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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8學年度第6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3月 4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出席： 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

(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

務長、李大嵩研發長、陳冠能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代)、王念夏主任秘

書、曾煜棋院長(兼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陳永富院長、李威儀

代表、陳秋媛代表、簡紋濱代表、賴明治代表、王建隆代表、唐震寰院長、

周世傑代表、陳永平代表、陳鴻祺代表、洪瑞華代表、陳巍仁代表、陳科

宏代表、冉曉雯代表、林鴻志代表、莊仁輝院長、曾建超代表、袁賢銘代

表、曹孝櫟代表、韋光華院長、李安謙代表(鄭中緯副教授代)、張智安代

表、柯富祥代表、陳慶耀代表、陳宗麟代表、張淑閔代表、鍾惠民院長、

吳宗修代表、林智勇代表、溫金豐代表、林妙聰代表、賴雯淑代表、彭明

偉代表、楊進木院長(蔡宜錚副院長代)、趙瑞益代表、吳東昆代表、王雲

銘代表、黃紹恆院長、林建中代表、林俊廷代表、張文貞院長、陳鋕雄代

表、許恒通代表、黃杉楹代表、陳效邦代表、林泉宏代表、楊黎熙代表、

莊伊琪代表、呂家興代表、蘇睿凱代表、張芹芸代表、李柏毅代表、李珉

代表(李怡臻同學代)、廖宣堯代表、劉子齊代表(楊家鋐同學代)、宋珮瑜

代表(陳溫亮同學代)【共計 65人】 

請假：陳顯禎院長、廖奕翰代表、洪慧念代表、孟心飛代表、高榮鴻代表、陳伯 

      寧代表、許鉦宗代表、陳志成代表、莊榮宏代表、黃炯憲代表、林義貴代

表、黃瓊誼代表、馮品佳代表、佘曉清代表、黃惠萍代表、連瑞枝代表、

魏玓代表、陳仁姮代表、韋玉蘭代表、林暄淂代表【共計 20人】 

列席：圖書館袁賢銘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高義智副主任代)、曾

成德教授、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人事室任秋玲組

長 

紀錄：黃巧芬 
 
壹、主席報告 

     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於今日分別舉行校務會議，主要為討論合校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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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包括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新校徽設計之程序等。另為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發展，本校防疫小組持續召開會議並配合國家防疫政策實施 

     各項防疫措施。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8年 12月 25日召開之 10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1(P.7~P.10)。 

     二、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作業情形： 

     (一)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計畫書「肆、學校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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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應辦事項之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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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書第 14頁) 

     (二)前已於 108年 11月 27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4次臨時校務會議中報告， 

         108年 11月 1日召開之「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 

         會」(以下簡稱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9次會議決議，以 109年 8月 1日為 

         合併之目標日，啟動研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以下簡 

         稱暫行組規)草案及合併之優先整合工作項目相關作業。 

     (三)據上，兩校均於今日同時分別召開校務會議，就合校工作委員會會議已           

         通過之暫行組規草案部分條文進行討論。另已於兩校召開校務會議場地 

         建置視訊設備，預計可於 109年 3月中下旬啟用，其後暫行組規草案條 

         文之討論及合併相關議案，將以兩校共同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四)兩校合併優先整合工作項目相關作業，現由合校工作委員會下設之合  

    校事務籌備處列管執行進度，檢附該等工作項目供參(附件 2，P.11)。 

(五)合併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之英文校名為「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簡稱陽明交大、NYCU。校名英文簡稱涉及校徽識 

      別標誌、商標與網路社群名稱等相當重要，請合校工作委員會委員(下 

      設識別系統規劃小組成員)曾成德教授協助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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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選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作業情形： 

     (一)教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2點第 3項規定，依大 

         學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辦理新設合併之國立大學，遴選小組得置委員十 

         五人至二十一人，以單數組成，除該部代表三人由部長指派外，其他合 

         併之大學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委員產生方式及比例， 

         由合併之大學列入合併計畫，經各校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該部核定後執 

         行。 

     (二)為推選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委員，依前述規定及 

         本校推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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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要點規定之產生方式，經前次校務會議(108年 12月 25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選舉(或同意)產生教師代表 3人、學生代表 1  

         人、校友代表 1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4人。 

     (三)前述選舉案主席裁示事項：「有關校務會議代表提出，社會公正人士當 

         選人中包括本校專任之約聘教師在內，是否符合教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 

         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規定，請致函教育部釋示。如依教育部釋復結果， 

         本校專任約聘教師無法受推選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則由遞補人選遞補 

 」部分，前經本校以 108年 12月 27日交大秘字第 1081016985號函請 

 教育部釋示，惟在該部釋復前，因該案社會公正人士當選人本校專任 

 約聘教師已於 109年 1月 10日婉拒擔任委員，教育部後續釋復結果將 

 不影響本校前述選舉及遞補作業，爰據以辦理社會公正人士委員遞補 

 事宜完竣。 

  (四)依前述選舉結果徵詢當選人意願並辦理遞補作業後，本校所推選遴選 

      委員 9人包括(依各類別人員姓氏筆劃排序)： 

      1、教師代表：陳永富、張文貞、黃美鈴。 

      2、學生代表：梁家語。 

      3、校友代表：郝挺。 

      4、社會公正人士：周美吟、曾志朗、劉克振、蘇慧貞。 

      (五)此遴選委員產生案，將俟教育部同意依兩校合併計畫書所定遴選委員 

          產生方式及比例進行合併後第一任校長遴選始生效。 

      (六)關於「編制外約聘專任教師」得否擔任教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  

          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2點第 3項所定「社會公正人士」之委員，教育部 

          109年3月2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30344號書函(附件3，P.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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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復意旨： 

          1、該部 99年 7月 23日台人(一)字第 0990112463號函復本校略以： 

            「……以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一定比例由『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擔任，其中『社會公正人士』設置意旨係渠等得以第三者 

             客觀公正之立場表示其意見，渠等如具有在學學生身分，難謂符合  

            『社會公正人士』要件。」 

          2、本案以遴選小組「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仍宜 

             於人選來源場域有適度之區隔，具有「學校」編制外約聘專任教師 

             身分者，尚難符合社會公正人士之要件。 

 

肆、討論事項 

     ＊為利於議事進行，主席提出建議變更討論事項案序如下：將原議程案由  

       二：「有關併校後新校徽設計之程序案」調整為案由一，原列案由一：「本 

       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後暫行組織規程草案」調整為案由二。 

       以上案序調整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1票，不同意 0 票) 

案由一：有關併校後新校徽設計之程序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兩校合併計畫書規劃，目前暫定併校目標日為 109 年 8 月 1 日，  

             屆時須有新的識別標誌圖樣，以製作併校後之學生證、畢業證書及 

             其他設計物，故於 108 年 11 月 1 日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 

             合校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合校工作委員會)決議，成立「國立陽明 

             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識別系統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合校識別系統工 

             作小組）」，由兩校推薦人員組成，並由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 

             王文基院長擔任召集人。 

二、為配合合併後之 109 學年度新生學生證之製作，設計時程尤為緊迫  

    ，且因學生證需經由玉山銀行及悠遊卡公司招標印製，所設計之定 

    稿需於 109 年 5 月 15 日以前交付悠遊卡公司，方能於開學後核發 

    給新生。 

三、爰經合校識別系統工作小組研擬相關作業時程並於 109 年 2 月 21 

    日合校工作委員會第 13 次會議，決議同意所提出校徽設計案需通 

    過兩校校內程序之建議並以兩校校務會議為最終之議決，並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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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5 日之前完成送悠遊卡公司印製為目標。 

四、相關規劃時程如下：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修正案，規劃時程表所列日期保持彈性，其 

        餘項目維持。(同意60票，不同意 0 票) 

 

案由二：「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後暫行組織規程」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合校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合校工 

   作委員會) 啟動研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以下簡稱 

   暫行組規)草案之依據與時機已於本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中陳述，爰 

   將合校工作委員會歷次會議研議迄今通過之暫行組規草案條文自第 

   一條至第三十四條提請討論，其後之條文俟研議情形，將陸續提請 

日期 工作內容 執行單位 備註 

3/15 設計團隊提出學生證及校

徽設計草圖 

識別系統工作小組  

3/20 就校徽設計案(兩件)及學

生證設計案提出建議 

 

合校工作委員會 設計團隊會到場說明

設計理念。 

3/21-4/14 設計團隊續作設計 

舉辦說明會 

 

設計團隊 

識別系統工作小組 

兩校會各自舉辦針對

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的說明會。 

4/15-4/21 召開設計提案會議 識別系統工作小組 統整合校工作會議及

說明會之意見，就提

送校務會議討論之設

計提出專業建議。 

4/29 校徽設計案交付表決 校務會議 依設計提案會議所提

出之兩設計案進行表

決。 

4/30-5/14 持續優化設計案 設計團隊；識別系統工

作小組 

 

5/15 定稿之設計案交悠遊卡公

司以製作學生證本體 

設計團隊  

7/1 學生個人資料送抵悠遊卡

公司，正式印製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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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校務會議討論之。 

    二、暫行組規草案全文共七章包括：第一章總則、第二章組織與職掌、 

        第三章會議、第四章各級主管、第五章教師與職員、第六章學生事 

        務及第七章附則。 

    三、暫行組規條文內所訂「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均指編制內 

        人員。「行政人員」則為廣義，指編制內、外處理行政事務之人員。 

    四、檢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條文說明對照表及草     

        案全文(參黃色資料附件)，表內欄位由左至右依序呈現「陽明交大 

        暫行組規」、「陽明現行組規」、「交大現行組規」及「說明」等 4欄， 

        「說明」欄陳述之重點在於合併後陽明交大暫行組規與本校現行組  

        規之差異處。 

決  議： 

  一、本案討論及表決方式如下： 

       (一)逐條表決，單純事項條文經徵詢無意見或無異議通過；餘每條文均 

           需經出席人員 2/3以上舉手同意為通過。 

       (二)兩校中任一校未通過或經提出修正案通過修正之條文，交由合校工 

           作委員會續研議後再提至本會議。 

       (三)若係修正條文文字細節，授權合校工作委員會確認處理。 

       (四)未能具共識之條文保留，併校務會議代表所提意見交由合校工作委 

           員會再研議。 

           以上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57票，不同意 0票) 

       二、暫行組織規程草案第一條至第三十四條，經逐條討論表決情形如下： 

       (一)除以下(二)所述條文保留請合校工作委員會再討論外，其餘條文均  

           「無異議通過」。 

       (二)保留再議條文及相關意見： 

           第七條：第九項請查明置中心主任情形。 

           第二十一條：是否刪除「校級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文字。 

           第二十四條：經舉手表決未通過(同意 7票，不同意 20票)。 

                       關於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請再議。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學生代表列席人數，建議修正為二人。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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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0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

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選舉本校與國立陽明

大學合併後第一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學校代表、社會公正人

士代表，及對委員人選

─校友代表人選行使

同意權事宜。 

已依選舉結果辦理相關作業及遞補，並提本次

校務會議報告。 

 

秘書室 

二 

桃園市政府擬以無償

撥用方式辦理桃園市

中壢區青芝段 126地號

(面積約 2.68 公頃)土

地撥用，期與本校共同

合作推動發展教育研

發暨醫療園區案，請同

意續行完成土地撥用

程序。 

(一)108年 12月 27日向教育部函報無償撥用    

    申請案。 

(二)109年 2月 7日 教育部來函同意無償撥用  

    ，並轉內政部層請行政院准予撥用。 

(三)待內政部回函核准後，即可辦理土地撥用 

    產權登記，續行完成土地撥用程序。 

智慧醫

療推動

中心 

三 

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

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

第五條修正案。 

(一)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 

    法」第五條，已依修正草案全文修正如附     

    件 1-1(P.7~P.8)。 

(二)修正後辦法業已於產學運籌中心網站「交   

    大產學服務網 NCTU FLAPS」公布，並通知  

    人事室等校內單位。 

研究發

展處 

四 

校級研究中心－「交大

-LIGHTMED雷射系統研

究中心」設立案。 

(一)依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三條規定略以：校級中心之設立，須由本     

    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校務規劃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本中心設立案業經108年11月21日108 學   

    年度第4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及108年11    

    月26日108 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2次       

研究發

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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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通過，以及108年12月25日108學年度  

    第2次校務會議核定。 

(三)本中心新增納入組織系統表案業經教  

    部 109年 2月 6日臺教高 (一)字第 

    1090005466號函核定本校組織系統表，並 

    自核定日 109年 2月 6日生效。 

五 

本校「自主辦理系所品

質保證實施辦法」修正

案。 

本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條文，業依校內自辦品質

保證的期程規劃，向校級系所品質保證工作小

組（109.2.14）說明修正後的辦法，並已提供

校內受評單位修正後的法條。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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