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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育部對合併意向書之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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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師資現況 

 

專任人員  陽明人數 交大人數  小計 

編制內教師 478 764 1,242 

專業技術人員 0 2 2 

稀少性科技人員 2 4 6 

教官 6 11 17 

編制內研究人員 7 2 9 

編制內助教 22 4 26 

約聘教授 0 9 9 

專案教師/專案教學人員 23 16 39 

約聘助教 0 11 11 

專案研究人員/約聘研究人員 10 36 46 

小計 548 859 1,407 

基準日：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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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學生現況 

學制 陽明人數 交大人數 小計 

大學部 2,084 5,398 7,482 

碩士班 1,257 5,611 6,868 

博士班 852 1,729 2,581 

碩士在職專班 141 1,533 1,674 

基準日：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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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兩校學術單位組織架構圖 

陽明大學 

 

  

   

   

 

 

醫
學
院 

醫學系 

臨床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傳統醫藥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公共衛生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衛生福利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與生命科學院合設)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理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藥理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腦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藥
物
科
學
院 

生物藥學研究所 
碩士 
博士班 

藥學系 

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碩士班 

其他 
共同教育中心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人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院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碩士班 

心智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 

視覺文化研究所 碩士班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護
理
學
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臨床護理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碩士班 

牙
醫
學
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碩士 

博士班 

口腔生物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生
命
科
學
院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與醫學院合設） 
碩士班 

博士班 

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生技醫療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
物
醫
學
暨
工
程
學
院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生醫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生醫光電暨奈米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與生命科學院合辦）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生物醫學暨工程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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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 

 

 

 

   

   

資  

訊  

學  

院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網路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國防資安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108新增) 

資訊學院博士班(108新增) 

生 

物 

科 

技 

學 

院 

生物科技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電 
機 
學 
院 

電機學院博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108停招) 

電子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電控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電信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光電工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生醫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電機資訊學士班(跨學院)(108停招)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108新增) 

管
 
理
 
學
 
院 

管理科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學士班 
交通運輸碩士班 
物流管理碩士班 
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資訊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學士班 
財務金融碩士班 
財務金融博士班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光 

電 

學 

院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108停招)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108停招) 

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108停招) 

光電系統研究所 碩士班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光電學院博士班(108新增) 

客 

家 

學 

院 

人文社會學系 
學士班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傳播與科技學系 碩士班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客家文化學院博士班 

理  

學  

院 

電子物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應用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應用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分子科學碩士班 
博士班 
分子科學博士班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物理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奈米科技碩士班 

博士班 

奈米科技博士班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班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英語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傳播研究所 碩士班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音樂研究所 碩士班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師資培育中心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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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
學院 

科技法律
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半導體
產業學院 

碩士班 

博士班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越南境外碩士專班(108新增) 

系統工程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08新增) 

共同教育
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藝文中心 

智慧科學暨綠能
學院(108新增)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智慧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碩士班 

智慧與綠能產學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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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研究中心現況 

陽明大學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現況表 

組織層級 所屬單位 單位名稱 

附屬機構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1. 醫療單位 

2. 醫療支援部 

3. 特色醫療 

4. 行政部門 

任務編組 

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 

基礎研究類 

1. 腫瘤惡化卓越研究中心 

2. 腦科學研究中心 

3. 生醫光電暨分子影像研究中心 

4. 系統與合成生物學研究中心 

5. 蛋白體研究中心 

6. 幹細胞研究中心 

7. 睡眠研究中心 

8. 生醫影像研究中心 

9. 尖端藥物傳遞及藥劑研究中心 

臨床研究類 

1. 心臟血管疾病研究中心 

2. 書田泌尿科學研究中心 

3. 癌症研究中心 

4. 臺灣實證卓越中心 

5. 張平倫癌症暨生物治療研究中心 

社區服務類 

1. 愛滋病防治及研究中心 

2. 社區醫學研究中心 

3. 運動健康科學研究中心 

4. 學校衛生研究中心 

5. 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 

6. 健康數據統計研究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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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層級 所屬單位 單位名稱 

產學合作類 

1. 醫學工程研發中心 

2.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3. 微生物體研究中心 

 

交通大學研究中心現況表 

組織層級 所屬單位 單位名稱 

一級 

研究中心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1. 矽導研發中心 

2. 交大工研院聯合研發中心 

3. 顯示科技聯合研究中心 

4. 電腦視覺研究中心 

5. 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 

6. 網路測試中心 

7. 交大-IBM 智慧物聯網與巨量資料分

析研發中心 

8. 前瞻網路技術研發中心 

9. 人工智慧普適研究中心 

10. 人工智慧系統檢測中心 

校級 

研究中心 

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交大-台積電聯合研發中心 

聯發科-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中華電信-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國防資電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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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編組 

研究中心 

電機學院 

1. 奈米科技中心 

2. 田家炳光電中心 

3. 腦科學研究中心 

4. 前瞻電力電子中心 

資訊學院 

1. M2M 智慧聯網研發中心 

2. 巨量資料技術創新中心 

3. 資策會交大聯合研究中心 

理學院 丘成桐中心 

工學院 

1. 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2. 高效率能源技術研究中心 

3. 機械製造與熱流研究中心 

4. 前瞻材料研究中心 

管理學院 

1. 運輸研究中心 

2. 運籌與供應鏈研究中心 

3. 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人文社會學院 

1. 師資培育中心 

2.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3. 新興文化研究中心 

4. 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 

5. 知識化語料研究中心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資訊中心 

科技法律學院 

1. 企業法律中心 

2. TPP 及跨國經貿法律研究中心 

3. 金融監理與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光電學院 綠能暨光電跨領域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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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兩校現有一級行政單位對照表 

 

類別 陽明 交大 備註 

一
級
行
政
單
位 

教務處 教務處 ─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 

總務處 總務處 ─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 

圖書館 圖書館 ─ 

秘書室 秘書室 ─ 

校友中心 ✽ 

✽交大「校友聯絡

中心」設於秘書

室下 

體育室 體育室 ─ 

軍訓室 ✽ 
✽交大「軍訓室」設

於學務處下 

人事室 人事室 ─ 

主計室 主計室 ─ 

心理諮商中心 ✽ 
✽交大「諮商中心」

設於學務處下 

實驗動物中心 
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

動物中心 

─ 

資訊與通訊中心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環保安全中心 

─ 

✽ 大數據研究中心 

✽陽明以任務編組

成立有「校務研

究辦公室」 

─ 台南分部 ─ 

校
級

任
務

型
單位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置秘書室下)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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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陽明 交大 備註 

─ 策略發展辦公室   ─ 

─ 新校區推動小組 ─ 

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

(置研發處下)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

委員會 

─ 

─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

治理中心 

─ 

學術誠信委員會 

(未設置辦公室)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

辦公室 

─ 

國際產學聯盟 

(置研發處下) 
國際產學聯盟總中心 

─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校務研究辦公室 校務策進辦公室 ─ 

─ 鑽石計畫推動辦公室 ─ 

─ 
全球公民教育專題研

究中心 

─ 

─ 
國防科技研究推動總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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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兩校行政人力員額配置表 

 

基準日：1080531 

學校 

編制人員 非編制內人員 

總計 
職員 

技工、

工友 
駕駛 駐衛警 

約用

人員 

計畫

助理 

計畫類研究人員

(含博後、替代役) 

陽明 114 17 1 3 268 343 77 823 

交大 163 53 3 12 478 608 312 1629 

小計 277 70 4 15 746 951 389 2452 

備註：另有教師編制員額為 1302 人(陽明 515 人、交大 787 人)，非編制內教師員額為 

105 人(陽明 33 人、交大 72 人)，合計 14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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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陽明大學校地及校舍 
 

一、校地 

縣市 校區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欄 

臺北市 北投校區 487744.82 國有土地 

臺北市 北投校區 10490.46 臺北市有土地 

臺北市 士林校區 1429.51 國有土地 

宜蘭縣宜蘭市 新民院區 17128.95 國有土地 

宜蘭縣宜蘭市 新民院區 368.43 宜蘭市有土地 

*本校目前辦理蘭陽院區撥用案，尚未核定，共 8 筆土地面積 57,522.25 ㎡ 

 

二、校舍 

陽明大學現有房舍共計80筆，總面積為305,280.03平方公尺，詳細資料下。 

陽明大學現有房舍概況表 

項次 建築名稱 
所有權狀面

積平方公尺 
建築日期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

限 
備註欄 

1 

中山醫護職務

宿舍(多人房) 2,937.68 91/11/5 55 16.5 宜蘭新民院區 

2 

中山醫護職務

宿舍(單人房) 315.75 91/10/29 55 16.5 宜蘭新民院區 

3 

知行樓(會議

室) 551.01 83/10/6 55 24.6 宜蘭新民院區 

4 D 棟辦公室 368.08 66/6/16 55 41.9 宜蘭新民院區 

5 醫師職務宿舍 1,755.90 76/11/27 55 31.5 宜蘭新民院區 

6 醫護職務宿舍 1,053.80 83/10/6 55 24.6 宜蘭新民院區 

7 綜合診療大樓 16,386.00 90/8/8 55 17.8 宜蘭新民院區 

8 

門診及行政大

樓 6,232.00 75/6/10 55 32.9 宜蘭新民院區 

9 病房大樓 6,213.08 67/6/30 55 40.9 宜蘭新民院區 

10 警衛室 19.77 91/11/5 45 16.5 宜蘭新民院區 

11 蘭陽院區 48,474.22 105/6/22 55 2.9 宜蘭蘭陽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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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築名稱 
所有權狀面

積平方公尺 
建築日期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

限 
備註欄 

 

小計 84,307.29 

    

1 西安樓 4,005.03 96/1/8 55 12.3 

 

2 幫浦間 111.76 65/3/8 45 43.2 

 

3 駐衛警亭 4.11 86/6/20 55 21.9 

 

4 醫學新館 4,305.39 68/2/8 60 40.3 

 

5 

山頂運動場司

令台 630.28 86/1/22 55 22.3 

 

6 護理館 9,270.33 83/2/21 55 25.2 

 

7 實驗大樓 14,042.08 63/7/19 55 44.8 

 

8 

致和園區

143(平衡運動

中心) 196.29 60/9/2 55 47.7 

 

9 致和樓 2,553.68 69/8/1 55 38.8 

 

10 動物中心 2,519.97 69/11/25 45 38.5 

 

11 第一教學大樓 2,941.64 67/11/23 55 40.5 

 

12 

傳統醫學大樓

乙棟 11,912.59 85/3/16 55 23.2 

 

13 博雅中心 A 棟 334.02 76/2/17 55 32.2 

 

14 研究大樓 11,048.55 76/3/10 55 32.2 

 

15 牙醫館 3,756.97 76/11/4 55 31.5 

 

16 

學人宿舍
(28~37) 1,221.32 74/10/9 55 33.6 

 

17 

學人宿舍
(38~47) 1,231.86 76/1/9 55 32.3 

 

18 

學人宿舍

(48~66) 2,498.01 87/1/12 55 21.3 

 

19 

學人宿舍

(5~15) 1,128.40 68/2/21 55 40.2 

 

20 

山麓村老師宿

舍 11,795.17 104/4/21 5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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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築名稱 
所有權狀面

積平方公尺 
建築日期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

限 
備註欄 

21 

學人宿舍(1~4

及校長官舍) 775.93 66/5/6 55 42.0 

 

22 

學人宿舍
(16~23) 1,069.15 73/10/15 55 34.6 

 

23 女生第一宿舍 2,071.20 68/12/3 55 39.4 

 

24 女生第二宿舍 3,796.62 72/4/30 55 36.0 

 

25 女生第三宿舍 2,613.19 76/4/1 55 32.1 

 

26 男生第二宿舍 2,326.51 67/12/23 55 40.4 

 

27 男生第三宿舍 3,236.02 81/4/8 55 27.1 

 

28 

男五舍、女五

舍 16,140.11 105/5/16 55 3.0 

 

29 

傳統醫學大樓

甲棟 23,560.23 85/3/15 60 23.2 

中國醫藥研究所

使用 83.81%,陽

明 16.19% 

30 圖資大樓 25,489.44 95/5/12 55 13.0 

 

31 博雅中心 B 棟 1,885.92 66/4/20 45 42.1 

 

32 游泳池 1,896.72 104/5/5 55 4.0 

 

33 

第二教學大樓

(含通識中心) 4,977.64 81/7/15 55 26.8 

 

34 學生餐廳 1,351.70 66/4/1 55 42.1 

 

35 大禮堂體育館 12,398.34 83/6/24 60 24.9 

 

36 醫學二館 4,746.37 73/7/26 55 34.8 

 

37 守仁樓 15,649.93 106/6/22 55 1.9 

 

38 行政大樓 3,398.16 77/3/2 60 31.2 

 

39 

學人宿舍

(24~27)及校

友會館 1,723.13 73/2/14 55 35.2 

 

40 男生第一宿舍 3,573.30 66/4/7 55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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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築名稱 
所有權狀面

積平方公尺 
建築日期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

限 
備註欄 

41 
致和園區 101 105.10 

60/7/22 40 47.8 

 

42 
致和園區 103 105.10 

60/7/22 40 47.8 

 

43 
致和園區 105 105.10 

60/7/22 40 47.8 

 

44 
致和園區 107 105.10 

60/7/22 40 47.8 

 

45 
致和園區 109 105.10 

60/7/22 40 47.8 

 

46 
致和園區 111 105.10 

60/7/22 40 47.8 

 

47 
致和園區 115 105.10 

60/7/22 40 47.8 

 

48 
致和園區 117 105.10 

60/7/22 40 47.8 

 

49 
致和園區 121 105.10 

60/7/22 40 47.8 

 

50 
致和園區 123 105.10 

60/7/22 40 47.8 

 

51 
致和園區 125 105.10 

60/7/22 40 47.8 

 

52 
致和園區 127 105.10 

60/7/22 40 47.8 

 

53 
致和園區 129 105.10 

60/7/22 40 47.8 

 

54 
致和園區 131 105.10 

60/7/22 40 47.8 

 

55 
致和園區 133 87.42 

60/7/22 40 47.8 

 

56 
致和園區 135 84.64 

60/7/22 40 47.8 

 

57 
致和園區 137 87.42 

60/7/22 40 47.8 

 

58 
致和園區 9 87.90 

60/7/22 40 47.8 

 

59 
致和園區 11 87.90 

60/7/22 40 47.8 

 

60 
致和園區 15 87.90 

60/7/22 40 47.8 

 

61 
致和園區 17 87.90 

60/7/22 40 47.8 

 

62 
致和園區 19 87.90 

60/7/22 40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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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築名稱 
所有權狀面

積平方公尺 
建築日期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

限 
備註欄 

63 
致和園區 21 87.90 

60/7/22 40 47.8 

 

64 
致和園區 23 87.90 

60/7/22 40 47.8 

 

65 
致和園區 25 87.90 

60/7/22 40 47.8 

 

66 
致和園區 27 87.90 

60/7/22 40 47.8 

 

67 
致和園區 29 87.90 

60/7/22 40 47.8 

 

68 
致和園區 31 87.90 

60/7/22 40 47.8 

 

69 
致和園區 33 87.90 

60/7/22 40 47.8 

 

 

小計 220,972.74 

    

 

總計 305,2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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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交通大學校地及校舍 

一、校地 

交通大學總校地面積為878,888.52平方公尺，包含新竹市光復校區627,260.42平方公尺及博

愛校區142,842.95平方公尺、新竹縣六家校區25,001.15平方公尺、台北市台北校區1,793平方

公尺、台南市台南分部81,991平方公尺，詳細資料如下表。 

 

交通大學校地概況 

縣市 校區 面積(平方公尺) 

新竹市 光復校區 627,260.42 

博愛校區 142,842.95 

新竹縣 六家校區 25,001.15 

台北市 台北校區 1,793 

台南市 台南分部 81,991 

總面積 878,888.52 

二、校舍 

交通大學現有房舍共計125筆，總面積為616,910.52平方公尺，另有土地改良物32筆，詳細

資料下。 

交通大學現有房舍概況表 

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1 九龍招待所(博愛街 2-11

號) 

152.64  480915 55 43 年 9 月 

2 九龍招待所(博愛街 2-13

號) 

172.64  480915 55 43 年 9 月 

3 九龍飯廳 226.58    30 54 年 7 月 

4 九龍職務宿舍(2-45 至 2-50

號) 

563.12  640626 55 43 年 9 月 

5 九龍職務宿舍(2-4 號)群賢

樓 

3,007.43  831102 55 24 年 4 月 

6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15

號)培英館 

614.67  501115 55 43 年 11 月 

7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15

號)培英館(增建) 

342.93  600820 55 4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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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8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17

號)慈愛齋 

638.40  530824 55 41 年 9 月 

9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19

號)集賢樓 

371.84  530124 55 43 年 9 月 

10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1

及 2-3 號) 

154.34  530824 55 41 年 9 月 

11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28

號) 

105.06  660615 55 41 年 9 月 

12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30

號) 

101.70  530124 55 43 年 9 月 

13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42

及 2-44 號) 

138.68  490215 55 41 年 9 月 

14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5

及 2-7 號) 

169.50  530824 55 41 年 9 月 

15 九龍職務宿舍(博愛街 2-9

號) 

152.64  530824 55 41 年 9 月 

16 九龍警衛室 12.60  530824 20 41 年 9 月 

17 人社一館 4,689.00  730314 55 35 年 

18 人社二館 6,045.85  700116 55 38 年 2 月 

19 人社三館 7,913.02  1040122 55 3 年 

20 土木結構實驗室 5,979.24  850614 55 21 年 6 月 

21 大學路職務宿舍 2,609.78  760713 55 29 年 

22 小問禮堂 256.95  990505 10 8 年 10 月 

23 工程一館 3,926.48  711004 55 36 年 5 月 

24 工程二館 5,814.83  730518 55 34 年 10 月 

25 工程三館 15,831.00  750925 55 29 年 

26 工程五館 34,607.01  840509 55 23 年 10 月 

27 工程六館 18,464.35    55 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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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28 工程四館 27,211.02  800504 55 26 年 4 月 

29 中正台 50.41    30 9 年 4 月 

30 中正堂 8,019.50  730314 60 35 年 

31 北大門警衛室 43.15  920514 20 10 年 11 月 

32 北大門變電站(新) 127.50  870622 60 20 年 1 月 

33 北大門變電站(舊) 75.00  880422 60 19 年 9 月 

34 北區變電站 234.00  991005 40 8 年 5 月 

35 台北管理大樓(郵電大樓) 3,477.33    25 9 年 8 月 

36 台南研究生宿舍暨學人會

館 

9,419.56  1061013 60 1 年 4 月 

37 永昌宮 46.12    30 9 年 4 月 

38 生科實驗一館 2,659.08  670224 55 41 年 1 月 

39 生科實驗二館 795.17  591201 30 41 年 9 月 

40 生醫大樓 26,857.74  1061229 60 1 年 2 月 

41 田家炳光電大樓 14,687.20  991205 55 8 年 2 月 

42 交映樓 9,576.50  950630 55 12 年 1 月 

43 光復溫水游泳館 2,689.98    55 7 年 2 月 

44 竹銘館 2,942.06  471211 30 43 年 9 月 

45 羽球館 932.00  690520 30 37 年 

46 行政大樓 2,673.85  711004 60 36 年 5 月 

47 材料機械實驗室 1,230.08  830903 55 24 年 6 月 

48 固態電子糸統大樓 7,135.51  800124 55 27 年 7 月 

49 奇美樓(教學) 20,007.67  1000805 55 9 年 9 月 

50 奈米中心 1,205.38  660509 55 40 年 9 月 

51 奈米中心增建 259.27  900327 55 17 年 11 月 

52 忠孝堂 259.36    30 1 年 4 月 

53 服務大樓(外工房) 1,231.08  830901 45 24 年 6 月 

54 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A

棚) 

4,754.51  1030109 45 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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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55 南區變電站 139.22  991105 40 8 年 3 月 

56 客家大樓 11,269.28  990605 55 8 年 9 月 

57 建功職務宿舍(1.3.5.7 號)

第一棟 

1,872.88  650724 55 40 年 6 月 

58 建功職務宿舍(2.4.6.8 號)

第二棟 

1,729.52  660113 55 40 年 6 月 

59 建功職務宿舍(2-10.12.14

號)第五棟 

1,739.65  790322 55 29 年 

60 建功職務宿舍(2 弄-1.3.5.7

號)第三棟 

1,886.23  681027 55 39 年 5 月 

61 建功職務宿舍(2 弄-2.4.6.8

號)第四棟 

1,654.11  710201 55 37 年 1 月 

62 建功職務宿舍禮賢樓 647.22  721205 55 35 年 3 月 

63 活動中心(博愛) 1,198.55  491218 30 41 年 9 月 

64 研究生一舍 5,804.40  750613 55 32 年 9 月 

65 研究生二舍 7,314.38  850717 55 22 年 8 月 

66 研究生三舍 27,533.80  1070126 60 1 年 1 月 

67 科學一館 10,914.40  750613 55 32 年 9 月 

68 科學二館 11,028.66  811121 55 26 年 4 月 

69 食品路招待所 2,155.40  830202 55 25 年 1 月 

70 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32,106.05  580531 55 21 年 6 月 

71 基礎科學大樓 25,312.14  980612 55 6 年 3 月 

72 教學大樓 2,169.86  590824 30 41 年 1 月 

73 第一餐廳 1,492.04  690110 55 107 年 2 月 

74 第二餐廳 4,985.35  591201 55 32 年 9 月 

75 第三招待所 3,174.75  980105 55 10 年 2 月 

76 博愛育成中心(一舍) 1,352.00  530828 55 41 年 1 月 

77 博愛育成中心(一舍倉庫) 388.89  670224 45 41 年 1 月 

78 博愛街職務宿舍 75-1 至 584.50  600823 55 4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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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75-5 號 

79 博愛街職務宿舍 75-6、75-7

號 

244.44  590901 55 43 年 9 月 

80 博愛街職務宿舍 77-1，

77-2，77-3 號 

282.78  590901 55 43 年 9 月 

81 博愛蓄水塔 361.13  880720 30 37 年 1 月 

82 棒球打擊練習場 252.59   15 13 年 2 月 

83 棒球場休息室 42.00  871020 60 20 年 5 月 

84 游泳池(博愛) 97.52    20 37 年 2 月 

85 逸軒 1,234.84  641014 55 40 年 9 月 

86 新南大門 12.18  931215 45 14 年 1 月 

87 資訊館 5,897.14  750613 55 32 年 9 月 

88 電子資訊研究大樓 21,655.11  850917 55 21 年 8 月 

89 實驗一館 3,488.84  551228 55 43 年 9 月 

90 實驗二館 1,308.56  551228 30 41 年 9 月 

91 管理一館 6,090.38  690110 55 39 年 2 月 

92 管理二館 8,724.09  800729 55 27 年 7 月 

93 綜合一館 32,632.56  840825 55 22 年 

94 綜合球館 4,637.50  910103 55 16 年 3 月 

95 廢污水廠(水質淨化廠) 572.53  900821 55 16 年 11 月 

96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11 號 5 樓） 

84.83  730323 55 35 年 

97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13 號 5 樓） 

84.83  730323 55 35 年 

98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15 號 4 樓） 

84.83  730323 55 35 年 

99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15 號 5 樓） 

84.83  730323 55 35 年 

100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85.08  730323 55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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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一路 70 巷 2 號 2 樓） 

101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5 號 5 樓） 

96.93  730323 55 35 年 

102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6 號 5 樓） 

84.83  730323 55 35 年 

103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7 號 5 樓） 

96.93  730323 55 35 年 

104 德鄰新村職務宿舍（建功

一路 70 巷 9 號 5 樓） 

96.93  730323 55 35 年 

105 學生七舍 4,290.00  791101 55 28 年 4 月 

106 學生九舍 4,467.16  750613 55 32 年 9 月 

107 學生二舍 1,525.44  561205 30 41 年 9 月 

108 學生八舍 4,979.00  710921 55 36 年 6 月 

109 學生十一舍 4,851.86  770720 55 29 年 

110 學生十二舍 8,186.51  810124 55 27 年 2 月 

111 學生十三舍 12,649.35  840628 55 22 年 8 月 

112 學生十舍 7,293.04  760610 55 29 年 

113 學生三舍 1,525.44  560705 30 43 年 9 月 

114 學生女二舍 20,849.01  880205 55 20 年 1 月 

115 學生女舍(竹軒) 4,809.29  730314 55 35 年 

116 學生五舍 2,310.24  620508 30 41 年 1 月 

117 學生六舍 3,626.14  670224 55 41 年 1 月 

118 學生四舍 1,525.44  560705 30 41 年 1 月 

119 學生活動中心(光復) 11,394.13  491218 55 25 年 10 月 

120 學府路職務宿舍(130.132

號等 6 戶) 

247.50  531228 55 41 年 9 月 

121 學府路職務宿舍

(134.136.138.140 號) 

145.60  530602 55 43 年 9 月 

122 機車停車場(D 棚) 3,801.22  931231 45 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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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建築日

期 

使用

年限 
已使用年限 

123 環保大樓 4,615.11  970530 55 10 年 2 月 

124 體育場(田徑場) 310.56  710524 20 36 年 7 月 

125 體育館 5,058.68  730314 30 35 年 

 

交通大學土地改良物概況表 

項次 財產別名 使用年限 折舊年限 已使用年數 

1 南大門專用通行路 15 15 14 年 1 月 

2 光復校區環校道路 10 10 6 月 

3 環校機車道改善 5 5 11 年 8 月 

4 石階步道 10 10 3 年 

5 竹湖步道 5 5 11 年 5 月 

6 西區聯絡橋及引道 30 50 14 年 2 月 

7 光復校區戶外排水工程 30 30 12 年 3 月 

8 西區流浪犬圍網 8 8 5 年 10 月 

9 光復西區壘球場圍網 15 15 5 年 8 月 

10 西區圍牆 8 8 5 年 2 月 

11 博愛圍籬 8 8 5 年 2 月 

12 南大門擋土牆 30 30 14 年 1 月 

13 西區網球場(練習牆) 15 15 14 年 2 月 

14 臺南校區多功能籃球場工程 15 15 7 年 2 月 

15 東區網球場 15 15 6 年 9 月 

16 西區球場整建工程    10 12 17 年 3 月 

17 光復校區棒球場 5 5 3 年 3 月 

18 簡易壘球場(俊彥壘球場) 5 5 3 月 

19 西區球場整建植栽移柏工程  3 3 17 年 7 月 

20 西區壘球場 3 3 5 年 3 月 

21 光復校區田徑場 10 14 8 年 3 月 

22 溜冰場 15 15 14 年 2 月 

23 資源回收場新建工程 15 15 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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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財產別名 使用年限 折舊年限 已使用年數 

24 博愛校區水質淨化廠新建工程 15 15 7 年 4 月 

25 光復校區西區開發 3 33 6 年 2 月 

26 客家學院週邊舖面及美化工程 5 5 9 年 1 月 

27 西區停車場 B 3 3 12 年 11 

月 

28 台南校區公共及景觀工程 15 15 9 年 

29 光復校區南區平面機車格設置

工程 

3 3 6 年 1 月 

30 博愛校區北側停車場 3 3 3 年 3 月 

31 光復校區體育館前停車場 AC

鋪面 

3 3 2 年 7 月 

32 台南校區機車停車場 3 3 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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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合校工作委員會名單 

 

陽明大學 交通大學 

郭旭崧校長 張懋中校長 

行政組召集人 

謝仁俊副校長 

行政組召集人 

陳俊勳副校長 

研究組召集人 

楊慕華副校長 

研究組召集人 

張翼副校長 

學術組召集人 

周穎政教務長 

學術組召集人 

陳信宏副校長 

醫學院陳震寰院長 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 

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 工學院韋光華院長 

生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 吳妍華前校長 

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電機/光電/半導體) 

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 
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 

(管理/科法) 

藥科院康照洲院長 理學院陳永富院長 

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 

(人社/客家) 

教師會代表江惠華老師 李威儀老師 

學生會代表蔡惟丞同學 學生會代表陶翊軒同學 

學生會代表洪辰昊同學 學生會代表陳嘉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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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合併大事紀 

 

時間 事由 

2000.06.14 

陽明與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為推動「大學系統」整合暨

「聯合醫學中心」之設立，奉教育部核定由四單位共同組成「規劃工作小

組」並經陽明第15次校務會議同意並同時成立陽明之推動小組。 

2001.3.7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簽署合併意願書 

2015.7 

陽明梁校長參加「第十一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聯誼活動」，期

間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等校校長分別於不同時間與梁校長表示

願意與陽明大學合作並進一步合併。 

2015.9~11 

陽明與交通大學分別於9月、10月及11月，共同召開兩校合校工作小組會

議，確立合校後名稱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在兩校現有基礎下整合相

關領域以利未來共同爭取資源。為使合校作業推動順利，特研議合校備忘

錄草案，規劃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共同簽署再報部審核。 

2015.12.9 
陽明校務發展委員會第43次會議討論通過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

校備忘錄 

2015.12.16 
交大於104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備

忘錄 

2015.12.22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召開合校相關事務交流會議 

2016.1.4 
舉辦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校事宜說明會 

學生會【嚴正拒絕黑箱，緩議合校備忘錄！】記者會 

2016.1.6 
陽明第46次校務會議審議討論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備忘錄，

決議延長討論時間，以凝聚共識。 

2016.2.1 召開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校事宜工作團隊會議 

2016.3.20 

    〜 

2016.4.23 

陽明舉辦座談說明會共計10場，北區校友、人社院教師、全校職員、一工

學院教師、學生、生科院及藥科院教師、南區校友、醫學院教師、牙醫及

護理學院、中區校友等。 

2016.5.25 
陽明第47次校務會議審議討論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備忘錄，

經投票未獲通過(同意票數38票，不同意票數43票)。 

2018.1.18-19 
陽明郭校長12月底就任，隨後參加「2018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期間及之後，

交大、清大及政大等三位校長分別重提此案，希望陽明慎重考慮。 

2018.4.9 

陽明高教深耕計畫未能進入Global Taiwan全校型學校4校名單，教育部函復

意見明指「該校之弱點為受限於規模太小，集中生醫領域，缺乏理工、人

社領域支持，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機會較少，恐會侷限其研究發展、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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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由 

育及成為較完整國際一流大學之可能性，…。」 

2018.4.25 

陽明校務發展委員會第48次會議就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進行討論並達成共

識，學校應對陽明未來長期發展，進行溝通並凝聚共識，程序與內容公開

透明。若重啟合校商議，應歸零回到原點，亦可延請外部顧問公司分析，

以協助本校爭取最佳條件。 

2018.5.23 

陽明第51次校務會議決議同意成立107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策略研議任務

小組，由各學院代表1名、附設醫院代表1名、行政單位代表3名、學生代表

2名(大學部、研究生各1名)、教師會代表1名及校友會代表1名及組成，並公

開相關會議紀錄。 

2018.5.31 

陽明組成任務小組，小組成員為郭旭崧校長、陳怡如主任秘書、李曉儀專

門委員、陳維熊院長、楊政杰副系主任、劉影梅院長、楊雅如副院長、姜

安娜所長、林昭光副院長、康照洲院長、羅世薰院長、朱軒立同學(牙醫系)、

張良同學(科社所)、江惠華會長(教師會)、白勝方會長(校友會)，聯繫並確

認第一次開會時間為107年6月12日中午12:00。 

2018.6.11 

陽明於學校首頁建置中長程校務發展專區(網址：

https://strategic.ym.edu.tw/files/11-1293-2044.php?Lang=zh-tw)，公開相關資

訊。 

2018.6.12 

   〜 

2018.7.3 

陽明召開三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7.10 陽明召開第四次任務小組會議，決議於近期安排參訪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 

2018.7.22 陽明任務小組成員參訪交通大學，進行意見交流 

2018.7.27 陽明任務小組成員參訪清華大學，進行意見交流 

2018.7.31 
陽明校長邀集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事務處等行政單位

主管，說明目前任務小組推動情形。 

2018.8.07 陽明召開第五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8.14 陽明召開第六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8.21 陽明任務小組成員參訪教育部，進行意見交流 

2018.8.28 陽明召開第七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9.11 陽明邀請校務會議委員，召開中長程校務發展座談說明目前資料蒐集狀況。 

2018.9.25 陽明召開第八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9.26 
陽明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為96人，實出席人數為89

人。本案獲無異議通過認定為重大事項，須有三分之二出席委員同意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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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就是否同意「啟動合校」進行舉手表決，以贊成者73票通過同意「啟

動合校」。 

2018.09.27 交大辦理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說明會，並同步線上直播。 

2018.09.28 交大成立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先期預備作業小組 

2018.10.11 交大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先期預備作業小組第1次會議 

2018.10.16 陽明召開第九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10.22 陽明辦理合校說明會-交通大學(第一場) 

2018.10.23 

陽明合校說明會-清華大學(第二場) 

陽明合校說明會-清華大學(第三場) 

陽明合校說明會-交通大學(第四場) 

2018.10.17 交大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先期預備作業小組第2次會議 

2018.11.01 交大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先期預備作業小組第3次會議 

2018.11.13 陽明召開第十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11.15 交大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先期預備作業小組第4次會議 

2018.11.19 交大啟動與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先期預備作業小組第5次會議 

2018.8.15 

   〜 

2018.12.14 

陽明與兩校交流概況說明如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訪問本校各單位計有

18個，共28場次，其中交通大學14場次，清華大學14場次。本校部分單位

也安排拜會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目前已安排19場次，其中交通大學11場

次，清華大學8場次。 

2018.11.27 陽明召開第十一次任務小組會議 

2018.11.28 

交大107學年度第2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與陽明商議合校之單方合校意向

書，並函送陽明，許諾將依單方合校意向書內容據以納入為兩校後續討論

雙方合校意向書內容。 

2018.12.12 陽明邀請校務會議委員，召開合校座談說明會意見交流。 

2018.12.12 

〜 

2018.12.24 

陽明各學院合校座談，總計7場次。 

2018.12.26 

陽明第52次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為96人，實出席人數為91人。就有關陽

明「啟動合校」後之「議約學校優先順序」案，決議確定未來合校議約對

象依序為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未來陽明校方將籌組議約工作小

組，依據會議決議先與國立交通大學進行合校議約。若能順利完成議約，

合校計畫書將再交由校務會議討論；若議約未成，再與第二順位學校進行

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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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6 陽明與交大分別召開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 

2019.01.18~ 

2019.01.25 
依校務會議通過情形，兩校成立合校工作委員會及各小組。 

2019.02.14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紀

錄詳如後附） 

2019.02.20 陽明辦理合校意向書草案公聽會(一)。 

2019.2.21 交大辦理合校意向書草案公聽會(一)。 

2019.03.08 陽明辦理合校意向書草案公聽會(二)。 

2019.03.14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

錄詳如後附） 

2019.03.20 交大107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與國立陽明大學合校意向書 

2019.03.27 

陽明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為95人，實出席人數為

82人，本案獲無異議通過認定為重大事項，須有三分之二出席委員同意始

能決議，就是否同意「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進行舉

手表決，以贊成者78票通過，後續將陳報教育部，表達合校願景與規劃方

向，以作為後續合校計畫之基礎。 

2019.03.28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陳報教育部，表達合校願景 

與規劃方向，作為後續合校計畫之基礎。 

2019.04.18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紀

錄詳如後附） 

2019.05.07 兩校合校行政組織架構第一次會議 

2019.05.16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會議紀

錄詳如後附） 

2019.05.29 
國立陽明大學第53次校務會議討論有關合校後的行政組織架構、校務會議

運作及校長遴選等事宜。 

2019.06.04 交通大學辦理合校事宜公聽會(二) 

2019.06.05 陽明大學辦理合校事宜公聽會(三) 

2019.06.10 陽明大學辦理合校事宜公聽會(四) 

2019.06.13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兩校原預

定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分別召開校務會議審議合併計畫書之期程，延至

108 年 9 月 11 日再行召開審議。（會議紀錄詳如後附） 

2019.06.18 國立陽明大學辦理合校事宜公聽會(五) 

2019.06.26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討論合併

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合併計畫書草案（會議紀錄詳

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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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由 

2019.07.18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討論合併

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之訂

定精神、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後之英文校名等。（會議紀錄詳

如後附）。 

2019.08.15 

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討論「國

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及修正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會議紀錄詳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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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2 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委員：郭旭崧校長、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教師會 代表江惠

華教授、學生代表蔡惟丞同學、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醫

工學院吳俊忠院長、生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姜安娜教授代理)、牙醫學院許明

倫院 長、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藥科院康照洲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委員：陳信宏副校長(巫木誠教授代理)、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

威儀教授、學生代表陶翊軒同學、學生代表陳嘉文同學、生科學院吳妍華教 授、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學院陳永富院長、工學院韋光

華 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 

列 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代表白勝方顧問、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陳俊秀執行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老

師 

記 錄：駱巧玲 
 

 

壹、主席報告  

有關兩校合校之存續問題，經持續與教育部溝通，已獲教育部支持，未來合併將不限於 存續

合併或新設合併，而將有雙存續之合校型態，意即兩校皆為存續大學。依此概念將完整保留兩

校悠久之歷史傳統及累積之研究能量，於合校後能立基於兩校既有之基礎上 開創新局，並落

實大學自主精神，合校後依校內程序自行遴選產生校長。教育部冀望兩 校能於合校意向書中

闡明該理念，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其將協助進行部內之修法工 作，期成為未來國立大學

合校之典範。 

 

貳、報告事項 

一、為辦理合校事務，兩校分別於國立陽明大學 108 年 1 月 16 日 107 學 年度第 2 次臨時校

務會議、國立交通大學 108 年 1 月 16 日 107 學 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國立陽

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 」，兩校業依據前述規定成立相關委員會

及工作小組。 

二、依據國立陽明大學與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略以「本會置委員二

十六至二十八人，陽明及交大各十三至十四人，校長為當然委員。召集人由陽明及交大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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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長輪流兼任，單數次會議由交大校長兼任、雙數次會議由陽明校長兼任」。前述規定

之單數次、雙數次會議召集人輪流兼任之方式，係前以抽籤決定，爰本次會議召集人為交

通大學張懋中校長。  

三、依據前述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本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108 年度已預定之兩校共同開會

期程為 2 月 14 日(四)、3 月 14 日(四)、4 月 18 日(四)、5 月 16 日(四)、6 月 13 日(四)下午

2 時，請各位委員預留時間。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規劃作業時程表，請討論。 

說  明： 

一、為辦理合校作業，業擬定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規劃作業時程表(如

附件 1， P5)，另為利委員會及各小組作業，交大亦擬定短程 (迄 108 年 3 月

底 )之規劃小組作業時程表 (如附件 2， P10)，提供參考。  

二、依前述作業時程，擬訂於本次會議後隔周，即 108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間舉

行合校公聽會，交通大學已規劃 於 108 年 2 月 21 日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

國立交通大學合校作業—交大公聽會」聽取全校人員意見。 

決  議： 

照案通過，惟作業時程表得依合校作業需要彈性調整。本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邀請教育

部列席 。 

 

案由二：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草案 (大綱 )，請討論。 

說 明：  

一、108 年 1 月 28 日 14 時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兩

校學 術、研究及行政事務規劃小組第 1 次聯合會議」。此次會議由交大邀請陽

明對等召開， 以視訊方式進行，討論合校意向書大綱。此會議前，本校學術、

研究及行政事務規劃小組均已召開個別小組會議，並與陽明對等之小組交換意見，

密集交流。 

二、檢附該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3、P13，兩校各自提供之草案資料，合校意向書大綱

如附 件 4，P15；合校意向書— 陽明版如附件 5，P16；合校意向書— 交大版

如附件 6，P30)。 

三、另檢附 108 年 2 月 12 日交通大學提供之合校意向書— 綜合版(草案)如附件 

7，P50， 陽明大學就該綜合版草案提出之建議意見如附件 8，P61。 

決  議： 

綜合說明三內之附件內容，即交大提供之合校意向書— 綜合版(草案)、陽明大學提

出之建議意見，及委員發言修正之意見整理如附件 9，P62，新增及修正部分以紅色

字表示(其中待補未完成之文字，將於近日儘速彙整後再提供)。 

 

案由三：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將以對等方式合校。合校後第一任校長的產生方式，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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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應及早與教育部討論並協商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教育部為執行大學法第十條規定，特設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遴選小組置委員

九人至十五人，並訂有小組委員產生方式，該作業要點請見另附件。  

二、參據教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1 點及第 2 點規定，建議

於合校意向書中陳述，合校後教育部所設校長遴選小組之委員九人至十五人，除

依該規定應包括陽明及交大代表各一人外(分別由兩校校務會議推選)，其餘委員

於教育部遴聘時，請同意「授權」由陽明及交大分別依該要點第 1 項各款所列

條件推薦共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亦分別由兩校校務會議推選)，並請教育部於該等

受推薦委員中「遴聘」至少二分之一擔任委員。 

決 議：   

撤案。 

 

案由四：兩校共同建請教育部儘速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合併相關法規以利推動大學合併，請討論。

(交大李威儀委員提) 

說  明： 

一、國立大學合併所需依循的主要現行法規之一為「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

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以下簡稱「學校設立變更辦法」

或該法 規)。該法規第二條規定，國立大學合併可分兩類，分別是「存續合併」

或「新設合 併」，其定義如後  : 「一、存續合併：合併後僅一校存續，其他學

校變更為存續學校之一部分、分部、分校或專科部。二、新設合併：合併後各校

均消滅，成立為另 一所新設專科以上學校，並另定新校名」。因此，國立大學合

併不論是採取「存續合併」或「新設合併」，都有學校在法理上必須消滅，這對

促進或鼓勵國立大學合併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困擾。大學合併應該是歷史傳統的融

合、而非消滅，因此應該建議教育部儘速修法廢除「存續合併」與「新設合併」

的定義。 

二、經查「學校設立變更辦法」，所謂「存續合併」只在該法規第二條定義名詞時出

現，並未在任何其他條文出現。所謂「新設合併」除在第二條定義名詞時出現外，

只在 第二十七條出現過。該法規第二十七條規定「新設合併後之專科以上學校

應置校長 一人，第一任校長，比照新設立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分別依大學法

第十條及專科學校法第十六條規定產生」。因此，所謂「存續合併」與「新設合

併」的主要實質差 別就在於學校合併後新任校長的產生方式。但考量進行合併

的大學多為建校多年、已有制度的大學，合併後的校長自應尊重大學自主的原則

與精神，由合併後的大學依照其校內程序產生，因此應該建議教育部儘速修法，

讓合併後學校的新任校長可 以依照合校後的校內程序產生。 

三、經查相關法規，以上修法變動僅牽涉到由教育部主管之部定法規，需要變更之條

文數亦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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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於合校意向書內敘明雙存續合校型態及合校後依校內程序遴選產生新任校長之訴求， 

建議教育部協助儘速修正相關法規以促成。 

 

案由五：兩校應儘快具體討論合校後的組織規程條文，並在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合校計畫書的同

時通過兩校合併後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請討論。(交大李威儀委員提) 

說  明： 

一、大學組織規程為學校的根本大法，根據大學法規定，舉凡學校組織系統、校務會

議組成、校長遴選、院長遴選、系所主管遴選、行政主管任用資格、各種會議之

任務、教師及學生之重要權益等都必須在學校組織規程中制定。 

二、國立陽明大學（以下簡稱陽明）與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交大）討論合校自有

許多需要協商或磨合之事，但其最重要的癥結應該落實在兩校合併後的學校組織

規程。也唯有在學校組織規程明確訂定後，其他各項校內法規章則方有可能依序

產生。為讓兩校能在合校過程中順利產生各項法規章則，也為避免兩校同仁或學

生在合校後 再起重大爭執，因此兩校應該儘快具體討論合校後的組織規程條文，

並在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合校計畫書的同時通過兩校合併後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組織規程。 

決 議： 

本案緩議，俟合校意向書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再適時成立小組研訂合校暫行組織 

規程。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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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郭旭崧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教師會代表江惠華教授、學生代表 

蔡惟丞同學、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阮琪昌副院長代)、醫工學

院吳俊忠院長、生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楊政杰副系主任代)、

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藥科院康照洲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程海東執行長)、張翼副校長(陳永富院長代)、陳俊勳

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學生代表陶翊軒同學、學生代表陳嘉文同學、生

科學院吳妍華教授、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學院陳永富院

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 

列  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代表(請假)、附設醫院代表(請假)、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人事室任明坤主任、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老師 

記 錄：林欣霓 

 

壹、 主席報告： 

自從前次會議後，我及張校長與教育部進行初步溝通，這段期間很感謝兩校的各個工作

小組，都做了很多的討論並凝聚共識，當然最後的內容，仍然需要兩校的校務會議通過。

今天很歡迎交大曾成德院長提早加入陽明的行列。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4)。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一、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規劃作業時程表，經決議照案通過，惟作業時程

表得依合校作業需要彈性調整。本委員會第2次會議邀請教育部列席。 

本案秘書單位皆遵照辦理，依作業時程兩校已分別辦理公聽會，陽明大學於2月20日

中午及3月8日晚上各舉辦一場，交通大學於2月21日晚上舉辦一場，聽取校內師生意

見。另本次會議原邀請教育部高教司列席，惟因業務繁忙行程衝突，故不克與會。 

二、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草案 (大綱)，經決議綜合說明三內之

附件內容，即交大提供之合校意向書—綜合版(草案)、陽明大學提出之建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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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及委員發言修正之意見整理如附件，新增及修正部分以紅色字表示 (其中待

補未完成之文字，將於近日儘速彙整後再提供 )。  

本案各工作小組於會後分別召開會議討論並凝聚共識，修正相關文字並整合本次「合

校意向書草案」，提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交由兩校校務會議討論確認後報教育

部。 

三、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將以對等方式合校。合校後第一任校長的產生方式，

兩校應及早與教育部討論並協商案，經決議本案緩議。 

四、 兩校共同建請教育部儘速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合併相關法規以利推動大學合併，經決

議於合校意向書內敘明雙存續合校型態及合校後依校內程序遴選產生新任校長之訴

求，建議教育部協助儘速修正相關法規以促成。 

本案併前案於會後經兩校共同討論並修正相關文字，業於108年3月8日由兩校校長及

相關人員共赴教育部高教司進行溝通與討論。 

五、 兩校應儘快具體討論合校後的組織規程條文，並在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合校計畫書的

同時通過兩校合併後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經決議本案緩議，俟合校意向

書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再適時成立小組研訂合校暫行組織規程。 

本案秘書單位遵照辦理。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合校工作委員會未來對外發言及聯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略以「本會

置委員二十六至二十八人，陽明及交大各十三至十四人，校長為當然委員。召集人

由陽明及交大兩校校長輪流兼任，單數次會議由交大校長兼任、雙數次會議由陽明

校長兼任」。前述規定之單數次、雙數次會議召集人輪流兼任之方式，係前以抽籤決

定，爰第一次會議召集人為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本次會議召集人為陽明大學郭旭

崧校長。 

二、 因合校議題受社會大眾關注，為使該議題訊息一致，有關合校事務之對外發言一事，

建議由兩校輪流擔任統一對外發言。輪流機制為召開當次會議之學校，自開會日起

至下次會議召開日前止，負責統一對外發言與連繫。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草案前經 108 年 2 月 14 日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會後兩校學術、研究及行政事務規劃小組已分別召開

會議討論並交換意見凝聚共識後，提供相關文字整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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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本草案「壹、前言」及「貳、發展願景」係由秘書單位參照前次會議決議及與

會人員意見彙整修正；「參、合校程序」內容未修正；「肆、組織架構」第一段概述

未來合校後第一任校長產生機制，並已與教育部高教司討論協商。另合校後之組織

架構相關說明業經各事務規劃小組討論；「伍、教學與研究」經由兩校學術及研究事

務規劃小組討論研擬完成；「陸、教職員工及學生權益保障」章節中之學生權益保障

係由學生代表提供；「柒、校區規畫暨基本資源需求」係由交大黃世昌教授修正相關

文字。 

三、 本草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將提兩校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依兩校所提之建議及與會人員意見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P8。  

 

案由三：有關合校意向書草案於兩校校務會議中之表決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參考內政部會議規範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表決應由主席就下列方式之一行之，

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 

（二）起立表決。 

（三）正反兩方分立表決。 

（四）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五分之一以上之贊同，

即應採用。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答應「贊成」、「反對」或「棄權」。如

未應名，再唱一次，但不得三唱。 

（五）投票表決。 

二、 另依同條第二項規定「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

表示負責為原則。」 

三、 據此，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草案經兩校校務會議表決之方式建

議統一為之，且本案屬對事之表決，宜以記名投票方式以示負責。 

決   議：經與會人員討論，依照兩校校務會議議事程序進行。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 時 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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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學生代表蔡惟丞同學、

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教師會代表江惠華教授(劉影梅教授代理)、醫學院陳震寰院

長、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生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楊政杰

副教授代理)、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藥科院康照洲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學生代表陶翊軒同學、學生

代表陳嘉文同學、生科學院吳妍華教授、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

長、理學院陳永富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管理學院

鍾惠民院長 

請   假：陳俊勳副校長 

列  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許銘能代表、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陳俊秀執行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老師 

記  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 

一、 兩校合校意向書陳報教育部後，教育部已啟動相關行政作業，洽請我們補充關於校

區規劃資源需求相關資料，業請交大黃世昌老師及陽明大學總務處討論整建順向坡、

興建綜合性大樓等議題，並針對意向書所列之基本需求經費彙整補充提供詳細資料

後送教育部評估。 

二、 這段期間，兩校校長亦持續拜會多位立法委員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尋求支持。 

三、 交大日前與桃園市政府簽署合作意向書，該府提供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文教用地，

由交大協助建設為教育、研發、生醫及管理中心園區，兩校合校後，由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承受之。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9。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合校工作委員會未來對外發言及聯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附件-46 

 

繫案，提請討論。 

決  議：由兩校輪流擔任統一對外發言，輪

流機制為召開當次會議之學校自

開會日起至下次會議召開日前，負

責統一對外發言與聯繫。 

案由二：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

意向書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並提兩校校務會議討

論。 

一、國立交通大學於 108 年 3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合校意向

書。 

二、國立陽明大學於 108 年 3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該合

校意向書。 

三、合校意向書業由輪值學校國立陽明大

學以 108 年 3 月 28 日陽秘字第

1080006729 號函陳報教育部，如附件

2，P.12。 

案由三：有關合校意向書草案於兩校校務

會議中之表決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依照兩校校務會議議事程序進行。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肆、 報告事項： 

一、國立交通大學 108 年 3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

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案，決議與會代表以下建議將提送合校工作委員會審酌： 

(一)壹、前言部分，「少子女化」文字建議可審酌是否刪除。  

(二)貳、發展願景部分，「不僅將對等合一，」文字建議可審酌是否刪除；「所培育的

博士成為全球頂尖大學重要的師資來源，並孕育至少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和數家獨

角獸級電子生醫產業」等文字建議可再斟酌。  

(三)肆、組織架構部分，兩校學術單位組織架構圖文字建議放大。學生人數現況表內

建議增列學生總人數。 

(四)伍、教學與研究部分，有關二、(三)共創具國際競爭力之教學研究環境之內容，

建議可審酌兼顧各領域之發展。 

(五)陸、教職員工及學生權益保障部分，有關一、(一)合校後教師之升等及評鑑，建

議文字可審酌是否修正為合校前聘任之教師得選擇適用原聘任規定或合校後之

新規定，合校後聘任之教師適用新規定。一、(二)合校後原有教職員工其法定待

遇及福利，所述「應依現行規定予以保障」文字，建議可考量是否修正為應依最

有利之規定予以保障，例如合校後之教職員工暑休制度應一致。有關二、(六)「現

有之系所學生住宿」文字建議可審酌修正為「現有校區之系所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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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柒、基本資源需求內「校區規劃暨基本資源需求經費彙整表」第一項「博愛校

BioICT®  Park」文字建議可審酌修正為「博愛校區 BioICT®  Park」。 

(七)捌、結語第一段「有非常好的機會創造出一所偉大大學，樹立台灣高等教育發展

新典範」及最末段「基於共同創造一所偉大大學的 決心，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奠定良好的基礎。」等文字，其中「創造」之文字涉及存續或消滅概念，建議再

斟酌。 

      二、為凝聚教職員工生對合校計畫書之共識，國立交通大學預訂於108年5月7日(星期

二)18時30分於資訊館二樓辦理「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作業—交大公聽

會」，由校長主持及簡報合校計畫書草案概要內容，邀請參加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

生、校友，並採同步線上直播方式進行。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計畫書(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 108 年 2 月 14 日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之「合校規劃作業時程表」，合

校意向書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並陳報教育部後，接續辦理研擬合校計畫書事宜。 

二、 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合併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合併計畫之緣起。 

（二） 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 

（三） 學校合併規劃過程。 

（四） 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 

（五） 規劃內容：包括發展願景、校區規劃、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行政組織架構

與員額配置、學術組織與科系所之配置及財務規劃。 

（六） 合併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益處理。 

（七） 重要章則之擬訂。 

（八） 預期效益。 

（九） 其他相關措施。 

三、 據上，交大業初擬「合校計畫書項目分工」(附件 3，P.14)及由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提供

「合校計畫書大綱(稿)」(附件 4，P.15)，據以研擬合校計畫書初稿(草案如另附件)。

撰擬過程中，相關事項需請合校工作委員會討論，俾據以續研擬計畫書內容。即前述

依法合校計畫書應包括之部分項目請示如下(項目序號依計畫書草案初稿呈現)： 

(一) 「(二)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項目中之子項標題，請參草案內容中該項目紅色字

體說明(P.1)。 

(二) 「(五)規劃內容」之二「發展願景」是否再揭示具體關於成就偉大學之子項標題，

俾據以為其後項目例如：「(八)預期效益」內容之研擬依據。 

(三) 「(五)規劃內容」之七「行政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除陽明及交大兩校現況合

一外，是否考量因應合校校務發展，增設或調整相關單位？例如：增設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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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盤點兩校現有任務型單位之必要性合一增設為新單位？又現況兩校一級行政

單位下設二級單位組別重覆部分(例如：總務處文書組、保管組)，涉及單位整併

及人員重新安置，宜予通盤考量，及與暫行組織規程之研訂互為觀照處理。 

另請考量是否於此項新增子項「未來重點推動方向」？(請參高科大合併計畫書

內，其中「未來重點推動方向」訂有人才培育規劃及大型中心之建置)或另立一

大項。 

(四) 新增「(七)政府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項目，其中「政府行政協助」之分項除已

研擬之「儘速修改現行法規，避免出現任何一校於法理上被消滅的說法，及合

校後校長由校內程序產生(摘錄自合校意向書)」及「請教育部派員出席參與合校

工作委員會會議」二子項外，是否尚需增加其他協助事項？ 

(五) 「(八)預期效益」項目，建議由各小組自合校意向書「伍、教學與研究」內容改

寫，並請考量與此合校計畫書草案「伍、規劃內容」各項目前後呼應。 

(六) 「(九)重要章則之擬定」項目，建議宜為「擬訂」與「合校」後校務運作之重要

章則或草案，例如暫行組織規程、校務會議組成辦法、校長遴選辦法…，若係

分述陽明及交大現有繁多之行政規章，其必要性請卓酌。 

決  議： 

一、 合校計畫書由兩校組成主筆團共同撰擬，除依據現有法規所訂應載明事項外，應以

兩校合一大於11為主軸，勾勒合校為偉大大學價值及未來願景。 

二、 有關兩校行政架構組織之重整與規劃，建議由兩校校長及指定副校長與相關主管討

論，必要時會同行政事務規劃小組開會研商。 

三、 兩校的研究中心，創立目的於執行方式皆有很大的差異，建議以雙核心的概念來執

行，故研究中心可分兩部分處理：(一)既有之研究中心皆保留且依原有機制運作。(二)

合校後新設之研究中心，例如數位醫學中心、數位分子影像暨生醫光電研究中心、

健康福祉與社會設計中心等，則研擬新建立機制運作，並思考因應合校後教研發展

需求，研議成立新型研究中心。 

四、 其他因合校而生之相關資源，則應說明將如何運用以實現未來願景，並闡述新興教

學、研究中心與資源、經費規劃之搭配處理。 

 

案由二：有關合校後校務會議之組成原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兩校合校乃基於對等合一，為使合校後校務運作順暢，將共同擬訂「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暫行組織規程」，明訂合校後之校務會議、校長遴選、組織及法規等之運作方

式。 

二、 依目前兩校組織規程之規定，交大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 90 人為原則，陽明以不超

過 100 人為原則。 

三、 擬建議合校後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 120 人為原則，兩校區各自佔總人數之二分之

一。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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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教師會代表 2 人、職員代表(行政人員、技

術人員、助教、技工及工友)6 人、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

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

二。學生代表人數佔全體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小數位採進位法)。在合校初期，各

類代表產生方式仍依各校區原有規定辦理。 

四、 校務會議代表組成以 120 人為原則，各校區人數配置舉例說明： 

 組成類別 人數 A 校區 B 校區 

當然委員 校長 1 

15 17 

副校長 6 

各學院院長 18 

附設醫院院長 1 

主秘 1 

教務長 1 

學務長 1 

總務長 1 

研發長 1 

國際長 1 

教師會代表 2 1 1 

推選委員 職技代表 6 3 3 

 學生代表 12 6 6 

 教師代表 68 35 33 

總計 120 60 60 

意見彙整： 

一、 有關教育部對於大學法之修法方向，可能將學生數 15,000 人以上學校，學生於校務

會議代表之比例下限將自 10%上調至 20%，為更能保障兩校學生合校後之權益，建

議可領先帶頭，主動上調學生校務會議代表比例至 20%，以彰顯合校後重視學生權

益之決心。 

二、 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即是票票等值，委員對於票票等值之精神及認知雖不

盡相同，惟對於兩校於合校過程以「對等」原則均具共識，且合校程序完成後「融

合」才是第一要務。宜思考如何以兩校制度為基礎規劃出折衷、磨合後可加速融合

之機制，以實現一家人之願景。 

三、 有關合校初期之暫行組織規程，建議仍應以對等合一為原則，以弭平部分師生對於

已習知之制度規章將予改變，而未定之猜疑憂慮。至合校後校務會議之組成規定，

則由合校後之校務單位，考量學校特性，規劃出可長可久之制度，以利未來校務發

展，另有關暫行條例的期程也可以多做討論以利未來制定。 

四、 國外已有許多合校案例可參考，例如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即是由 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與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合校而成，建議可研究相關案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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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初期之暫行制度與做法，供本次合校作業參考。 

五、 本案應有更廣泛的討論與意見蒐集，可參考兩校現有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及教育

部大學法之修法方向，擬定更為完善之制度。 

六、 本案因牽涉兩校校務會議代表之組成及任期等規定，於未知之銜接期可能造成混亂。

另一思考方式為合校初期兩校校務會議皆保留，所有提案皆需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

即以兩校現行制度為合校初期之暫行制度，而合校後校務會議組成人數可考慮加以

擴大。 

七、 有關合校後校務會議之組成原則，於兩校協商完成後，宜訂定一定之適用期限，以

利合校後之組織運作。 

 

案由三：有關合校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原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按合校意向書合校後期盼由校內程序產生校長，是以在擬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

組織規程」草案時，需規範校長遴選相關事宜。 

二、 依大學法第九條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之規定，遴委會置委員

15 人至 21 人，以單數組成，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任之： 

(一) 學校代表：由學校校務會議推選，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依學校組織規程或其他相關規定產生，占全體委員

總額五分之二。 

(三) 教育部遴派之代表：前二款以外之其餘委員。 

三、 依兩校組織規程之規定，目前兩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均為 21 人，除教育部遴派之

代表 3 人外，其餘委員為教師代表 7 人、職員代表 1 人，學生代表 1 人、校友代表及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9 人。 

四、 擬建議合校後之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由兩校區各選出9位代表及教育部遴派之3位代

表組成，各類代表由兩校區各自產生半數，無法整除時，餘數由兩校區抽籤決定之。

各類代表之產生仍依各校區原有規定辦理。 

五、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各校區人數配置說明： 

組成類別 人數 A 校區 B 校區 餘數 

學校代表 教師代表 7 3 3 1 

抽籤

決定 

 學生代表 1 -- -- 1 

 職員代表 1 -- -- 1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9 4 4 1 

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3   -- 

總計 21    

 與會委員共識如下： 

一、 為確保兩校區均有職員及學生代表，教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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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人數擬提議為；6：2：2：8：3，並請與教育部確認該比例

之適法性。 

二、 若上述人數未經教育部認可，則修改為教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代表、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人數各為；6：2：1：9：3。 

三、 請兩校人事室主任協助向教育部洽詢。 

   陸、其他意見彙整：  

一、 事實上交大校務會議中除有重大疑慮之提案外，校務會議代表大多支持校長決議，

因此校長為重要關鍵性角色。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因是任務型組成，故以對等合一

之方式成立，雖仍有票票不等值之疑慮，但尚可接受。惟常設型委員會，則仍建議

應考量學校長遠之發展，規劃有助合一之制度。交大能理解陽明師生的疑慮，願意

釋放最大的善意與陽明師生持續溝通與協調，希望未來溝通的過程中能讓交大教師

會參與，讓雙方持續交流，經由溝通協調的過程，取得共識、弭平擔憂。 

二、 有關陽明提出案由二及三之提案，某種程度釋放陽明人擔憂與不安的訊息，因此在

合校過程中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審慎處理。但於此同時，陽明在校務會議上的投票

也都是展現十足誠意壓倒性的支持與交大合校。在這段過渡時期我們都要有足夠的

智慧與熱情來處理雙方的疑慮，採取折衷妥協的方式實現合校願景。 

三、 在民主制度中很多選舉並非票票等值，例如交大的校務會議代表組成即各院皆有代

表，以保障各種聲音都能被聽到，案由二與案由三其實都是一個過渡期的制度，以

確保對等合一的精神。 

四、 其實交大資訊工程系幾年前資訊工程與資訊科學系的合併過程中，所面臨一樣的針

鋒相對、以大吃小的擔憂疑慮，各種爭論沒少過，但重點是這些陣痛都會過去，幾

年後已無法分辨資訊工程系與資訊科學系的區別，而且成為該領域最大的學系，享

受合併的成果。 

五、 陽明校友對合校議題亦十分關心，基於促成合校的立場，擔憂合校之制度規劃將不

利於陽明未來發展。因此為了讓校友的意見能有表達的平台，陽明校友會自 4 月 15

日至 28 日針對校友舉行意見調查，主要分有選擇題、意見表達及尊重學校校務會議

代表基於陽明最大利益考量所做的決定共三項，未來這些數字及相關建言提醒等將

正式提供學校決策時參考。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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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郭旭崧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教師會代表江惠華教授、學生代表

蔡惟丞同學、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生

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楊政杰副教授代理)、護理學院劉影梅

院長、藥科院康照洲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學生代表陶

翊軒同學、學生代表陳嘉文同學、生科學院吳妍華教授、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

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學院陳永富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 

請    假：張翼副校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 

列  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代表、附設醫院代表、人事室鄒麗華主任、總務處孫光蕙總務長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人事室任明坤主任、林奇宏教授、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教 

          授、總務處楊黎熙副總務長 

 

壹、 主席報告： 

前次合校委員會後，兩校針對校務會議、校長遴選的組成以及暫行組織條例都有了初步

的討論與規劃。過去原本曾規劃於 5 月 29 日校務會議討論合校計畫書，但合校意向書於

3 月底送到教育部後，教育部意向書的內容有很多方向的討論。過去的一個月，我跟張校

長已經拜訪朱司長，基本上大方向是同意我們所提的內容，但對於經費部分仍需審慎討

論處理，教育部針對合校意向書有較明確的回應，才能讓兩校規劃合校計畫書。因此目

前的期程可能要到暑假時在比較有可能進入合校計畫書的討論。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7。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

校計畫書(草案)」，請討論。 

決  議： 

一、合校計畫書由兩校組成主筆團共同撰

擬，除依據現有法規所訂應載明事項

有關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案，業經 108 年

5 月 7 日兩校合校行政組織架構第一次會議

討論，並將結論提本次會議討論，如案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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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外，應以兩校合一大於11為主軸，勾勒

合校為偉大大學價值及未來願景。 

二、有關兩校行政架構組織之重整與規

劃，建議由兩校校長及指定副校長與相

關主管討論，必要時會同行政事務規劃

小組開會研商。 

三、兩校的研究中心，創立目的於執行方式

皆有很大的差異，建議以雙核心的概念

來執行，故研究中心可分兩部分處理：

(一)既有之研究中心皆保留且依原有機

制運作。(二)合校後新設之研究中心，

例如數位醫學中心、數位分子影像暨生

醫光電研究中心、健康福祉與社會設計

中心等，則研擬新建立機制運作，並思

考因應合校後教研發展需求，研議成立

新型研究中心。 

四、其他因合校而生之相關資源，則應說明

將如何運用以實現未來願景，並闡述新

興教學、研究中心與資源、經費規劃之

搭配處理。 

案由二：有關合校後校務會議之組成原則

案，提請討論。 

意見彙整： 

一、有關教育部對於大學法之修法方向，可

能將學生數 15,000 人以上學校，學生於

校務會議代表之比例下限將自 10%上

調至 20%，為更能保障兩校學生合校後

之權益，建議可領先帶頭，主動上調學

生校務會議代表比例至 20%，以彰顯合

校後重視學生權益之決心。 

二、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即是票

票等值，委員對於票票等值之精神及認

知雖不盡相同，惟對於兩校於合校過程

以「對等」原則均具共識，且合校程序

完成後「融合」才是第一要務。宜思考

如何以兩校制度為基礎規劃出折衷、磨

有關合校後之校務會議運作，研議短期規劃

原校區之校務會議仍各自召開，校務會議授

權雙方對等工作小組先行溝通審議議案，再

分別送二校區校務會議列入報告事項或討

論提案，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7 日兩校合校

行政組織架構第一次會議討論，並提本次會

議討論，如案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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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合後可加速融合之機制，以實現一家人

之願景。 

三、有關合校初期之暫行組織規程，建議仍

應以對等合一為原則，以弭平部分師生

對於已習知之制度規章將予改變，而未

定之猜疑憂慮。至合校後校務會議之組

成規定，則由合校後之校務單位，考量

學校特性，規劃出可長可久之制度，以

利未來校務發展，另有關暫行條例的期

程也可以多做討論以利未來制定。 

四、國外已有許多合校案例可參考，例如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即是由

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與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合校而成，建議可研

究相關案例於合校初期之暫行制度與

做法，供本次合校作業參考。 

五、本案應有更廣泛的討論與意見蒐集，可

參考兩校現有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

及教育部大學法之修法方向，擬定更為

完善之制度。 

六、本案因牽涉兩校校務會議代表之組成

及任期等規定，於未知之銜接期可能造

成混亂。另一思考方式為合校初期兩校

校務會議皆保留，所有提案皆需經兩校

校務會議通過。即以兩校現行制度為合

校初期之暫行制度，而合校後校務會議

組成人數可考慮加以擴大。 

七、有關合校後校務會議之組成原則，於兩

校協商完成後，宜訂定一定之適用期

限，以利合校後之組織運作。 

案由三：有關合校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

成原則案，提請討論。  

與會委員共識如下： 

一、為確保兩校區均有職員及學生代表，教

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代表、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人數擬提

有關合校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經兩校

人事室與教育部確認後，教師、學生、職員、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教育部遴派

之代表人數為 6：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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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議為；6：2：2：8：3，並請與教育部

確認該比例之適法性。 

二、若上述人數未經教育部認可，則修改為

教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代表、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人數各

為；6：2：1：9：3。 

三、請兩校人事室主任協助向教育部洽詢。 

肆、 報告事項： 

一、為商討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業於 108 年 5 月 7 日由兩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

書及人事室主任以視訊方式共同討論相關事項，相關結論將提本次會議討論，會議

紀錄如附件 2，P14。 

二、行政事務規劃小組負責研議事項中，委請黃世昌老師協助撰述合校計畫中「校區規

劃暨基本資源需求」相關事項如附件 3，P16。 

 

    主席裁示:本案洽悉，另為因應教育部要求有關陽明校舍整修新建的部分先單獨送案，請 

             總務處與黃世昌老師納入本案的相關意見進行規劃。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意向書之規劃，合校後調整為一級單位計有體育室、

軍訓室、健康心理中心、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二、 經盤點交大、陽明、台大、成大、中興、台師大、政大、清大、高科大等九校之現行行

政組織，其一、二級單位彙整表如附件 4，P28。 

三、 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7 日兩校合校行政組織架構第一次會議討論，同意以下建議事項： 

(一) 合校後規劃短期、中期及長期，短期期間為一年，人員以就地安置為原則，業務

優先以雲端處理。 

(二) 設置 6 位副校長為上限，其中 1 位由教學醫院院長兼任之。 

(三) 短期規劃秘書室改設為秘書處，大學附設醫院為校內一級單位，軍訓室俟法規修

正後調整，中長期規劃增設財務管理處及校務發展處，組織架構圖如附件 5，P31。 

決議： 

一、 因未來可能不只一間附設醫院，有關副校長規劃，文字修正為「設置6位副校長為上限，

其中一位副校長綜理本校所轄醫療及照護機構。」 

二、 其餘建議照案通過，同意併列入合校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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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合校後之校務會議運作模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前次會議討論合校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原則，建議成員為120人，兩校區各有代表60人，

惟未有共識。會中委員建議合校初期兩校校務會議皆保留，所有提案皆需經兩校校務

會議通過。即以兩校現行制度為合校初期之暫行制度。 

二、 是以，本案業經108年5月7日兩校合校行政組織架構第一次會議討論，同意短期維持原

校區之校務會議規模及代表遴選方式，並建議分別改稱為陽明校區審議會、交通校區

審議會。校務會議由該二審議會組成，授權另組雙方對等工作小組先行溝通各議案之

審議程序。重大議案應經二審議會各自審議通過，單獨校區之議案由該校區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列入另一校區審議會報告，以提升效率。 

三、 有關雙方對等工作小組之組成，將俟本案通過後再行研議。 

決議： 

一、 本案贊成票數為23票、反對票數1票。 

二、 本案照案通過，併列入合校計畫書，提兩校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三：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時機，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前次會議討論有關合校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原則案，其共識為為確保兩校區均有

職員及學生代表，教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教育部遴派之

代表人數擬提議為；6：2：2：8：3，並請與教育部確認該比例之適法性；若上述人

數未經教育部認可，則修改為教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教

育部遴派之代表人數各為；6：2：1：9：3；請兩校人事室主任協助向教育部洽詢。

本案後經兩校人事室主任與教育部詢問後，確認教師、學生、職員、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代表、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人數為6：2：1：9：3。 

二、 兩校校長於108年5月9日拜會教育部高教司及人事處等同仁，就合校意向書內容及經

費進行意見溝通，其中就合校後第一任校長之遴選時機達成共識，採「核定-遴選–掛

牌」模式進行，即合校計畫書由行政院核定後，兩校即啟動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

校長遴選，且第一任校長將於正式合校日就任。 

三、 綜上，建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由兩校區各選出9位代表及

教育部遴派之3位代表組成，各類代表由兩校區各自產生半數，無法整除時，餘數由

兩校區抽籤決定之。各類代表之產生仍依各校區原有規定辦理。 

四、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各校區人數配置說明： 

組成類別 人數 A 校區 B 校區 餘數 

學校代表 

教師代表 6 3 3 0 

學生代表 2 1 1 0 

職員代表 1 -- -- 1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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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9 4 4 1 決定 

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3   -- 

總計 21    

     

五、有關校長遴選方式，兩校現行制度並不全然相同，擬建議由兩校業務單位先行交換 

    意見，凝聚共識再提會討論。 

決議： 

一、 本案遴選委員會組成、產生方式以及運作時機(核定-遴選-掛牌)照案通過，校長遴選辦

法由兩校業務單位先行研議再提會討論。 

二、 有關兩校遴選方式唯一但重大差異部分則另案再議。 

 

案由四：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參酌兩校之組織規程，其架構及章節皆不盡相同，目前陽明大學組織規程計有四章二

十條，交通大學組織規程計有七章五十六條。 

二、 近期合併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計有八章四十七條(附件6，P32)，參考後

研擬兩校合校後之組織規程草案如附件7，P56。 

決議： 

一、 本案僅先供兩校委員參考，沒有針對內容審查也不做細部討論。 

二、 大家可以提供相關意見，於之後會議專案討論。有關學生權益與教師權益部分，將邀

請兩校教師會、學生會代表意見溝通。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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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 

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教師會代表江惠華教

授、學生代表蔡惟丞同學、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醫學院陳震寰院長(林寬佳教授

代理)、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生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楊政

杰教授代理)、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藥科院康照洲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陳信宏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學生代表呂家興同學、學生代表陳嘉文同

學、生科學院吳妍華教授、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學院陳

永富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 

請假：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 

列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代表戴溪炎副會長、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陳俊秀執行長、林奇宏教授、人事室任明坤主任、行政事務規劃小組

成員黃世昌教授 

記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 

一、 有關合併計畫書中與教育部現行法規未符部分，經今日上午與高教司司長溝通取得訊息如

下： 

(一)教育部刻修正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及合併後校長遴選相關辦法，將於近期完成初步修法

程序。 

(二)有關合併後第一任校長之遴選方式、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及遴選委員產生方式，皆尊重兩校

合併計畫之安排，由兩校各自依規定產生遴選委員會成員，教育部依規推派三人參與遴選

委員會。惟合併後第一任校長之遴選委員會，其行政作業單位為教育部、交大或陽明，則

可再討論。 

(三)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學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合併計畫書內容之一為應載明行政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至合併後之暫行組織規

程非必備文件。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是否與合併計畫書併送教育部審議，教育

部尊重。 

(四)有關合併基準日，將以行政院核定合併計畫書之公文內容為準。 

二、 為加強兩校教職員工生對合併計畫書之參與及了解，兩校原預定 108 年 6 月 26 日召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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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定會議審議合併計畫書之期程，建議延至 108 年 9 月 11 日再行召開審議。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7。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有關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案，提

請討論。 

決議： 

一、 因未來可能不只一間附設醫院，有關副

校長規劃，文字修正為「設置6位副校

長為上限，其中一位副校長綜理本校所

轄醫療及照護機構。」 

二、 其餘建議照案通過，同意併列入合校計

畫書。 

有關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案，已將決議事

項併入合校計畫書。 

案由二：有關合校後之校務會議運作模式，

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案贊成票數為23票、反對票數1票。 

二、 本案照案通過，併列入合校計畫書，提

兩校校務會議審議。 

有關合校後之校務會議運作模式，已將決議

事項納入合校計畫書。 

案由三：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時機，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本案遴選委員會組成、產生方式以及運

作時機(核定-遴選-掛牌)照案通過，校

長遴選辦法由兩校業務單位先行研議

再提會討論。 

二、 有關兩校遴選方式唯一但重大差異部

分則另案再議。 

一、 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兩校校長遴

選方式，依現行制度並不全然相同，按

交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規定，校長候選人需經編制內專任教師

行使同意權通過，始得成為校長候選人

再納入遴委會為遴選校長人選之規

定，然陽明並無類似規定，且歷屆以來

遴選過程多未公開，此為兩校之重大差

異處。 

二、 陽明於 108年 5月 29日第 53次校務會

議就遴選方式是否公開徵詢校務會議

委員意見，其決議為同意第一任校長遴

選方式以「公開」為規劃原則，至於公

開方式、程度等，交由兩校合校工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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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員會先研議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 本案已提本次會議討論如案由二。 

案由四：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

程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案僅先供兩校委員參考，沒有針對內

容審查也不做細部討論。 

二、 大家可以提供相關意見，於之後會議專

案討論。有關學生權益與教師權益部

分，將邀請兩校教師會、學生會代表意

見溝通。 

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

案，兩校刻正研議辦理中。 

 

肆、 報告事項： 

教育部 108 年 5 月 3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47712 號函復，就「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

學合校意向書」之訴求予以說明(附件 2，P.13)。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初稿，請討論。 

說  明： 

一、 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略以，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劃合併，應擬訂合併計畫，合併

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合併計畫之緣起。(二)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三)學校合

併規劃過程。(四)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五)規劃內容：包括發展願景、校區規劃、

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行政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學術組織與科系所之配置及財

務規劃。(六)合併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益處理。(七)重要章則之擬訂。(八)預期

效益。(九)其他相關措施。 

二、 本會前於 108 年 4 月 18 日及 5 月 16 日召開第 3 次及第 4 次會議，就兩校合校計畫

書草案之撰擬架構具共識，並依決議由兩校組成主筆團共同撰擬該計畫書草案；另

有關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如附表(合併計畫書附件 14)，列入合校計畫書。 

三、 兩校業分別辦理合校作業校內第 2 次公聽會，就合校計畫書草案架構及近期本會會

議決議之共識事項包括：合校後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模式、「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

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時機」等進行意見交流。 

四、 合併計畫書草案經此會議通過後，將提送兩校分別預計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召開之

校務會議討論。 

五、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3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47712 號函(附件 2，P.13)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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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相關文件用詞均以「合併」陳述。 

六、 檢附「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初稿。(如另附件) 

決  議：為加強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委員對合併計畫書之了解，充分討論並凝聚共識，本案延

至 108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時召開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討論。 

 

案由二：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前次會議討論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時機案，經決議遴選委員會組

成、產生方式以及運作時機(核定-遴選-掛牌)照案通過，校長遴選辦法由兩校業務單

位先行研議再提會討論。而有關兩校遴選方式唯一但重大差異部分則另案再議。 

二、 兩校校長遴選方式，依現行制度並不全然相同，按交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規定，校長候選人需經編制內專任教師行使同意權通過，始得成為校長候選人

再納入遴委會為遴選校長人選之規定，然陽明並無類似規定，且歷屆以來遴選過程

多未公開，此為兩校之重大差異處。 

三、 陽明於 108 年 5 月 29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就遴選方式是否公開徵詢校務會議委員意

見，其決議為同意第一任校長遴選方式以「公開」為規劃原則，至於公開方式、程

度等，交由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先研議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四、 是以，經參照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附件 3，P.15)、國立陽明大

學校長遴選辦法(附件 4，P.17)及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附件

5，P.17)等條文後，研擬本草案。檢附草案說明及全條文(附件 6，P.22)。 

決  議： 

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第十條第二階段

修正如下：「遴委會公布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由兩校到校服務滿一年

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分別對各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獲得

兩校個別投票總數五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各候選人得票之統計至確定

通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二、 有關校長遴選方式，可思考如何將學生意見納入遴選參考，建議持續溝通凝聚共

識再提會討論。 

三、 案由修正為「有關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織及運作辦法(草案)」，案由說明文字及草案名稱併同修正。 

四、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

第一條修正為「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兩校)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為辦理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條規定及國立陽明

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內容，訂定「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

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五、 草案內容文字授權兩校人事室再度檢視，以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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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案  由：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應該儘快以明年 8 月 1 日為兩校合併基準日，具體擬定正式合

校前的各項詳細工作日程及進度查核點，並在下次合校工作委員會提出來溝通及討

論。(李威儀委員提案) 

說  明： 

一、 本校通過之兩校合校意向書中已經敘明兩校合併不應造成任何一校於法理上被消滅

的說法，合校後的校長則應由校內程序產生，但由於與現行教育部訂定之國立大學

合併相關法規有所牴觸，因此於兩校合校意向書中具體建議教育部儘速修改現行法

規。 

二、 雖然教育部已來函明確表示「為健全大學合併機制，並提供彈性合併機制，降低校

內師生及校友對合併文字表達之疑慮，並尊重合併後校內對校長遴選方式之共識，

本部業錄案評估修正大學合併相關法規」，但目前教育部尚未對其訂定之國立大學合

併相關法規完成修正。 

三、 目前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所提合併計畫書中有關合併方式、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

及合校後學校組織規程等多項內容仍與現行法規牴觸，也不確定是否會完全符合教

育部修正後的法規。 

四、 為避免本校通過之合校計畫書內容因為與現行法規有牴觸之處，而造成通過之合併

計畫書無效，同時也為確保本校通過之合併計畫會完全符合教育部修正後之法規規

定，因此交大校務會議於 2019 年 6 月 12 日通過「在教育部未完成修正相關法規及

正式公布實施前，本校(即交大)校務會議針對合併計畫書所作之任何決議應均只為建

議案，不能視為正式同意合併計畫書的重大議案表決案」。 

五、 根據兩校校務會議通過的合校意向書 : 「為落實大學自主精神，讓合校後校務運作

順暢，建立合校新模式，陽明及交大將共同擬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

於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之合校計畫書中，明訂合校後之校務會議、校長遴選、組織 及

法規等之運作方式，合校後的校長則由校內程序產生」。因此在兩校校務會議正式通

過兩校合併計畫書的同時，也必須通過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及兩校合併

後第一任校長遴選相關辦法。 

六、 考量 (1) 目前教育部仍未完成修正國立大學合併相關法規及 (2) 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暫行組織規程仍在初步討論擬定階段，應該可以確定兩校校務會議無法在今年

(2019 年)6 月正式通過兩校合併計畫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及兩校合併

後第一任校長遴選相關辦法。另由於 7、8 月暑假期間，兩校許多教職員工及學生都

已安排校外活動或行程，應該極不適宜在此期間嘗試召開校務會議來正式通過兩校

合併計畫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及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相關辦

法。 

七、 基於前項理由，兩校最早可能召開校務會議正式通過兩校合併計畫書、國立陽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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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及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相關辦法的日期是今年(2019年)9

月，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最早可能就任(即兩校合併基準日)的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1 日。 

八、 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應該儘快以明年八月一日為兩校合併基準日，具體擬定正式合

校前的各項詳細工作日程及進度查核點，並在下次合校工作委員會提出來溝通及討

論，並據以推動兩校合併工作。 

決  議： 

一、 合併計畫書內容將持續於 6 月 26 日、7 月 26 日、8 月 26 日之合校工作委員會會議

中討論。兩校原預定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召開校務會議審議合併計畫書之期程，延至

108 年 9 月 11 日再行召開審議。 

二、 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主文部分，請兩校持續溝通與協調。 

 

 

柒、散會：16：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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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郭旭崧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教師會代表江惠華教授、學生代表

蔡惟丞同學、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生

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藥科院康照洲

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 

學生代表呂家興同學(張淇鈞代理)、學生代表陳嘉文同學(古育嘉代理)、電機學院

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學院陳永富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

學院鍾惠民院長 

請  假：生科學院吳妍華教授、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 

列  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代表(請假)、附設醫院代表(請假)、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校務策進辦公室程海東執行長、林奇宏教授、人事室任明坤主任、

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教授、大數據中心主任王蒞君 

 

記錄：林欣霓 

 

壹、 主席報告： 

一、前次會議決議須加強合校工作委員會對合併計畫書的了解，因此特別召開本次會議以

討論。 

二、教育部於近期預告「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第 3 條修正草案，其中關於為推動國立

大學合併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僅一校存續」及「各校均消滅」等負面文字，因易造成

校內師生及校友對學校合併之疑慮，致增加合併阻礙。爰修正第二項規定，二、新設

合併：合併後成立一所新設國立大學，並另定新校名，各該學校變更為新設學校之一

部分、分校、分部、專科部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以期增加校內師生及校友對推

動學校合併之支持與認同，提升高等教育資源整合效益及整體競爭力。 

三、另外關於新設合校之校長遴選相關法規之修正部分，係有兩法規需修正「專科以上學

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教育部公立大學

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日前教育部朱司長回復，校長遴選部分規劃修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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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雖然仍由教育部組遴委會，但考量部

分合併樣態不同於新設大學，有關遴選委員的選任及遴選運作規定，會盡量尊重大

學。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9。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

併計畫書」草案初稿，請討論。 

決  議：為加強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委員對

合併計畫書之了解，充分討論並凝

聚共識，本案延至108年6月26日上

午9時召開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討

論。 

有關合併計畫書業已彙整兩校修正意見，並

提本次會議討論。  

案由二：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草

案)，請討論。 

決  議： 

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第

十條第二階段修正如下：「遴委會

公布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

資料，由兩校到校服務滿一年以上

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分別

對各校長候選人行使不記名投

票，獲得兩校個別投票總數五分之

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各候

選人得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

通過時即中止。」。 

二、有關校長遴選方式，可思考如何將

學生意見納入遴選參考，建議持續

溝通凝聚共識再提會討論。 

三、案由修正為「有關國立陽明大學與

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草

案)」，案由說明文字及草案名稱併

已依決議辦理，並併入兩校人事室修正意

見，提本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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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同修正。 

四、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

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草案，第一條修正為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兩校)合併為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為辦理兩校合併後第一任

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條規

定及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

學合併計畫書內容，訂定「國立陽

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

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五、草案內容文字授權兩校人事室再

度檢視，以臻完備。 

 

 

臨時動議：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應該儘快以

明年 8 月 1 日為兩校合併基準日，

具體擬定正式合校前的各項詳細工

作日程及進度查核點，並在下次合

校工作委員會提出來溝通及討論。

(李威儀委員提案) 

 

決  議： 

一、 合併計畫書內容將持續於 6 月

26 日、7 月 26 日、8 月 26 日

之合校工作委員會會議中討

論。兩校原預定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召開校務會議審議合併

計畫書之期程，延至 108 年 9

月 11 日再行召開審議。 

二、 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

織規程主文部分，請兩校持續

溝通與協調。 

有關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 7月份會議時間及

9 月份臨時校務會議時間之修正，已列入本

次會議之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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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關於本會第5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第一點事項：「合併計畫書內容將持續於6月26日、7月26日、

8月26日之合校工作委員會會議中討論。兩校原預定於108年6月26日召開校務會議審議合併計

畫書之期程，延至108年9月11日再行召開審議。」交大建議再考量如下： 

一、本會依規每月召開會議一次，故兩校前已預為安排保留7月18日召開會議，爰前述決議中

於7月26日召開會議之日期，建議變更為維持原預安排之7月18日。 

二、另有關兩校於108年9月11日召開校務會議審議合併計畫書一節，因交大歷年來均於每學年

甫開學之9月召開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辦理選舉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復因每學年

之校務會議票選代表均改選半數，故校務會議成員中票選代表二分之一為108年8月1日新

任，有必要於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中再次說明合併作業進程，以利該等新任校務會議代表

理解。因此，108年9月11日交大若召開臨時校務會議需辦理前述事項，爰建議兩校召開校

務會議審議合併計畫書之期程延後一週變更為108年9月18日。(9月11日之前一週即9月4日，

為交大辦理新生入學輔導期間，當週亦不便安排召開校務會議) 

主席裁示:本案洽悉，下次合校工作委員會則維持原預定安排之7月18日，校務會議則於9月18    

         日召開。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於前次會議決議： 

(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第十條第二階段

修正如下：「遴委會公布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由兩校到校服務滿一

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分別對各校長候選人行使不記名投票，獲得兩

校個別投票總數五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各候選人得票之統計至確定

通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二) 有關校長遴選方式，可思考如何將學生意見納入遴選參考，建議持續溝通凝聚共

識再提會討論。 

(三) 修正為「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草案)」。 

(四)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

案，第一條修正為「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兩校)合併為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為辦理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條規定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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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內容，訂定「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

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五) 草案內容文字授權兩校人事室再度檢視，以臻完備。 

二、經兩校人事室檢視其修正意見如下： 

(一) 第14條前段建議修正為：遴委會於遴選工作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本校總務

處文書組歸檔妥善保存20年。 

(二) 查刑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其他

法令雖無特別規定，均係依前開標準為判斷之原理原則，爰建議草案中有關「...(含)

以上...」等文字比照辦理，即將內文中「(含)」予以刪除。 

三、本案業依前開決議併人事室意見修正相關文字。 

四、檢附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

案說明及全條文(附件2，P15)。 

決  議： 

一、修正第三條第二項「前項第一、二款代表由兩校各自產生半數，無法整除時，餘數由

兩校抽籤決定之；即職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餘數，依抽籤決定結果

由兩校各取得一席（以職員代表為抽籤：抽中者之職員代表得ㄧ席，未抽中者之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逕得ㄧ席）。各類代表之產生仍依各校原有規定之精神辦理，

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二、修正第十條「第二階段：遴委會公布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由兩校到校服

務滿一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分別對各校長候選人行使不記名投票，獲得

兩校個別投票總數五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各候選人得票之統計至確定通

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三、本案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七、 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略以，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劃合併，應擬訂合併計畫，

合併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合併計畫之緣起。(二)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三)

學校合併規劃過程。(四)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五)規劃內容：包括發展願景、

校區規劃、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行政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學術組織與科系

所之配置及財務規劃。(六)合併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益處理。(七)重要章則之

擬訂。(八)預期效益。(九)其他相關措施。 

八、 本會前於 108 年 4 月 18 日及 5 月 16 日召開第 3 次及第 4 次會議，就兩校合校計

畫書草案之撰擬架構具共識，並依決議由兩校組成主筆團共同撰擬該計畫書草案；

另有關合校後之行政組織架構如附表(合併計畫書附件 16)，列入合校計畫書。 

九、 為使兩校師生了解合校相關事宜，兩校業已分別辦理校內公聽會(交大辦理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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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辦理 3 場)，就合校計畫書草案架構及近期本會會議決議之共識事項包括：合

校後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模式、「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及

運作時機」等進行意見交流。 

十、 本案原提本會第 5 次會議討論，惟為加強兩校工作委員會對合併計畫書了解，充

分討論並凝聚共識，故決議延至本次會議再次討論。 

十一、本計畫書草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將分別提送兩校預計於 9 月份召開之校務會議

討論。 

十二、檢附「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如附件 3) 

 

決  議： 

一、 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照案通過：摘要；壹.合併計畫之緣起；参.學校合併規劃過程；

伍.規劃內容一.校名、二.發展願景、四.校區規劃及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設計規

劃部分)、六.研究中心之配置、七.行政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八.財務規劃；陸.合

併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益處理一.教職員工權益保障、二.學生權益保障；柒.政府經

費補助。 

二、 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文字修正： 

(一) 貳.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以正面表述並加入兩校校訓(第 4 頁)。 

(二) 肆.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文字修正(第 14 頁)。 

(三) 伍.規劃內容-三.校務會議有關第一任校長遴選部分文字修正與校長遴選辦法

一致(第 17 頁)。 

(四) 伍.規劃內容-五.學術組織科系所之配置：整段文字修正為「醫療照護」。 

(五) 捌.預期效益：文字修正並將兩校校訓結合呼應。(第 8 頁與第 66 頁) 

 

三、 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保留待討論： 

(一)有關伍.規劃內容-三.校務會議部分，因暫行組織規程、組織規程等法規期程仍

有疑義，請兩校人事室再次與教育部釐清，本案將先保留。 

學生委員意見如下： 

在合併基準日之後暫行組織規程尚未通過前之校務會議運作模式，短期維持兩校 

原校務會議規模及代表遴選方式。⋯⋯ 

於暫行組織規程適用期間內，校務會議委員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二、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事務處各推派與其主管原屬學 

校不同之副主管一人為代表。 

三、教師會推舉代表 2 人，職員(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工友)選舉代 

表 6 人、教師及學生各選舉代表若干人。 

四、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 

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總額之三分之二。學生代表人數佔全體會議成員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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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數位採進位法)。 

五、各學院院長與教師代表，依其原屬之學校計算，其總額應相等。 

李威儀委員意見如下： 

兩校合校後之暫行組織規程將於合併基準日之前完成訂定，並經兩校校務會議通

過。合併基準日之後將依照兩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暫行組織規程組成校務會議，並

通過正式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 

 

(二)伍.規劃內容-四.校區規劃及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北投校區名稱可考慮神農、

立農、石牌、台北陽明等。 

 

(三)玖.重要章則之擬定。 

學生委員意見如下： 

合校工作委員會將於此計畫書送部後，進行合併後暫行組織規程之討論，並於計

畫書受核定後，將之送往兩校校務會議審議，最終於合併基準日後第一次校務會

議通過並開始適用之。暫行組織規程之規定，將符合下列之精神： 

一、原兩校校區之經費與資源分配，應力求公平。 

二、各會議與委員會中，原兩校校區之代表或委員人數比例均等。 

三、原兩校各院系所既有之人員配置與運作模式不受影響。 

四、學術單位之整併均須由各單位師生之自主決策發起。 

五、各會議、委員會之學生代表比例均不低於現有情形。 

六、師生因合併相關事由而有權益受損之虞時，其救濟應由專責單位優先妥善處 

理。 

四、 有關合併計畫書保留部分及合校後之英文校名，將由兩校校長、人事室及相關主

管討論開會研商。 

五、 另伍.規劃內容-八.財務規劃部分，如有任何更具體的意見歡迎隨時提出。 

 

陸、臨時動議： 

案由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 

 

說   明: 

一、 依據 108 年 5 月 16 日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議

略以，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於之後會議專案討論。有關學生

權益與教師權益部分，將邀請兩校教師會、學生會代表意見溝通。  

二、 本案交通大學業請校內學術事務小組及行政事務小組分別於 108 年 5 月 28 日及 108

年 5 月 29 日召開會議審議，依上開暫行組織規程草案並綜整各事務小組、學生代表

及教師會代表意見，配合合校計畫書之內容修正組織規程草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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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因呈報計畫書時將不包括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故本案請學術、行政、研究三組分別先 

行研討後再提會討論。 

 

案由二：募款徵求合校紀念品創意設計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柒、散 會：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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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議第七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謝仁俊副校長、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曾淑婷秘書代理)、

教師會代表江惠華教授、學生代表蔡惟丞同學(朱軒立同學代理)、學生代表洪

辰昊同學(盧宛鈺同學代理)、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生命

科學院陳鴻震院長(林照雄教授代理)、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張國威教授代理)、

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藥科院康照洲院長、人社院王文基院長(程千芳教授代理) 

交通大學：陳信宏副校長、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學生代

表呂家興同學(張琪鈞同學代理)、學生代表陳嘉文同學(廖宣堯同學代理)、生科

學院吳妍華教授、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學院陳永富

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 

列  席： 

陽明大學：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陳俊秀執行長、生科院林奇宏講座教授、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

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教授 

記   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 確認前次 108 年 6 月 26 日合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11。 

 

參、 報告事項： 

一、原訂 108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召開之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8 次會議，因開會日期已

接近開學，建議變更為 108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以預留彈性因應期程。

(經兩校秘書室協商確認) 

二、108 年 7 月 18 日將召開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7 次會

議，主席為張懋中校長，關於前次(第 6 次)會議相關事項如下： 

(一)通過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草案)，輪值學校陽明大學以 108 年 6 月 28 日陽秘字第 1080014532 號函將該辦

法(草案)先行陳報教育部指正；後續將由兩校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二)遺留之合併計畫書待討論事項，業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召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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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待商榷內容研商會議」，與會人員為兩校校長、副校長(各小組

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師會代表及學生會代表(委員會內之代表)與人事室，結論

為仍提合校工作委員會會議討論，爰均已列為本次議程之討論事項。 

(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由兩校學術、行政、研究三組研議，目前進

度仍持續研議中。 

三、因考量合校作業，國立交通大學 108 年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之校長遴選作業

依教育部函囑須為配套措施，相關過程說明如下，俾兩校人員共同了解。 

(一)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任期將於 108 年 7 月 31 日屆滿，前業依大學法第 9 條第 1 項、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等規定組成校長遴選選委

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事宜。 

(二)因兩校啟動與國立陽明大學商議合校，審酌因合校程序與校長遴選作業互為影響，

爰經函陳教育部釋示校長遴選作業程序疑義，經教育部 107年 10月 8日臺教人（二）

字第 1070165846 號書函及 108 年 1 月 1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229862 號書函示

略以，仍請依前述規定辦理，惟考量推動合校之需要，建請遴委會於相關遴選規

章中為配套設計(如合校計畫經核定後即終止遴選事宜等)，以利彈性因應。 

(三)上述教育部函示事項，業經提送校務會議及遴委會會議說明。嗣後因國立交通大學

與國立陽明大學分別於 108 年 3 月 20 及同年 3 月 27 日校務會議通過兩校合校意

向書，合校先期作業進展順利，遴委會於 108 年 4 月 3 日召開第 3 次會議中討論

合校與校長遴選作業之互為影響性後，決議：「暫停遴選」。 

(四)因遴委會決議暫停校長遴選作業，而考量後續恢復遴選作業時程不易預估，交通大

學新任校長恐將難以依原預定時程於 108 年 7 月 31 日前產生，交通大學爰將遴委

會暫停校長遴選作業之決議提送 108年 4月 24日召開之 107學年度第 4次臨時校

務會議討論因應措施，經決議於下次召開之校務會議中選舉產生代理校長，以利

校務運作(嗣經交通大學 108年 6月 5日召開之校務會議推選陳信宏教授擔任代理

校長)。  

(五)前述交通大學規劃選舉產生代理校長之情形經陳報教育部，該部 108 年 5 月 22 日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66500 號書函復略以：基於校務運作穩定之需要，復考量交

通大學與陽明大學推動合併之期程不易掌握，交通大學新任校長遴選作業仍請依

該部 107 年 10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165846 號書函及 108 年 1 月 19 日臺教

人(二)字第 1070229862 號書函賡續辦理。亦即該部仍請交通大學依大學法第 9 條

第 1 項、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等規定辦理校長

遴選事宜，惟考量推動合校之需要，建請遴委會於相關遴選規章中為配套設計(如

合校計畫經核定後即終止遴選事宜等)，以利彈性因應。 

(六)嗣經交通大學以 108 年 5 月 24 日交大秘字第 1080008414 號函將上述教育部函示致

送遴委會，遴委會原訂於 108 年 7 月 2 日召開第 4 次會議，續討論依上述之教育

部函示事項遴選作業配套措施事項，惟因少數委員臨時請假，會議出席人數未達

召開之法定人數，爰改以談話會型式先行討論凝聚共識。該次談話會結論：經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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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因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刻正依作業時程研擬合併計畫書草案並預計於

108 年 9 月 18 日分別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遴委會配合兩校合校作業之進程，另擇

前述兩校校務會議召開完竣後之日期，即 108 年 9 月 18 日後召開遴委會第 4 次會

議討論相關配套措施。 

 

肆、 前次合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提請討

論。。 

決  議： 

一、修正第三條第二項「前項第一、二款代表由

兩校各自產生半數，無法整除時，餘數由兩

校抽籤決定之；即職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

會公正人士代表餘數，依抽籤決定結果由兩

校各取得一席（以職員代表為抽籤：抽中者

之職員代表得ㄧ席，未抽中者之校友代表及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逕得ㄧ席）。各類代表之產

生仍依各校原有規定之精神辦理，且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二、修正第十條「第二階段：遴委會公布第一階

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由兩校到校服務

滿一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分別

對各校長候選人行使不記名投票，獲得兩校

個別投票總數五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

通過。各候選人得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

通過時即中止。」 

三、本案其餘照案通過。 

通過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

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草案)，陽明大學以 108 年 6

月 28 日陽秘字第 1080014532

號函將該辦法(草案)先行陳報

教育部指正；後續將由兩校提

送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二：「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

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照案通過：摘要；壹.

合併計畫之緣起；参.學校合併規劃過程；

伍.規劃內容一.校名、二.發展願景、四.校

區規劃及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設計規

劃部分)、六.研究中心之配置、七.行政組

1.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合併計

畫書草案。 

2. 待討論事項已列為本次會

議討論事項。 

3. 有關伍.規劃內容-四.校區

規劃及校舍空間之配置與

調整，台北北投校區之名

稱，經 108 年 7 月 16 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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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織架構與員額配置、八.財務規劃；陸.合

併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益處理一.教職員

工權益保障、二.學生權益保障；柒.政府

經費補助。 

二、 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文字修正： 

(一) 貳.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以正面表述並加入

兩校校訓(第 4 頁)。 

(二) 肆.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文字修正(第 14

頁)。 

(三) 伍.規劃內容-三.校務會議有關第一任校長遴

選部分文字修正與校長遴選辦法一致(第 17

頁)。 

(四) 伍.規劃內容-五.學術組織科系所之配置：整段

文字修正為「醫療照護」。 

(五) 捌.預期效益：文字修正並將兩校校訓結合呼

應。(第 8 頁與第 66 頁) 

三、 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保留待討論： 

(一)有關伍.規劃內容-三.校務會議部分，因暫行組

織規程、組織規程等法規期程仍有疑義，請兩校

人事室再次與教育部釐清，本案將先保留。 

學生委員意見如下： 

在合併基準日之後暫行組織規程尚未通過前之校

務會議運作模式，短期維持兩校原校務會議規模及

代表遴選方式。 

於暫行組織規程適用期間內，校務會議委員之組成

方式如下： 

1.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2. 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事

務處各推派與其主管原屬學校不同之副主管一

人為代表。 

3. 教師會推舉代表 2 人，職員(行政人員、技術人

員、助教、技工及工友)選舉代表 6 人、教師及

學生各選舉代表若干人。 

4.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

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

表總額之三分之二。學生代表人數佔全體會議成

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

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7 次

會議之陽明會前會討論決

議，修改為台北陽明校

區，並將一併修正計畫書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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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員百分之十五(小數位採進位法)。 

5. 各學院院長與教師代表，依其原屬之學校計算，

其總額應相等。 

李威儀委員意見如下： 

兩校合校後之暫行組織規程將於合併基準日之前

完成訂定，並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合併基準日之

後將依照兩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暫行組織規程組成

校務會議，並通過正式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

程。 

(二)伍.規劃內容-四.校區規劃及校舍空間之配置與

調整，北投校區名稱可考慮神農、立農、石牌、

台北陽明等。 

(三)玖.重要章則之擬定。 

學生委員意見如下： 

合校工作委員會將於此計畫書送部後，進行合併後

暫行組織規程之討論，並於計畫書受核定後，將之

送往兩校校務會議審議，最終於合併基準日後第一

次校務會議通過並開始適用之。暫行組織規程之規

定，將符合下列之精神： 

1. 原兩校校區之經費與資源分配，應力求公平。 

2. 各會議與委員會中，原兩校校區之代表或委員人

數比例均等。 

3. 原兩校各院系所既有之人員配置與運作模式不

受影響。 

4. 學術單位之整併均須由各單位師生之自主決策

發起。 

5. 各會議、委員會之學生代表比例均不低於現有情

形。 

6. 師生因合併相關事由而有權益受損之虞時，其救

濟應由專責單位優先妥善處理。 

四、 有關合併計畫書保留部分及合校後之英文校名，

將由兩校校長、人事室及相關主管討論開會研商。 

五、 另伍.規劃內容-八.財務規劃部分，如有任何更具體

的意見歡迎隨時提出。 

臨時動議： 

案由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 

決  議：因呈報計畫書時將不包括暫行組織規程草

案，故本案請學術、行政、研究三組分別先行研討後

兩校學術、研究及行政事務小

組業已依案討論暫行組織規

程，目前進度仍持續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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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再提會討論。 

臨時動議： 

案由二：募款徵求合校紀念品創意設計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持續辦理。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目前兩校校務會議組成及代表產生之相關規定比較表如下，  

項目 異同 陽明大學規定 交通大學規定 

組

成 

總人數 不同 以不超過一百人為原則。 以九十人為原則。 

當然代表 

不同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共教

中心中心主任、附設醫院院

長、附屬醫院院長、各系主

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資訊與通訊中心中心主任、教

師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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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 

教師

代表 

資格依

據 

不同 循例依據人事室提供之編

制內專任教師名單。 

編制內專任教師。 

選舉當學年度處於借調、留

職停薪、進修、服役及休假

研究中之教職員工，不列為

選舉人及候選人。 

非經本人同意，不得將之列

為候選人。 

人數∕名

額 

大致

相同 

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總

額之二分之一， 

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

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

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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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方

式 

不同 由全體專任教師普選。 

採無記名圈選法，每張選票至

多圈選教師代表人數四分之

由各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

會等單位（以下簡稱互選單

位）依自訂規定互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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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異同 陽明大學規定 交通大學規定 

一。 

各學院當選比率（含當然代

表），以百分之二十五為上

限，當選人數小數位採無條

件進位法。 

之。 

各互選單位教師代表人數

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計

算。 

 

任期 不同 二年，連選得連任。 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連選得連任。 

當選與

出缺遞

補 

不同 按得票數多寡依序當選，同

票時由人事室抽籤決定之。 

出缺時，由各學院候補代表

（各四名）分別依序遞補。 

票選委員按得票數多寡依序

當選，同票時協商或抽籤決

定之。 

如因故出缺，由得票次高者

遞補。 

組

成 

職技

人員∕ 

職員

代表 

資格依

據 

不同 循例依據人事室提供之編

制內行政、技術人員及助教

名單。 

含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助

教、技工及工友。 

選舉當學年度處於借調、留

職停薪、進修、服役及休假

研究中之教職員工，不列為

選舉人及候選人。 

人數及

產生方

式 

不同 4 人； 

分別由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

助教普選；其中行政人員二

人、技術人員一人及助教一

人。 

採無記名圈選法，每張選票

圈選不得超過應選名額。 

4 人； 

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助教互

選三名，技工及校工互選一

名。 

任期 不同 二年，連選得連任。 一年，連選得連任。 

當選與

出缺遞

補 

不同 按得票數多寡依序當選，同

票時由人事室抽籤決定之。 

出缺時，由各行政人員、技

術人員及助教候補代表（與

當選代表同額）分別依序遞

補。 

票選委員按得票數多寡依

序當選，同票時協商或抽籤

決定之。 

如因故出缺，由得票次高者

遞補。 

其他有關人員代

表 
不同 − 

軍訓室票選代表一名。 

連選得連任。 

學生

代表 

人數及

產生方

式 

 人

數 比

例 相

同 ，

占全體會議成員總額之十

分之一（小數位採進位

法）； 

由學生自治團體另訂辦法

以九名為原則，但不得少於

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由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共

同組成，兩者比例各不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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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異同 陽明大學規定 交通大學規定 

產 生

方 式

不同 

選舉。 於五分之一，由學生聯合會

訂定辦法產生之； 

任期一年。 

二、 依原合併計畫書規劃合校後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採雙核心之精神，分為陽明審議

會及交大審議會，並由校長擔任主席，其規模組成及代表產生方式皆維持原有之

規定。原合併計畫書有關校務會議之內容另附件合併計畫書，P.16。 

三、 另學生委員於108年6月26日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第6次會議中對於校務會議之組

成方式提有相關修正意見，如附件1，P.16。 

四、 兩校現行校務會議代表均於109年8月1日起重新辦理選舉，惟合校後行政單位整併，

各單位主管僅有1人，故原各校區校務會議之當然委員如何列計，恐有疑慮。本案

曾於108年7月10日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待商榷內容研商會議

時討論，並依討論意見酌修本案，先予敘明。建議合校後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

162人為原則，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事務長、共同教育中心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教師會代表2人、職員代表(行

政人員、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工友)8人、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教師代表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

師代表之三分之二。學生代表人數佔全體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小數位採進位法)。

基於對等原則，其中教師會代表、職員代表、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由兩校區各自

分別選出，各類代表之產生，仍依各校原有規定之精神辦理。各校區人數配置如

下： 

委員類別 組成類別 人數 陽明校區 交大校區 

當然委員 

(36 人

/22.22%) 

校長 1 

36 

副校長 6 

教務長 1 

學務長 1 

總務長 1 

研發長 1 

國際長 1 

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1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1 

主秘 1 

各學院院長 19 

附設醫院院長 1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 

1 

推選委員 職技代表(4.94%)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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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類別 組成類別 人數 陽明校區 交大校區 

學生代表(11.11%) 18 9 9 

教師代表(60.49%) 98 49 49 

教師會代表(1.24%) 2 1 1 

總計 162 162 

五、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據以修正合併計畫書內容再提兩校合校工作委員

會議決。 

決  議：有關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案，通過替代案—以陽明與交大前所通

過之雙軸心校務會議為合併初期之運作模式為合併後第一次校務會議之運作模式

並納入合併計畫書內。 

相關討論： 

一、 學生代表朱軒立提出動議：本案緩議，俟替代案-雙軸心校務會議之相關議事規則

完備後併送下次合校工作委員會再予討論，表決結果不通過(同意票 5：不同意票

18)。 

二、 李威儀委員提出動議：合併基準日後一年內，將依照票票等值及比例原則之精神，

參考合併前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的校務會議組成方式，重新訂定校務會

議代表的組成方式，並進行兩校合併後第二年校務會議代表之改選作業。(無人附

議) 

三、 唐振寰委員提出動議：修正李威儀委員之動議內容，合併基準日後一年內，將參

考合併前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的校務會議組成方式，重新訂定校務會議

代表的組成方式，並進行兩校合併後第二年校務會議代表之改選作業。意見調查

結果(同意票 15：不同意票 5)。 

陽明學生代表發言意見： 

一、 有關雙軸心校務會議之相關議事規則，請兩校相關單位研議訂定。 

二、 如於計畫書送兩校校務會議審議前，兩校仍未能就雙審議制校務會議之運行與議

事規則達成具體共識，學生代表將不排除反對計畫書之通過。 

 

案由二：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之訂定精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108年6月26日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第6次會議決議有關「重要章則之擬訂」之章

節暫保留，本案經提108年7月10日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待商

榷內容研商會議決議由陽明端先與學生溝通後再提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討論。 

二、本案經與學生委員溝通後，其內容修正如下： 

合校工作委員會將於此計畫書送部後，進行合併後暫行組織規程之討論，並於計

畫書受核定後，將之送往兩校校務會議審議，最終於合併基準日後第一次校務會

議通過並開始適用之。是以建議暫行組織規程之規定，將符合下列之精神： 

(一) 原兩校校區之經費與資源分配，應力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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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會議與委員會中，原兩校校區之代表或委員人數應本對等互信之原則。 

(三) 學術單位之整併均須由各單位師生之自主決策發起。 

(四) 各會議、委員會之學生代表比例擇優比照並不低於現有情形。 

三、本案若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決議後之文字將併入合併計畫書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後之英文校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合校意向書之內容，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後之校名為「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惟對英文校名尚未有討論。 

二、 國立陽明大學英文校名為「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國立交通大學英文

校名為「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三、 爰建議合校後英文校名為「National Yang-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 會：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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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替代案：以陽明與交大前所通過之雙軸心校務會議為合併初期之運作模式 

 

案由一：有關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案。 

說  明： 

    一、有關合併後之校務會議運作模式，討論過程臚列如下： 

(一)前於 108 年 5 月 16 日召開之本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列為討論事項案由二，略以「本

案業經 108 年 5 月 7 日兩校合校行政組織架構第一次會議討論，同意短期維持原

校區之校務會議規模及代表遴選方式，並建議分別改稱為陽明校區審議會、交通

校區審議會。校務會議由該二審議會組成，授權另組雙方對等工作小組先行溝通

各議案之審議程序。重大議案應經二審議會各自審議通過，單獨校區之議案由該

校區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列入另一校區審議會報告，以提升效率。有關雙方對等工

作小組之組成，將俟本案通過後再行研議。」決議為「照案通過，併列入合校計

畫書，提兩校校務會議審議。」(附件 1，P.5) 

(二)依上述決議，嗣經兩校分別將該議案提送校務會議，陽明大學於 108 年 5 月 29

日召開之第 53 次校務會議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2，P.6)，交通大學則於 108

年 6 月 12 日召開之 107 學年度第 5 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修正案由為「國立陽

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在合併基準日之後暫行組織規程尚未通過前之校務會議

運作模式」及刪除說明中「教育部」之文字後通過(附件 3，P.8)。 

(三)既業經兩校校務會議均通過之合併後校務會議運作模式，則建議依循該模式續予

討論執行細節以臻周全，以彰顯兩校對等合校之精神，俾循序如期完成兩校組織

之整合。合併的相關章程、規定，是透過公開討論及相關程序作成的，推動合併

程序既透明，則先確立此運作模式，後再經合併初期續溝通磨合，相信定能續討

論修正完成臻理想之制度。 

(四)估算陽明校區審議會、交通校區審議會人數如下表(以 107 學年為例)： 

委員類別 組成類別 人數 陽明審議會 交通審議會 

當然委員 

 

校長 1 1 

副校長 6 3 3 

教務長 1 

6 

學務長 1 

總務長 1 

研發長 1 

國際長 1 

主任秘書 1 

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1 1* 0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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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類別 組成類別 人數 陽明審議會 交通審議會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1 0 1 

各學院院長 17 7 10 

附設醫院院長 1 1 0 

各系系主任* 11 11* 0 

圖書館館長 1 1 0 

資訊與通訊中心主任 1 1 0 

人事室主任 1 1 0 

主計室主任 1 1 0 

推選委員 

職技代表 9 4 5 

學生代表 19 10 9 

教師代表 103 49 54 

教師會代表 1 1 0 

總計 181* 96* 90 

*陽明校區審議會目前為 96 人，其中教務長與共教中心主任、生命科學系與大一大二不分

系主管為同一人，未來若為不同教師擔任，將再增加 2 人。 

    二、前述經兩校校務會議已分別通過之合併後校務會議運作模式，符合大學法規定之說明

如下： 

    (一)大學法第 15 條規定： 

第 1 項：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

術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

表組織之。 

第 2 項：前項人員，除校長及副校長外，其人數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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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

二為原則。 

二、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三、其餘出、列席人員之產生方式及比例，於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 3 項：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

整數計算。 

第 4 項：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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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項：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其名稱、任務及組成方式，於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二)上述大學法規定對於校務會議之組成，除列舉成員身分類別外，並規定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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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生代表下限人數，其餘則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且校務會議得設各種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其名稱、任務及組成方式，亦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亦即說明一所

述，前由兩校校務會議通過之合併後校務會議運作模式，維持原兩校分別之校務

會議規模及代表遴選方式，並分別改稱陽明審議會、交通審議會，依規於合併後

學校組織規程明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會議，由陽明審議會、交通審議會組

成，各審議會之成員即為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以 181 人為原則﹝以 98(陽明現況

+2)+90(交大現況)-7(合併後當然代表─校長、教務長等五長及主秘)估算﹞；其產

生方式、人數、分配比例等辦法另定之……」即可，並無違反大學法之規定。而

該須「另定之辦法」則維持依兩校現行之校務會議規則(陽明)或校務會議代表選

舉辦法(交大)配套酌修相關文字即可。 

(三)檢附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法律分析意見供參(附件 4，P.10)。 

三、就說明一所述，兩校校務會議已分別通過之合併後校務會議運作模式，其後續法制化

執行程序及方式，列舉兩校現行相關規定提請參酌，俾供續研議。 

(一)於合併後學校組織規程明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會議，由陽明審議會、交通

審議會組成，各審議會之成員即為校務會議代表；其產生方式、人數、分配比例

等辦法另定之……」。 

(二)陽明審議會、交通審議會：依兩校現行之校務會議規則(陽明)或校務會議代表選

舉辦法(交大)配套酌修相關文字。 

(三)兩校另組對等工作小組先行溝通各議案之審議程序：陽明校務會議規則第 12 條

規定「本會議設置程序小組，…負責會議議程安排及審核提案是否併案討論及列

入議程。」交大組織規程第 14 條規定略以，校務會議設程序委員會，任務為策

劃及審議校務會議各項提案。爰兩校對等工作小組可考慮由前述校務會議程序小

組/委員會分別擔任或酌修組成後擔任或重新思考另一組成方式。 

(四)重大議案應經二審議會各自審議通過：陽明校務會議規則第 8 條規定「本會議重

大事項認定須由過半數票決定，重大事項須有三分之二出席委員同意始能決議。」

交大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9 條第 2 項規定，重大事項應有在場校務會議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對重大事項之認定以在場校務會議代表之多數決議為

準。就此事項，兩校現行規定相近。 

    四、綜上，有關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提請仍應依說明一所述之前兩校校

務會議通過之運作模式辦理，並以適用至合併基準日後一年為原則。 

    五、舉例說明： 

(一) 陽明交通大學雙軸心校務會議架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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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務會議討論議案程序，以「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為例： 

1. 法規研議工作小組研議為適用陽明交大→程序委員會決議為需送經陽明審議會及

交通審議會均通過→若一方未通過→退回法規研議工作小組修正→循原程序至二

審議會均通過始完成。 

2. 法規研議工作小組研議為適用陽明或交大單一校區→程序委員會決議為送經陽明

或交大審議會單方通過→送相對之另一審議會報告。若於審議會未通過，退回法

規研議工作小組修正→循原程序至審議會通過→送相對之另一審議會報告。 

 

 

合校初期學校運作方式： 

1. 校務會議採雙軸心各以原校務會議形式建立審議委員會，對全校性的重大議題採兩邊都

要同意才算通過方式審議，對單邊的議題採各自審議通過，再向另一邊審議會報告方式

通過。 

2. 成立一個程序委員會決定議題採用何種審議方式。 

3. 對各種法規，先採兩校區各自使用原法規，再由一個兩邊對等的工作小組召集相關單位

擬定全校共用的法規，再由兩審議會通過後實施，如無法獲得兩審議會都通過，則退回

工作小組修改後再送進兩審議會審議。 

4. 各行政單位的組織整合調整，由校長領導的行政團隊來進行。 

 

陽明交通大學校務會議 

陽明審議會 交通審議會 

 陽明交大法規研議工作小組(對等組成) 

程 序 委 員 會 

(陽明/程序小組及交通/程序委員會對等組成) 



 

附件-86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  點：陽明大學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郭旭崧校長 

出  席： 

陽明大學：康照洲副校長(陳怡如主任秘書代)、楊慕華副校長、周穎政教務長、教師會代表江

惠華教授、學生代表蔡惟丞同學、學生代表洪辰昊同學(朱軒立同學代)、醫學院陳

震寰院長、醫工學院吳俊忠院長(楊雅如副院長代)、生命科學院陳鴻震院長(連正章

所長代)、牙醫學院許明倫院長、護理學院劉影梅院長(陳紀雯副院長代)、藥科院康

照洲院長(林滿玉主任代)、人社院王文基院長 

 

交通大學：陳信宏代理校長、張翼副校長、陳俊勳副校長、盧鴻興教務長(黃育綸副教務長代)、

教師會代表李威儀教授、學生代表呂家興同學(張淇鈞同學代)、學生代表古育嘉同

學(請假)、生科學院吳妍華教授、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理

學院陳永富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

院長 

列  席：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代表許銘能副會長、附設醫院代表曹玄明主任(請假)、人事室鄒麗華主任 

交通大學：校友總會代表陳俊秀執行長、生科院林奇宏講座教授、研發處李大嵩研發長(請假)、

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行政事務規劃小組成員黃世昌教授 

紀   錄：林欣霓 

 

壹、 主席報告： 

一、過去這個月有很多進展，先前我們將合校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

函請教育部指正，已獲回覆。而教育部於 8 月 1 日也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期望另外與合校相關之兩個要點也將會陸續修正公布。 

二、有關合校之相關議題，近期在高教領域也持續發酵。在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會議中，

台科大廖校長針對全球合校的趨勢，綜整全世界、亞洲地區及台灣等地之現況，有一完

整之報告，相關簡報資料將於會後再請秘書單位寄送各位委員參考。 

(餘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前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6。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有關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

及運作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

及運作案，通過替代案—以陽明與

已依決議將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

及運作之相關文字納入合併計畫書，並提本

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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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交大前所通過之雙軸心校務會議

為合併初期之運作模式為合併後

第一次校務會議之運作模式並納

入合併計畫書內。 

案由二：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

程之訂定精神，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決議後之文字將併入       

合併計畫書內容。 

已依決議併入合併計畫書，並提本次會議討

論。 

案由三：有關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

合校後之英文校名，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合校後英文校名為 

        「National Yang-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已依決議併入合併計畫書。 

 

肆、 報告事項： 

一、陽明於108年6月28日將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函

請教育部指正，該部於108年7月19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80096119號函復略以，為健

全國立大學合併機制，並提供彈性合併機制，降低校內師生及校友疑慮，並尊重合併

後校內對校長遴選方式之共識，教育部業錄案評估修正大學合併相關規範。有關陽明

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規劃，如有建議得納入合併計畫書中，經二校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嗣後教育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之規定，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 

二、教育部108年7月19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80097630A號函送民眾陳情資料，係兩校合

校工作委員會第5次會議紀錄，並勾列紀錄中之「主席報告」事項。該函(亦副知陽明

大學)囑知如下：1、有關二校合併意向書所提之校長遴選方式建議，教育部前業於108

年5月31日函示，為健全國立大學合併機制並提供彈性，降低校內師生及校友對合併

文字表達之疑慮，並尊重合併後校內對校長遴選方式之共識，該部業錄案評估修正大

學合併相關規範。2、關於二校合併之整體校務發展規劃，請納入合併計畫書中，經

二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嗣後教育部將依規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3、為免生爭議，

請二校於召開合併規劃研議會議或辦理相關事宜時，依上開函所述意旨辦理。 

三、教育部於108年7月19日以第1080097630B號函送民眾陳情資料，係陳訴辦理合併工作

期間，相關合併規劃欠缺學校未來定位，且似有混淆大學法相關規定情事，有關校友

所提意見，請依權責參酌並於二校合併整體規劃考量時釐明(亦副知交通大學)。 

四、兩校秘書室業依前次會議決議及相關意見彙整修正合併計畫書第四版草案，為彙集師

生意見，同步於7月30日分別寄送致兩校校務會議代表審閱及兩校校友總會參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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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7月31日寄送全校師生，並分別公告於兩校合校專區網頁，以彙集意見俾利提送合

校工作委員會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五、教育部108年8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09557B號令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

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爰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之「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有再修正之必要性，兩校秘書室洽商，擬送本次合校

工作委員會會議再次討論修正，以利併合併計畫書草案提送兩校將於108年9月18日分

別召開之校務會議討論。(前經會議共識，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草案與合併計畫書草案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同時併送教育部)。 

主席裁示：請秘書室密切關注教育部相關法規的修正。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曾於本會 108 年 6 月 26 日第 6 次會議決議 

(一) 通過合併計畫書以下單元(部分文字略為修正)：摘要；壹.合併計畫之緣起；貳.

學校現況與問題分析；参.學校合併規劃過程；肆.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伍.規

劃內容；陸.合併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益處理一.教職員工權益保障、二.學生權益

保障；柒.政府經費補助；捌.預期效益。 

(二) 其中尚有「合併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

規程之訂定精神」及「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後之英文校名」等內容

待確認。 

二、 前揭待討論之部分業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待

商榷內容研商會議時先行交換意見，並於 7 月 18 日第 7 次會議決議確認通過「合併

基準日後之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之訂定精神」及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後之英文校名」等案，並依決議納入合併計畫書

中。 

三、 本次計畫書草案，除確認前次會議決議有關合併基準日後第一屆校務會議組成及運

作之內容文字外；尚有兩部份待確認：(一)交大教師會針對「肆、學校合併期程及應

辦理事項」提出之修正意見；(二)研究組針對「伍、六、研究中心之配置(一)增設研

究中心」之內容提出修正意見。 

四、 本計畫書草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若仍有些微文字需著墨而不影響原計畫書之精神

與原則者，擬請同意由兩校秘書室擬訂並分別陳請兩校校長核定，以書面請合校工

作委員會委員確認後，並於 9 月 18 日分別提送兩校預計召開之校務會議討論。 

五、 檢附「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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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有關「肆、學校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文字修正如下： 

一、合併期程 

陽明與交大將遵循以下程序，逐步完成合併作業： 

(一)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啟動合併。 

(二)兩校研訂完成合併意向書，並各自經校務會議通過。 

(三)合併意向書陳報教育部。 

(四)兩校會商擬訂合併計畫書及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

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五)合併計畫書及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經兩校各自校務會議通過。 

三、合併規劃期程 

(一)啟動期(合併計畫書經教育部核定通過後，兩校正式合併基準日前)  

1.依據兩校校務會議通過之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辦法啟動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 

2.兩校校務會議分別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多數決通過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

草案。 

3.完成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並將合併後第一任校長到任日期建議訂為兩校正式合

併基準日。 

(二)整合期(合併基準日後第一年為原則) 

1.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正式到任。 

2.行政部門先行整合。 

3.人員編制暫先不變動。 

4.學院系所等學術部門暫維持原貌。  

5.依合併計畫書籌組兩校合併後第一屆校務會議，並通過兩校校務會議先前通過之暫

行組織規程草案。 

6.依據暫行組織規程組成各次級會議及委員會。  

7.開始討論校內學術單位及研究單位整合。 

(三)完成期(合併基準日後第二至四年) 

1.依據正式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運作。 

2.完成校內學術單位及研究單位整合，完成最適化的人員配置，建立完整的法規制度。 

 

二、第一屆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部分，同意修正為依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事項

案由二「校務會議組成原則案」所提內容，合校後第一屆校務會議為單一委員會制，校務

會議人數以120人為上限，兩校區人數對等，各自佔總人數之二分之一為原則。計劃書細

部文字再請秘書室調整陳核後，送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委員確認。 

 

三、「研究中心之配置(一)增設研究中心」之修正意見部分，照案通過。 

 

四、本計畫書草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若仍有些微文字需著墨而不影響原計畫書之精神與原則

者，同意由兩校秘書室擬訂並分別陳請兩校校長核定，以書面請合校工作委員會委員確認

後，並於9月18日分別提送兩校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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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辦法草案」之修正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本草案業經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討論通過，並擬併合併計畫書提送兩校校

務會議議決。今因教育部於108年8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09557B號令公布修正後

之「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爰擬配合修正或新增相關條文，以

符規定。 

二、 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附。 

 

決  議：本案第四條第四項文字略為修正，餘照案通過。(詳附件2，P16) 

 

陸、臨時動議： 

柒、散 會：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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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陽明學生會主辦合校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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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校務會議，通過合校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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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工作委員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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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辦法

（草案） 

 

經108年6月26日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第6次會議決議通過 

經108年8月15日兩校合校工作委員會第8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兩校)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為辦理兩校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條規定及國立陽

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計畫書內容，訂定「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

通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兩校合併計畫書奉行政院核定後，即應依本辦法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遴委會）。 

第三條 遴委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 學校代表九人：含教師代表六人，職技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 

三、 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前項第一、二款代表由兩校各自產生半數，無法整除時，餘數由兩校抽

籤決定之；即職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餘數，依抽籤決

定結果由兩校各取得一席（以職員代表為抽籤：抽中者之職員代表得ㄧ

席，未抽中者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逕得ㄧ席）。各類代表之

產生仍依各校原有規定之精神辦理，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學校代表、校

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第四條 遴委會組成後，應於聘任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遴委會經三分之一或以上之委員連署要求，應召開臨時會。  

       遴委員召集人為唯一對外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對外發言。 

       遴委會事務工作由兩校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組成工作小組共同辦理，工

作小組之組成、任務及相關運作程序另訂之，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候選人應於參加遴選之表件揭露下列事項：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所定大學校長資格之學經歷。 

二、聲明未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消極任用資格。 

三、學位論文名稱及指導者姓名。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擔任營利事業董事、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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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或其他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 

五、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露之職務、關係或相關事項。 

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遴委會揭露：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二、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董事、獨

立董事或監察人。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決策或執

行業務之職務。 

五、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

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隸屬關係。 

六、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露之職務、關係或其他相關事項。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後至遴定校長人選前，候選人或遴委會委員有前二

項規定應 揭露之事項，亦應向遴委會揭露。 

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有前二項所定應揭露情形以外之事項，得自行向

遴委會揭露。 

第六條  遴委會委員不得擔任候選人，若推薦遴委會委員為候選人時，應先徵得

其同意，並請其辭去委員職務。遴選委員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

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依前條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與第三項規定應揭露之事

項及依前條第四項規定自行揭露之事項者，應提遴委會討論，作成是否

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  

遴委會委員有應解除職務之事由而未解除職務，或有具體事實足認遴委

會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教育部得以書面送交學校轉請遴委會議

決；候選人或遴委會委員並得以書面舉出其原因及事實，向遴委會申請

解除其委員職 務。遴委會議決解除職務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

機會。 

遴委會委員喪失資格或經解除職務所遺職缺，按代表類別依第三條之規

定遞補之。 

第七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決議者，該遴委會之

決議當然違背法令而無效。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以外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之決議效力，遴委

會應於委員遞補後開會議決。 

第八條  遴委會就下列事項應單獨列案逐案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

議： 

一、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與第四款規定審核候選人資格及選定校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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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二、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作成解除委員 職務或迴避

之決議。 

三、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議決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 決議之效

力。 

第九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 決定校長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 決定校長遴選程序。 

三、 審核校長候選人資格。 

四、 選定校長人選，並由本大學報請教育部聘任。 

五、 議決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第十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外，尚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 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望。  

二、 高尚之品德情操。  

三、 卓越之行政領導能力。  

四、 清晰的教育理念。 

五、 超越黨派利益。 

第十一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由各界推薦或自我推薦，需詳填學經歷，連同著作表

乙份，逕寄遴委會召集人。 

推薦人或團體必須徵得被推薦人同意。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應就校長候選人之理念、能力等作正面討論，不得作人身攻

擊，並應就遴選過程，嚴守秘密，但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

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遴選作業分下列三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 

          遴委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參加之座談會，聽取有關學

校發展、理想校長人選等意見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干人為校長候

選人。  

第二階段： 

          遴委會公布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由兩校到校服務滿一年

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分別對各校長候選人行使不記名投

票，獲得兩校個別投票總數五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各候選人

得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第三階段： 

          遴委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獨立自主之精神，經審查、討

論後，選出一人，由學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第十四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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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 

第十六條  遴委會所需之經費，由兩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七條  遴委會於遴選工作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本校總務處文書組歸檔

妥善保存20年。保管期間非經原遴委會委員五分之四以上簽名同意，

不得公開。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遴委會應本於權責，於遴選時，落實校長任用條件規定。若遴選後遇

有任用資格條件爭議時，原遴委會得召開會議，並向校務會議報告。 

第十九條  遴委會於第一任校長就職後，自動解散。但遴委會無正當理由怠於執

行第十條所定任務，或對校長就任前遴選爭議未於三個月內確實處理，

經兩校校務會議代表各三分之一以上提案，出席代表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後解散。 

遴委會經兩校校務會議依前項規定解散後，應於二個月內依第三條規

定重新組成遴委會。 

第二十條  本辦法之作業要點另由遴委會訂定之。 

第二十一條本辦法僅適用於第一任校長之遴選，經兩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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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陽明校區南區新建館舍透視圖與樓層規劃示意 

 

 

智慧健康大樓透視圖 

 

智慧健康大樓樓層規劃示意表 
 

智慧

健康

大樓

分棟 

樓層 使用規格或使用空間 樓地板面積(ｍ
2
) 

16 樓 研究室、實驗室、研討室  
 

 

11-15 樓 研究室、實驗室、研討室  
 

 

5-10 樓 
行政辦公室、會議室等 

研究室、實驗室、研討室 

研究室、實驗室、 

研討室 

 
 

4 樓 行政辦公室、會議室等 行政辦公室 屋頂花園  

3 樓 行政辦公室、會議室等 推廣教育中心 
休憩空間、貴賓室、

辦公室 
 

2 樓 行政辦公室、會議室等 展覽空間 
視聽中心、會議室 

 

1 樓 行政辦公室、會議室等 會議室 
國際會議廳、會議室

、聯誼廳 
 

小計                                                                   33,000     

地下室 

B1-B3 
停車場、空調及電力設備室、防空避難室、公共設施等  

小計 16,500 
合計     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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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中心透視圖 

 

動物中心樓層規劃示意表 

 樓層 使用規格或使用空間 樓地板面積(ｍ2
) 

 

動 

物 

中 

心 

4 樓 動物中心、實驗室、飼養室、手術室、公共設施等  

3 樓 動物中心、實驗室、飼養室、手術室、公共設施等  

2 樓 動物中心、實驗室、飼養室、手術室、公共設施等  

1 樓 大廳、動物中心、公共設施等  

小計 5,300 

合計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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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樓透視圖 

 

教學大樓樓層規劃示意表 

 樓層 使用規格或使用空間 樓地板面積(ｍ
2
) 

教

學 

大 

樓 

4-10 樓 研究室、實驗室、研討室等  

3 樓 研究室、研討室、辦公室等  

2 樓 辦公室、會議室、研討室、教室等  

1 樓 辦公室、休憩空間、教室等  

小計                                                                       22,000 

地下室 

B1-B3 
停車場、空調及電力設備室、防空避難室、公共設施等  

小計  11,000 

合計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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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休閒中心透視圖 

 

體育休閒中心樓層規劃示意表 

 樓層 使用規格或使用空間 樓地板面積(ｍ2
) 

 

體 

育 

休 

閒 

中 

心 

3 樓 
空中花園、休憩空間、桌球教室、韻律教室、視聽教室

、重訓室、心肺功能室、多功能空間等 

 

2 樓 籃球場兼排球場(四面)、儲藏室、盥洗室、休憩室等 
 

1 樓 
大廳、便利商店、餐廳、郵局、書局、交誼空間、多功

能空間等 

 

小計  11,200 

合計      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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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合併後學術組織表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1.理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 

應用數學系 

應用化學系 

統計學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2.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3.電機學院 電機學院博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108 停招） 

電子研究所 

電機工程學系 

電控工程研究所 

電信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 

生醫工程研究所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跨學院）（108 停招）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108 新增） 

4.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網路工程研究所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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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國防資安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資電駭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108 新增） 

資訊學院博士班（108 新增） 

5.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神經科學研究所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與醫學院合設） 

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生技醫療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生醫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6.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7.國際半導體產業

學院 

 

8.智慧科學暨綠能

學院（108 新增） 

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 

智慧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智慧與綠能產學研究所 

9.光電學院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108 停招）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108 停招） 

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108 停招） 

光電系統研究所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光電學院博士班（108 新增） 

10.生物醫學暨工程

學院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光電研究所 

生醫光電暨奈米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與生命科學院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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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暨工程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11.醫學院 醫學系 

臨床醫學研究所 

傳統醫藥研究所 

公共衛生研究所 

醫務管理研究所 

衛生福利研究所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與生命科學院合設） 

生理學研究所 

藥理學研究所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腦科學研究所 

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12.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臨床護理研究所 

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13.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 

口腔生物研究所 

14.藥物科學院 藥學系 

生物藥學研究所 

食品安全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15.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系 

經營管理研究所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科技管理研究所 

資訊管理研究所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6.科技法律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 

17.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英語教學研究所 



 

附件-105 

 

傳播研究所 

應用藝術研究所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音樂研究所 

建築研究所 

師資培育研究所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跨學院） 

18.人文與社會科學

院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心智哲學研究所 

視覺文化研究所 

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19.客家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傳播與科技學系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客家文化學院博士班 

20.跨校/跨學院 共同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藝文中心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系統工程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台聯大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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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合併後行政組織架構圖 

校
長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處

副
校
長(

六
位)

秘書處

財務管理處（中長期設置）

實驗動物中心

人事室

主計室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台南分部

健康心理中心

大學附設醫院

圖書館

軍訓室(俟法規修正後調整)

體育室

校務發展處（中長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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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新建校舍暨基本資源需求經費彙整表 

項次 項目 
金額 

(億元) 
說明 

一 博愛校區 BioICT
®  

Park 

60 全數自籌 

二 新建館舍 26 1.智慧健康大樓 (包含新興數位生

醫科技領域等研究中心、行政與會

議中心及地下停車場等空間約

15,000 坪)及動物中心（約 1600 坪）

費用共 21 億元 

2.南校區(含致和園區，約 7 公頃)整

體公共設施(含總變電站遷建等) 

與景觀工程費用 2 億元 

3.其他衍生費用(如空間裝修、搬

遷、設備等建置費用)3 億元 

三 種子教研基金 5 全數自籌 

四 基本設施補助 4 1.跨校區之網路基礎建設、行政電腦

化及遠距教學設施。 

2.跨校區圖書館資訊服務系統整合。 

3.職員師生跨校區交通住宿。 

4.各校區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及其

他衍生費用。 

合計 95 自籌 65 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