部業務、發展計畫及重要規章之諮詢。協助本分

部經費之籌措。 

2 教學單位 所屬院所及研究中心。 

3 總管理處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圖書等相關業務。 

校長 

台南分部分部主任 

台南分部發展委員會 

總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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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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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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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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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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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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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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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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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98學年度第6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9年 1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計網中心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重雨校長 

出席：李嘉晃、林進燈、傅恆霖、曾仁杰、李鎮宜、許尚華、李弘祺、張靄珠、

莊振益、趙天生、陳登銘、陳秋媛、王念夏、謝漢萍（楊谷洋代）、林大

衛（杭學鳴代）、宋開泰、黃遠東、崔秉鉞、鍾世忠、劉柏村、林一平（蔡

文能代）、陳玲慧、王國禎、蔡春進、張新立、劉復華、李明山、虞孝成、

劉尚志（倪貴榮代）、唐麗英、洪瑞雲（包曉天代）、劉辰生、賴雯淑、莊

明振、莊英章（張玉佩代）、簡美玲、陶振超、黃鎮剛、張家靖、黃憲達、

趙瑞益、孫治本（吳雲珠代）、廖威彰（巫慧萍代）、伍道樑、王旭斌、林

梅綉、葉秀雲、葉裕國、黃均孙、陳良敬、吳苡璇、徐晨皓、陳建都【共

計 54人】 

請假：許千樹、林寶樹、吳培元、李威儀、陳鄰安、林志忠、周景揚、王蒞君、

胡竹生、張振雄、黃家齊、蘇朝琴、曾建超、謝續平、簡榮宏、陳俊勳、

傅武雄、洪士林、吳宗修、謝文良、佘曉清、李秀珠、黃美鈴、黃杉楹、

劉人豪、張筑軒、劉峻言【共計 27人】 

缺席：徐保羅、曾文貴、陳仁浩、許鉦宗、成維華、張翼、李美華、吳紹華【共

計 8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楊明幸代）、人事室廖瓊華、圖書館楊永良（黃明居代）、

計網中心林盈達（陳昌盛代）、生輔組李佐文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代表於寒假期間撥冗出席本次臨時校務會議，農曆春節即將到

來，先向各位拜個早年，預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99年 1月 6日召開之 98學年度第 5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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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99.1.6 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5

次臨時校務會議）： 

前次會議業已通過「擬將『服務學習中心』由任務型單位改制為隸屬學務

處之二級正式行政單位」案，爰組織系統表中，於學務處所屬單位新增「服

務學習中心」，業納入案由一之附件 3「教育部核復意見及擬修正方式對照

表」併予說明。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核復，頇依教育部審核意見修正

後再行報核。教育部審核意見及本案經法規委員會討論後之擬修

正方式如說明，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98年 6月 24日台高(二)字第 0980068906號函（附件 1，

P.7~P.10）辦理。 

二、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共 56條，經教育部核定之條文計 40條（附

件 2，P.11~P.16），餘尚未核定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之審核意見，經

法規委員會參考各相關單位說明後，提出擬修正方式；爰整理為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教育部核復意見及擬修正方式對照表」(另

參附件 3)，以利討論。 

三、檢附本案原送教育部審核之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附件 4，

P.17~P.31)、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5，P.32~P.55)、組織系

統表修正草案(附件 6，P.56~P.60)，及 94 年 8 月 18 日 教育部

台高（二）字第 0940109758 號函核定之本校組織系統表(附件 7，

P.61~P.63)。 

四、另檢附 97 學年度法規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錄(附件 8，

P.64~P.66 )、98學年度法規委員會第 1次(附件 9，P.67~P.71 )

及第 2次會議紀錄(附件 10，P.72~P.74 )，及依前開會議決議再

修正之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1，P.75~P.88)、組織系

統表(附件 12，P.89~P.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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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甫於 98 年 12 月 23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中，通

過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更名為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爰組織規程相關

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中，「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文字均頇修正為「資

訊技術服務中心」，故將其再納入前述說明二之「教育部核復意見

及擬修正方式對照表」併予說明。 

六、 99年 1月 6日召開之 98學年度第 5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設立

「服務學習中心」為隸屬學務處之二級行政單位，爰組織系統表

中，於學務處所屬單位新增「服務學習中心」。 

決  議： 

一、經舉手表決通過本校一級中心單位及二級中心單位之主管職稱，

依法規委員會決議之修正原則，據以修正相關條文： 

（一）行政單位部分：一級之中心為「中心主任」，二級中心為「主

任」。 

（二）研究單位及教學單位部分：一級、校級中心為「中心主任」，

非一級、非校級中心為「主任」。 

（同意 39票，不同意 0票） 

二、修正條文第七條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一）有關擬增置之副國際事務長、圖書館副館長及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副主任等 3 位副主管，將依相關規定於會後研議置

二位副主管之單位後，先行報部，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二）修正條文第七條無異議通過。 

三、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條文第八條一級及校級中心之差異說明，依

法規委員會之決議報部：「『一級』研究中心為教育部正式核給主

管、教師、行政人員員額及分組之單位。『校級』中心為依本校

附設機構及中心設置辦法成立之機構，其經費、員額及運作需自

給自足。」。（同意 35票，不同意 0票） 

四、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依法規委員會之決

議，於「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

員」前增訂「校級」之文字，修正為「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

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同意 38票，不同意 0票） 

五、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副校長之產生方式，依法規

委員會之決議報部。（同意 36票，不同意 0票） 

六、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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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麗英代表提出之修正案：刪除第二項「得由校長於任期

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之「得」字。 

經舉手表決未通過。（同意 4票，不同意 9票） 

（二）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同意 30 票，不同

意 9票） 

七、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第一項依法規會之決議，於

「經其所屬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前增訂「依序」之文字，修

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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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30票，不同意 0票） 

八、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第三項依法規會之決議，增

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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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字，原修

正條文第 3項項次變更為第 4項。（同意 37票，不同意 0票） 

九、經舉手表決通過，於本校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客家文化學院後，

增列光電學院及該院已報部核定之研究所及學位學程。（同意 40

票，不同意 0票）  

十、附件 3內 A類條文逕依教育部之核復意見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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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第 6 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五(節錄) 

已核定 

已核定 

已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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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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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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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9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5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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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燈委員、裘性天委員、陳慕天委員、李威儀委員（唐麗英教授代理）、

許維德委員、曾文貴委員、虞孝成委員、劉尚志委員、鍾世忠委員、方

永壽委員 

請假：賴郁雯委員、楊進木委員 

列席：人事室譚潔芝主任、秘書室翁麗羨組長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法規會。 

二、其他報告 

100 年 4 月 11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業於

100 年 4 月 12 日寄予本會委員確認，計有 10 位委員回覆(本會委員

13人)，同意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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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條、第 16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9 條、

第 50條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修正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程序(第 38 條)： 

100 年 3 月 23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中，通過「通

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1，P.5~P.6)，其修正條文

第 4條規定：「主任委員之選任及任期依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遴選辦法辦理。」又「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遴選辦法」(附件

2，P.7)中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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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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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規定中，關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之

選任程序，擬予修正。 

二、增訂台南分部組織(第 7 條、第 16 條、第 39 條、組織系統表)：

100年 4月 20日召開之 99學年度第 4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 3，

P.8~P.10)，通過本校「台南分部設置要點」草案(附件 4，P.11~P.12) 

，台南分部包括教學單位及總管理處，置分部主任一人及總管理

處處長一人。爰組織規程第 7條一級行政單位增訂台南分部及所

置人員、第 16條行政會議增訂分部主任為會議成員、第 39條增

訂分部主任之資格及選任、組織系統表增訂台南分部及總管理

處。 

三、修正第 39條、第 49條及第 50條： 

（一）教育部 100年 4月 18日臺高(二)字第 100057472號函(附件 5 

，P.13~P.14)核定本校組織規程第 16 條條文修正案中，另提

及請本校依其說明修正相關條文如下： 

1、第 39條第 7項藝文中心主任、第 8項行政單位所屬分組組

長、中心主任得由職員擔任一節，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6

條第 3項規定：「各機關組織除以法律定其職稱、官等、職

等及員額外，應依其業務性質就其適用之職務列等表選置

職稱...。」是以，依學校所適用之「子、公立學校職員職

務列等表之一」規定，主任職稱，除人事室主任外，係指

圖書館、圖書分館及大學及獨立學院附設機構之主管職

務，爰學校擬由職員擔任主任之職務尚不符職務列等表之

規定，請予修正。 

2、第 49條置組員、幹事等職稱一節，以該 2職稱之屬性及列

等相同，基於職稱簡併原則，建請擇一選置；另辦事員、

管理員及事務員等 3職稱，亦請擇一選置。 

3、第 50條第 2及第 3項內容重複，是否分列 2項，請一併釐

清。 

（二）上述說明修正事項，處理如下： 

1、第 1目及第 2目部分，經請人事室提供意見為：「有關藝文

中心主任不得由職員擔任一節，建請依教育部法制意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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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至於組員與幹事，以及辦事員、事務員與管理員均請

擇一選置一節，茲因本校現行員額編制表僅設有組員及辦

事員職稱，並無幹事、事務員及管理員，爰本校組織規程

第 49條第 2項所列幹事、事務員及管理員職稱，建請刪除。」 

2、第 3 目部分，經查第 50 條第 2 項條文於本校 99 年 1 月 20

日召開之 98學年度第 6次臨時校務會議中通過文字為「本

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並

無「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附件 6，P.15~P.20)，

此段文字顯係誤植，擬予刪除。 

四、修正組織系統表： 

（一）依前述說明二，增訂台南分部及其總管理處。 

（二）依教育部 99 年 6 月 11 日台高(一)字第 0990094015A 號函(附

件 7，P.21~P.22)核定之本校 100 學年度增設或調整教學單位

案，於光電學院增訂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於 100年 8

月 1日始生效)。 

（三）經洽教務處註冊組及綜合組表示，於春秋二季招生之產業研發

碩士專班，99學年度第 2學期及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存續或新

設情形尚無變更，爰此部分不需修正。 

五、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16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9

條、第 50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全文(附

件 8， P.23~P.39)及本校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 (附件 9，

P.40~P.43)。 

       決  議： 

一、修正條文第七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一項第十二款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10票，不同意 0票） 

（二）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二項刪除「由分部主任兼任」文字，條文修

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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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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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教師若干人。」（同意 8票，不同意 0票） 

二、修正條文第十六條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10票，不同意 0票） 

三、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9票，不同意 0票） 

四、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一項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8票，不同意 0票） 

（二）第七項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票，不同意 0票） 

（三）第八項於中心主任後增訂「及總管理處處長」之文字，條文修

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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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7 票，

不同意 0票） 

五、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票，不同意 0票） 

六、修正條文第五十條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票，不同意 0票） 

七、本校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之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一）經舉手表決通過增訂台南分部及總管理處。（同意 6 票，不同

意 0票） 

（二）經舉手表決通過於光電學院增訂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

程。（同意 6票，不同意 0票） 

八、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十六條、三

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 10，P.44~P.60）。 
 
 

参、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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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7條、第 16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9條、

第 50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0 年 5 月 6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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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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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 1 項第 12 款增
訂台南分部、置
分部主任 1 人及
其職掌。 

二、第 2 項增訂台南
分部置總管理處
處長一人由分部
主任兼任之，並
得置職員若干
人。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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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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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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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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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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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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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任及人事室主任組成

之，以校長為主席，學生聯合會代

表二人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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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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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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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人事室主任組成之，以校長為主

席，學生聯合會代表二人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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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 1 項增訂分部
主任為會議成員。 

二、第 2 項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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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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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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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
長聘請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任期三
年，得續任一次。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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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第 4 項通識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之選
任、續聘及解聘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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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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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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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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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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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
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分組組
長、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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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 1 項增訂分部
主任之資格及選
任。 

二、第 7 項刪除藝文
中心主任得由職
員擔任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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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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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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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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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社會工

第 2 項刪除幹事、管
理員、事務員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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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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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員、技士、技佐、佐理員、辦事
員、管理員、事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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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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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

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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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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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84、02、25八十三學年度第十一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84、06、07八十三學年度第十三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0、04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1、30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5、15八十四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1、27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6、09八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0、20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3、22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5、24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14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1、01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0、09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11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04、11 台高(二)字第 0920040125 號函核定 

93、06、10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11、09 台高（二）字第 0930139858 號函核定 

94、03、09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04、26 台高（二）字第 0940052695 號函核定 

94、06、22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08、18 台高（二）字第 0940109758 號函核定 

98、01、14九十七學年度第五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8年 6月 24日台高(二)字第 0980068906 號函核定第 1 至 6、9、11

至 15、21至 23、25至 36、41至 46、48至 50、53至 56 條等條文 

99、01、20九十八學年度第六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9年 5月 26日台高(二)字第 0990052426 號函核定第 7、8、10、16

至 20、24、37至 40、47、50 至 53條等條文 

教育部 99年 8月 25日台高(二)字第 0990139210號函核定第 6條(溯自 98年

8 月 1 日生效) 

99、11、17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4 條、第 36 條及

第 37 條 

教育部 99年 12 月 2日台高(二)字第 0990205467 號函核定第 14條 

教育部 99年 12 月 27日台高(二)字第 0990224935 號函核定第 36 條及第 37

條 

100、03、23 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6 條教育部 100年 4

月 18 日台高(二)字第 1000057472 號函核定第 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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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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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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變更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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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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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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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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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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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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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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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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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舉薦委員會： 

                  (一)任務為舉薦各種榮譽及獎勵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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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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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任及人事室主任組成之，以校長為主席，學生聯合會代表二人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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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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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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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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會議設國際化推動委員會，必要時並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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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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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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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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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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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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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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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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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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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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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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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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經各該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議決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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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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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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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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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社會工作員、技士、技佐、佐理員、辦事員、管理員、事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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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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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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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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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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學年度第 5 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0年 4月 26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譚建民委員、黃遠東委員 

出席：黃遠東委員、譚建民委員、朝春光委員、陳鄰安委員、袁俊傑委員、洪瑞雲委員、孫

于智委員、鄭協昌委員、王美鴻委員、包曉天委員、劉奕蘭委員 

請假：李美華委員、黃文遠委員 

記錄：施珮瑜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 13人，實到 11 人，超過 2分之 1法定開會人數。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請參閱 100 年 1 月 17 日召開之 99 學年度第 4 次教師申訴會議

紀錄，業於 1月 17日 E-mail給各委員確認。） 

三、通識教育中心孫治本副教授申訴評議書（附件一，P3-4）通訊投票同意通過，（本委員

會共 13位委員，回覆「同意」評議書內容之委員有 10人，「不同意」評議書內容之委

員有 0人,未回覆意見之委員有 3人；同意評議書內容之委員人數已逾本會二分之一委

員人數。）故該評議書已循校內公文簽核後並亦以雙掛號寄達。 

四、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9 學年第 4 次會議（100 年 1 月 17 日）臨時動議決議「請各委員參考教育部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後，於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二、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二。（P5-9） 

決  議： 

一、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項及第七項條文「委員會」均修正為「本會」後通過。（同意

11票，不同意 0票） 

二、檢附修正後之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附件三，P10-12） 

 

案由二：（略）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13：30

附件 14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Local%20Settings/3議程/99/9904(100.6.8)/9904教師申訴會議紀錄(100011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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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會之決定，除依第三條第

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外，

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

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

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四項

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算；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

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

起重行起算。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

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者。 

    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擬

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議。 

   本會於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

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

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

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

第四條   本會之決定，除依第三條第

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外，

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

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

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四項

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算；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

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

起重行起算。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教師權益而應由法院審理

之事項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

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者。 

    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擬

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議。 

    本會於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

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

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

出審查意見。 

一、刪除第三項

第三款「而應由

法院審理之事項

者。」 

二、增列申訴無

理由及有理由

之評議決定。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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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之評議決定。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

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

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

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

員意見，出列席人員及本會工作人

員應對外嚴孚秘密。 

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

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

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

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單位

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

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

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

但再申訴評議書，不在此限。 

    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並作

成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夠存證

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

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本校教師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

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

員意見，出列席人員及本會工作人

員應對外嚴孚秘密。 

    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

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

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

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單位

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

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

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

但再申訴評議書，不在此限。 

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並作

成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夠存證

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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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

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

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表

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

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

人為之。 

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本校教師

會。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

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

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表

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

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

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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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修正草案） 

86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87.6.17）   

87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88.1.27） 

87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88.3.17） 

  台(88)甲字第 8804538 號函核定（88.4.28） 

94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95.6.7） 

98 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8.10.28）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9.10.27）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9.12.22） 

 

第一條 本辦法為保障教師權益，依大學法、教師法、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及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各學院及其他相關教學單位、本校教師

會及本校校友會各推派一人，並由校長另聘教育學者一人共同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總額之三分之二；校長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

會委員。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若任一性別委員少於總數三分之一時，請

各學院重新推派代表。 

本會委員由各有關單位推選後，由校長聘任之。如因故出缺時，由其原單位推派繼任

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第一年當選委員者，半數（抽籤

決定）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委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 

前項委員會議經本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本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負責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本會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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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工作人員，由本校秘書室人員調兼之。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

本會提出申訴；不服本會之評議者，得向中央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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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以雙掛號寄達本校秘

書室轉「國立交通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公啟）；教師再申訴應於收到評議書之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

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為原措施之單位。 

       四、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人之單位。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會得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會

得逕為評議。 

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求本校

提出說明。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本校應自書面請求到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於本

會。但本校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二、本校對原措施逾前述期限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於前述期間，依規定

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申訴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本會無頇評

決，應即終結，並通知申訴人以及本校。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申訴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或刑事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述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於

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

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本會會議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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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之決定應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前述評議之決議，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本會評議時，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

明。申訴人得申請於本會評議時到場說明；經本會決議後，得通知申訴人或由申訴人

偕同一人到場陳述意見。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會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為之。 

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或關於其服務單位申訴案件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參與評議。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本會申請

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第四條 本會之決定，除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

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

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第三條第八項或第九項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

重行起算。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擬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議。 

本會於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

後，向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

載明。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出列席人員

及本會工作人員應對外嚴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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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

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

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

起再申訴」。但再申訴評議書，不在此限。 

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並作成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夠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

書正本於申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本校教師會。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

向該代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第五條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本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人者。 

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應確實執行。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部頒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規定。 

本校研究人員之申訴比照教師辦理。 

第七條 未徵得本委員會同意，任何人不得調閱本委員會所有已評議之申訴案或正在審議中之

申訴案相關資料。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