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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1月 6日(五)上午 10時 10 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台聯大許千樹副校長（請假）、裘性天主任秘書、林

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楊武組長代理）、周世傑

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請假）、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盧鴻興院長（王

念夏主任代理）、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院郭良文院長、

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

院長代理）、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

良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呂明蓉組長代理）、人事

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徐煊博會長、學生議會王蔚鴻議長 

列  席：台南分部許千樹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請假）、頂尖計畫

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請假）、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各學院中長程規劃應朝特色領域發展，校園生活機能之各場館設施（如餐廳、運動

設施、學生活動空間等）應加強品質，以提高使用效益，嘉惠師生。 

二、各類計畫經費之執行，請勿由助理或學生先行墊支付款，可由計畫主持人以借支方式處

理，或由該主持人先行付款。 

三、請林副校長於會後與會計室協商有關國外差旅費報支核銷程序改善事宜。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0 年 12月 30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15次行政會議）已 E-mail 各主

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99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P3-7）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大學部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年 12月 29日臺高通字第 1000232593 號函（附件二，P8），自 101

年 1月 1日起，大學部工讀金給付標準為每小時 103元起。 

二、經詢部分學校大學部工讀金現況，台大時薪每小時 109 元，故建議此次調整本校一

般工讀金支付標準為每小時 105元整。 

三、本校技術性或勞務性工作工讀金支薪標準，於 96年自每小時 100元調漲為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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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元已維持多年，建議此次調整支付標準為每小時 120 元。 

四、本校「大學部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

文請參閱附件三。（P9-1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請討論。(校長交

議) 

說  明： 

一、現行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係應業務需要設置，為簡化名譽

博士及傑出校友審查流程，擬將本校「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併入「名譽博士學位

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並廢除「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舉薦委員會」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所規範之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一，依大學

法規定，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詳細任務及組織應於學校組織規程定之，擬由「名

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取代「舉薦委員會」，納入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議之一。 

三、檢附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草案全文及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四，P12-20），擬請與會主管提供

意見後，依程序提送「舉薦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款增列「一人」等文字，修正為「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一

人、教務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

 

肆、其他事項 

一、請人事室、秘書室規劃邀請名譽博士及歷任校長、副校長新春團聚茶會等活動。 

二、請人事室規劃每半年一次舉辦退休人員及屆退休人員茶會。 

三、請學務處斟酌將有關畢業典禮辦理方式之學生問卷調查結果提會報告或討論。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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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99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99No9 

1000225 

主席裁示：有關中油公司將於大學路興建宿舍

案，請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與國際

處事先協商，是否承租部分區域供本校

國際生及研究生使用。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國際處 

總務處：本案中油公司目前初步規劃興建532間雙人

房，租金初估每人每月6000元，價格偏高且遠

高於校內租金水準。本案於10月24日由謝副校

長主持討論會議，已依會議結論回應中油公司

有關未來規劃宿舍租金於等同本校研三舍水準

（+10％以內），本校才有合作興建可能性，中

油公司於12月30日來本校研商，經充分討論該

公司具體瞭解本校宿舍需求及租金定價基礎，

帶回公司內部討論評估。另總務處保管組及勤

務組研擬騰空老舊職務宿舍及招待所大型整修

計畫依批示提重大建設會報討論。 

學務處：有關學生宿舍需求於100年2月9日、3月8日

分別提供中油公司、總務處彙整處理。另於3月

18日提供新建宿舍構想書於行政會議討論。考

量行政作業程序與基地量體，本處建議沿用前

已審議通過之南區BOT案南區基地，以第一期

1000床位規劃，並將資料送跨處室會議討論。 

國際處：針對現有(99學年)之國際學位生、國際交

換生及大陸交換生就住宿意願、房型需求進行

問卷調查，再根據近年國際學生的成長比率，

推估104學年時國際學生、交換生、陸生的住宿

需求，已將調查結果提供總務處作為未來規劃

之參考。 

教務處已

結案 

國際處已

結案 

學務處已

結案 

總務處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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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No13 

1000401 

主席報告：五、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應整合各跨

處、室等教學或行政單位資料庫建檔，建

構規劃本校校務系統。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一、教師 e-portfolio資訊系統：於教學、研究、

服務評比指標系統中續增加教師評分的一覽表

與分佈表……等統計圖表。 

二、開發約用(計畫)人員線上請核系統，跨研發處、

會計室相關資料整合使用，已完成雛型設計與

測詴，已在 10月 20日 正式上線。 

三、開發兼任助理工作費管理系統，跨會計室、人

事室、出納組相關資料整合使用，已完成雛型

設計，且於 10月 6日邀請系所助理簡報系統雛

型，目前依助理回應之建議，修改系統設計。 

為配合人事室、會計室控管兼任助理工作費的

發放，開發順序調整，目前先設計兼任人員與

臨時工請核與差勤系統，執行狀況如下所述：

100年 11、12月人事室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會計室業進行 3次會議，決議事項除確認兼任

人員與臨時工請核表單、異動表單之格式與流

程外，並預計 101年 2月 1 日~2月 7日邀請系

所助理協助測詴，101年 2 月 13日~2月 17日

舉辦二梯次教育訓練，101 年 2月 20日正式上

線。 

四、開發會計室預算籌編系統：跨人事室、會計室、

總務處的資料整合使用。 

續執行 

 



 5 

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結案情形 

100No1 

1000805 

主席報告五：請資訊服務中心會同人事室、會計

室、總務處出納組開發整合相關資訊系統，使人

員及經費之控管更有效率。 

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 

人事室 

會計室 

總務處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一、開發約用(計畫)人員線上請核系統。 

（一）於線上請核時即整合研發處、會計室相關計

畫與經費資料，使人事室人員控管更有效率，也

為規劃中計畫助理薪資管理系統的薪資標準預作

準備。 

（二）8月 10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

會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三）8月 18日林副校長召開整合協調會議。 

（四）8 月 18 日起已與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4

次會議討論並確認需求，預計 9月 15日第一次雛

型報告。 

 (五) 系統已開發完成，於 10 月 20日 正式上線。 

二、開發兼任助理工作費管理系統。 

（一）跨會計室、人事室、出納組相關資料整合，

可控管工作費溢領情形。 

（二）8月 10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

會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三）8月 18日林副校長召開整合協調會議。 

（四）8 月 18 日起已與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4

次會議討論並確認需求，預計 9月 15日第一次雛

總務處已

結案 

會計室已

結案 

人事室已

結案 

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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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報告。 

 (五) 10月 6日邀請系所助理簡報系統雛型，目前

依助理回應之建議，修改系統設計。 

 (六) 11月 28日 人事室、資訊中心參訪中正大學

作法，目前人事室規劃計畫人員與兼任助理的管

理方式，資訊中心後續配合人事室的管理方式修

正或建置系統。 

(七) 目前設計兼任人員與臨時工請核與差勤系

統，執行狀況如下所述：100 年 11、12月人事室

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會計室業進行 3 次會議，

決議事項除確認兼任人員與臨時工請核表單、異

動表單之格式與流程外，並預計 101 年 2 月 1 日

至 2 月 7 日邀請系所助理協助測詴，101 年 2 月

13日至 2月 17日舉辦二梯次教育訓練，101年 2

月 20日正式上線。 

總務處：擬依 100年 8月 18日林副校長主持「計畫

類專任人員薪資及各項工作費控管等系統整

合建置會議」結論辦理。 

會計室： 

一、8月 10日會計室主任召集人事室、出納組、會

計室、資訊中心共同討論各自所需之協助。 

二、依 100年 8月 18日林副校長主持「計畫類專任

人員薪資及各項工作費控管等系統整合建置

會議」結論辦理。 

人事室：有關計畫類專任人員薪資系統整合作業，

人事室業提供基本資料欄位與各項薪資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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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就各項資訊系統需求和資料整合，與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多次會商，目前預計 100年 9月 22

日可依據系統資料產生表件並上線測詴，將邀請

系所承辦助理協助測詴。 

100No2 

1000909 

主席報告一：依組織規程之規定，各學院(系)或

各一級行政單位得置副主管，而其主管加給，原

應由學校人事費支應；惟因學校員額編制尚未完

成修編，故現行由學校管理費支應。爾後年度除

特殊情形外，組織規程明定得置之副主管名單，

經簽核後，均依此原則辦理，無需再為經費支應

來源簽核。另請人事室儘速完成修編作業。 

人事室 

本校教師與職員員額編制表之修訂，已著手整理各

單位目前人力配置，各新增單位是否配置專職人員

或由教師兼任，將配合法規與整體員額情形再研商

確認。 

續執行 

100N15 

1001230 

主席裁示：請學務處加強宣導學生校外行車安

全，尤其是大學路客運前及肇事率高之危險

路段，應特別小心注意。 學務處 

軍訓室已建置「校園周邊危險道路」網頁，網址：

http://oome.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

atalog_11/static/main.php?file=./danger.html

，提供學生隨時上網查閱與觀看；並持續加強交通

安全的宣導工作。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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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工讀費支給標準（按工

時計酬）： 

       （一）一般事務性工作每

小時一百零五元。 

   （二）技術性或勞務性工

作每小時一百二十

元。 

   （三）憑證照方可執行之

特殊性工讀，經單

位主管專案提報奉

核者，每小時一百

五十至二百元。 

    （四）弱勢學生工讀每

小時一百五十元，

每月以 40小時為

限。 

第六條 工讀費支給標準（按工

時計酬）： 

       （一）一般事務性工作每

小時一百元。 

   （二）技術性或勞務性工

作每小時一百十五

元。 

   （三）憑證照方可執行之

特殊性工讀，經單

位主管專案提報奉

核者，每小時一百

五十至二百元。 

    （四）弱勢學生工讀每

小時一百五十元，

每月以 40小時為

限。 

一、依據教育部 100年

12月 29日臺高通字第

1000232593號來文，自

101年 1月 1日起調整勞

工基本工資。 

 

二、本校技術性或勞務

性工作工讀金支薪標

準，於 96年自每小時

100元調漲為每小時 115

元已維持多年，建議此

次調整支付標準為每小

時 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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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大學部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 

84年 5月 11 日第 201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87年 4月 22 日第 21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7年 11月 18日第 2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8年 2月 22日 87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0年 2月 23日 89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2年 3月 7日 91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9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年 8月 31日 96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02月 25日 99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12月 2日 100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 1月 6日 100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本校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藉工讀機會，以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擴充學習

生活領域，並用以支援學校進行各種臨時性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工讀範圍： 協助校內各單位辦理相關臨時性及勞務性等工作，但以不妨礙學

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 

第三條 工讀資格： 本校在學之大學部學生。 

第四條 審核手續： 每年度十一月中旬由各單位填報申請下學年工讀生需求時數及

預算，經學校相關單位核定後依本實施辦法辦理。欲申請工讀之

學生，由各單位依其需求自行甄選。 

第五條 各單位經費分配標準如下： 

 （一） 以學校當年度工讀總經費百分之十為統籌款，以支應獨立研究所及其

他單位臨時性業務之需求；餘百分之九十分配至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

各二分之一。 

 （二） 各系分配金額，依各系大學部實際學生人數佔本校大學部實際總人數

比例計。 

 （三） 各行政單位分配之金額，按該單位前一年度工讀經費支出總額比例分

配之。 

 （四） 各學院工讀需求，由所屬各系所分配之工讀經費支援。 

 （五） 每年度本項金額如有結餘，全數保留至次年度工讀金統籌款統籌使用。 

第六條 工讀費支給標準（按工時計酬） : 

 （一） 一般事務性工作每小時一百零五元。 

 （二） 技術性或勞務性工作每小時一百二十元。 

 （三） 憑證照方可執行之特殊性工讀，經單位主管專案提報奉核者，每小時

一百五十至二百元。 

 （四） 弱勢學生工讀每小時一百五十元，每月以 40小時為限。 

第七條 工讀時數訂定如下： 

 （一） 學期間每月每位工讀生工讀時數以不超過五十小時為原則。 

 （二） 寒暑假工讀以少人多時為原則，每月每位工讀生工讀時數不得超過一

百八十小時，工作內容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規範。 

 （三） 因業務性質殊異，對工讀時數有特殊需求之單位，經專案奉准後得以

適當延長。 

 工讀助學金印領清冊應於每月二十日前依實際工作時數報領工讀費。印領清冊

一律以 A4格式造冊，每單位一式一份，每份第一頁為支出憑證黏貼單。 

第八條 各用人單位依工讀屬性得優先任用屬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學生，其工讀時數需

符合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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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各單位應負責督導，落實工讀生管理。工讀生若有工作表現不佳者，應予勸退

或停用；每月若有工作超時之情況發生應予勸退或停發。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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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及傑

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暨傑

出校友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考量行政規則位階，並與本校組

織規程區隔，爰修正名稱為「設

置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審查名譽博

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

條第三項規定，成立「名

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

審查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

校友候選人，特成立「名譽

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舉薦委員會」係本校組織規程

第十四條所規範之校務會議常設

委員會議之一，依大學法規定，

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詳細任務

及組織應於組織規程定之。擬由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

委員會」取代「舉薦委員會」，納

入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議之一。 

 二、 本會審查本校「舉薦委員會」

推薦之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候選人。 

 刪除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

委員及遴聘委員，依下

列方式組成：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

三、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除校長

為主任委員外，委員為副校

長一人、教務長及未擔任舉

薦委員會委員之教授代表五

至七人（由校長遴聘之），審

查名譽博士候選人時，得加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

委員及遴聘委員若干

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一、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條文修訂，當然

委員新增一位副校長。 

二、依學位授予法第十五條規

定，審查委員會委員包括有

關研究所所長、系主任，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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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任委員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

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

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

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

授遴聘二人擔任。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二

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

前)。票選委員每年由新當選

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

半數，連選得連任。 

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審查

名譽博士候選人時，頇加聘有

關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為委

員。 

 

聘相關學院院長、學系主任

或研究所所長為委員。委員

任期一年，得連任，均為無

給職。 

委員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

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

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

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

授遴聘二人擔任。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二

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

前)。票選委員每年由新當選

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

半數，連選得連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於第三項增定「審查名譽博

士候選人時，頇加聘有關學

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為委

員」。 

第三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

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名譽博士候選人至少頇具

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

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

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

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四、 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之條件

如下： 

(一)名譽博士需具有下列條

件之任一項： 

(1)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

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

類福祉者。 

(2)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

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第六條  各種榮譽或獎勵之候選

人資格或條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至少

頇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

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

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

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

依現行「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

友審查委員會」第四條及「舉薦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條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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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頇具

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

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

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

特殊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需具有下列條

件之任一項： 

(1)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

果卓越者。 

(2)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

社會，足資表率者。 

(3)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

特殊貢獻者。 

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頇具

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

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

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

特殊貢獻者。 

三、其他榮譽或獎勵候選人之

資格，以該項榮譽或獎勵

辦法所訂資格為準。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

推薦，由本會主動建議

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

之候選人名單，並收集

有關資料。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

舉薦，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本會主動建議及經公

開程序徵求可能之候

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

資料。 

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條文修訂。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

選人之審查，依下列方

式為之： 

一、由本會委員以集會方式審

議候選人名單及資料，必

要時得採通訊投票。 

二、前款集會或通訊方式均以

超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

五、 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候選人

之審查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舉薦委員會提供各候

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 

(二)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

請舉薦委員或推薦人列

席說明。 

(三)名譽博士候選人之審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

會方式為主，對可能候

選人名單及資料作審

議，決定舉薦名單，必

要時得採通信投票。均

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

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

過參與委員三分之二

依現行「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

友審查委員會」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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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為有效，並以超過參

與委員三分之二為通過。 

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推薦

人列席說明。 

查，以超過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推薦為通過。 

(四)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審

查，以超過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推薦為通過。 

為通過。 

第六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

選人審查結果應提校務

會議報告。審查通過之

名譽博士名單應報教育

部備查。 

六、 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候選人

審查結果應通知「舉薦委員

會」，並提校務會議報告。 

三、被舉薦之名譽博士與傑

出校友候選人提經本

校名譽博士學位與傑

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授予之，名譽

博士並應報教育部備

查。 

依現行「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

友審查委員會」第六條及「舉薦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條文修訂。 

第七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

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時

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

譽證書之頒授以配合校

慶典禮為原則。 

 

 四、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

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

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

榮譽證書之頒授以配

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採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原條文。 

第八條  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若

係本校校友則亦具傑出

校友資格，但不另舉行

頒授儀式。已獲傑出校

友者得被舉薦為名譽博

士候選人。 

 

 五、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若

係本校校友則亦具傑

出校友資格，但不另舉

行頒授儀式。傑出校友

得被舉薦為名譽博士

學位候選人。 

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條文修訂。 

第九條  本會視名譽博士及傑出  第七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各種榮 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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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之推薦與審查需要

召開會議。 

譽或獎勵之推薦期限為

原則，以利舉薦之順利

實施。 

第七條條文修訂。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現行「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八條條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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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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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成立「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依下列方式組成：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二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票選委員每年由

新當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審查名譽博士候選人時，頇加聘有關學系主任、研究

所所長為委員。 

第三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名譽博士候選人至少頇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頇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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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審查，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本會委員以集會方式審議候選人名單及資料，必要時得採通訊投票。 

二、前款集會或通訊方式均以超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過參

與委員三分之二為通過。 

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推薦人列席說明。 

第六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審查結果應提校務會議報告。審查通過之名譽博士

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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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授以配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第八條 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若係本校校友則亦具傑出校友資格，但不另舉行頒授儀

式。已獲傑出校友者得被舉薦為名譽博士候選人。 

第九條 本會視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與審查需要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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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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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82、04、14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84、04、12八十三學年度第十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2、22八十八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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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4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6、24九十七學年度第十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22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3 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舉薦各種榮譽及獎勵之候選人，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成立「舉薦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

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二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票選委員每年由新當

選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三條    本會得舉薦候選人之榮譽及獎勵包括下列各款： 

一、名譽博士學位。 

二、傑出校友。 

三、中央研究院士。 

四、教育部學術獎。 

五、中山學術獎及發明獎。 

六、國內外重要學術機構或學會之院士或榮譽會員。 

七、其他有關之重要榮譽或獎勵項目。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舉薦，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本會主動建議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之候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會方式為主，對可能候選人名單及資料作審議，決定

舉薦名單，必要時得採通信投票。均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

以超過參與委員三分之二為通過。 

三、被舉薦之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候選人提經本校名譽博士學位與傑出校友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授予之，名譽博士並應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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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譽證書之

頒授以配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五、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若係本校校友則亦具傑出校友資格，但不另舉行頒授儀

式。傑出校友得被舉薦為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以外各項榮譽或獎勵之候選人，其舉薦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由本會主動建議及向本會各單位公開徵求可能之候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資

料。 

二、由本會校內委員以會議議決方式決定舉薦人選，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經本會之同意，由學校辦理對外推薦事宜。 

三、各受推薦候選人若經校外單位頒授獎項或榮譽，由本會主動建議學校在適當

場合公開表揚。 

第六條    各種榮譽或獎勵之候選人資格或條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至少頇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頇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三、其他榮譽或獎勵候選人之資格，以該項榮譽或獎勵辦法所訂資格為準。 

第七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各種榮譽或獎勵之推薦期限為原則，以利舉薦之順利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