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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10月 1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許千樹副校長 

出席：林進燈教務長(鄭裕庭副教務長代)、李大嵩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張翼研

發長、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石至文委員、徐保羅委員、曾建超

委員、王蒞君委員、林志生委員、黃華宗委員、陳紹基委員(杭學鳴教授代)、

魏玓委員 

請假：潘以文委員、張家靖委員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楊淨棻簡任秘書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及審議事項 
 

案由一：103學年度增設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說明： 

(一)「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中，設立精緻化專業法學院為交通大

學重要方略之一。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0 年成立以來，已成為

臺灣在智慧財產權及科技法律教育與研究的領導者。在達成建置

專業法學院之目標前，設置博士班有助於循序深化課程教學與研

究能量。若順利設置，將成為臺灣獨立設置科技法律研究所之學

校中，第一個成立的博士班。 

(二) 在校方大力支持下，2011 及 2012 年科技法律研究所共增聘 4 位

具備生物醫學、生命科技、國際法、國際貿易專長的專任教師，

更禮聘輔卸任的司法院賴英照院長為講座教授，強化教學與研究

能量，在師資人數（11人）與學術條件上均已符合設立博士班之

要求。 

(三) 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2 年開始支援「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法律

組」之教學研究工作，已有十年指導博士生之經驗。「科技法律

組」學生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律師、法官及檢察官；已畢業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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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均能受益於博士班教育而有助於生涯發展，包括獲遴選為

智慧財產法院創院法官、調升高等法院、發表重要著作引領國家

政策發展等。 

(四) 在領域專精化的趨勢下，法律專業人才雖多數具有碩士學位，但

繼續進修的需求有增無減。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可提供對科技

法律領域具備進階研究需求之高級文官、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等司

法實務界菁英進修管道，並培育具備分析、制定與執行在地化法

律政策之優質人才，以符合國家人力需求。 

二、教務處說明：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本案業經 101年 9月 7日科技法律研究所 101學年度第 2次所務會議

（附件 1，P.5）及 101年 9月 11日 101學年度管理學院第 1次院務

會議（附件 2，P.6）通過。 

四、本案業經 101年 9月 27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 3，P.7~P.9）。 

五、檢附「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增設計畫書」（附件 4，P.10~P.57）。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排序為第四案提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學則第 7、26、27條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轉校，擬於學則第 7條增列轉校依據。 

二、學則 26條關於學生提前畢業規之修正於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核

定後報部備查，教育部 101年 6月 18日臺高 (二)字第 1010109106號

函（附件 5，P.58）建議增列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作業要點」制定程序。 

三、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逕博，擬於學則第 27條增列跨校逕博依

據。 

四、本案業經 101年 10月 4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6，P.59~P.60）。 

五、檢附本校學則第 7、26、27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

件 7，P.61~P.70）。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排序為第三案提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條文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依人事室

提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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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組織規程

第 38條修正條文(附件 8，P.71~P.75)，經教育部 101年 9月 24日臺

高(三)字第 1010178694號函復「…請依大學法第 13條第 4項規定，

於組織規程中明定學術主管續聘程序。」(附件 9，P.76~P.77)爰擬於

修正條文第 1項增列院長續任規定及第 9項增列系所主管續任規定。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 10，P.78~P.91)，以及 100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

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附件 11，P.92)、101學年度第 1次臨

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附件 12，P.93)。 

三、本案業經 101年 10月 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3，P.94~P.9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排序為第一案提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四：生科院擬於 103學年度重提新設「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之

申請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上一年度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申請於 102學年度增設「跨領域神經

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由陽明大學負責送件，經教育部核定「緩

議」（附件 14，P.96~P.97），本年度已針對教育部意見重新送申

請案，並經生科系系務會議（附件 15，P.98~P.99）及生科院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16，P.100~P.101）。 

(二)檢附本案計畫書（請另參附件 17）、計畫書變更說明（附件 18，

P.102~P.104）及 102學年度教育部初審意見回覆說明（附件 19，

P.105~P.122）。 

二、教務處說明： 

(一)本校參與台聯大系統四校所提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

程」，前業經 101 年 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規會（附件

20，P.123~P.124）及 101年 6月 6日第 4次校務會議（附件 21，

P.125~P.127）通過。該案由陽明大學代表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案，經教育部核定「緩議」。 

(二)本申請案經生科院確認，其計畫書除將台聯大其他三校計畫部分

加入外，並無實質之重大變動。 

(三)案內本校支援系所之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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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四)招生名額博士生 3名，建請生科院由院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本案業經 101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 101年 10月 8日至 10月 9日通

訊投票通過（附件 22，P.128~P.129）。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排序為第五案提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五：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行辦

法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為因應各單位於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通過後，現

任學術單位主管於任期屆滿前之過渡期應如何適用規定疑義，爰明定

現任各院系所單位主管任期依原規定至任滿為止，及下一任學術單位

主管之相關規定。 

二、檢附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

行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23，P.130~P.131)。 

三、本案業經 101年 10月 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3，P.94~P.9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排序為第二案提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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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9月 2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徐保羅教授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李大嵩學

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楊

永良主任委員、陳信宏院長、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盧鴻興院長、張

新立院長(姚銘忠副院長代)、郭良文院長、黃鎮剛院長、張維安院長、柯

明道院長、黃遠東委員、劉柏村委員、徐保羅委員、陳永平委員、杭學鳴

委員、王蒞君委員、謝續平委員、李素瑛委員(莊榮宏教授代)、陳志成委

員、林清發委員、韋光華委員、黃華宗委員、白啟光委員、任維廉委員、

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李秀珠委員、何信瑩委員(柯立偉助理教授代)、

王雲銘委員、李美華委員、林伯昰委員、陳明璋委員、廖威彰委員、王偉

庭委員、張哲彬委員、吳宗瑋委員 

請  假：張翼研發長、洪志真委員、趙天生委員、江進福委員、金大仁委員、韓復

華委員、曾成德委員、馮品佳委員、莊雅仲委員 

列  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營繕組楊黎熙組長、綜合組張漢

卿組長(李秀玲專員代理)、科技法律研究所倪貴榮所長、王立達副所長、

林欣柔助理教授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本校增設或調整系所等議案之計畫書，應有充足時間提供相關單位主

管或委員詳細審閱，其涉及員額、招生名額、空間等重要事項，更須

事先協調討論並有周詳規劃。爾後各單位應配合相關會議期程及早規

劃，避免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 

(二)特別感謝本學年度徐保羅執行秘書於會議前提供對於「增設科技法律

研究所博士班」具體且寶貴之審核意見。 

(三)本校進行中或規劃籌建之重大工程案，如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南區

立體機車停車場興建案、人社三新建工程及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

等相關工程規劃事項，應依程序提送相關會議討論，期集思廣益並妥

為規劃。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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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應強化對校園整體規劃、環境綠化景

觀等事項之審核及規劃，以發揮委員會之功能。 

(五)各館舍應責由相關人員負責檢查各空間之照明、空調等設備是否關閉

以節約能源。 

(六)本校在近期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 QS公布「二○一二世界最佳大學

排名」中，生師比項目之評定成績不佳，未來各系所應研議以多元方

式如合聘師資等，以降低生師比。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1年 5月 17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4次

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4~P.5)。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業於 101年 6月 21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

完竣，決議事項詳參會議紀錄（附件 2，P.6~P.8），重要決議報告如下： 

(一)同意資管所與財金所擬懸掛帆布廣告於指定定點 D-十三宿舍外牆，申

請懸掛期限為 101年 8月 1日 至 101年 10月 31日。 

(二)同意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擬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舍西

側外牆，申請懸掛期限為 101年 7月 1日 至 101年 9月 30日。 

(三)光復校區人社三館建築立面景觀審議及臨環校道路旁現有 4株榕樹移

植案，立面、量體造型、色彩計畫與樹木移植計畫原則同意；未來在

空間區隔、材料使用、夜間照明、館舍名稱位置及設置等細節，請總

務處與建築師做更詳細的考量與斟酌。 

(四)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基地內樹木移植暨立面景觀審議

案，本案立面、量體造型、色彩計畫與樹木移植計畫原則同意。 

(五)光復校區南區立體機車停車場建築立面景觀審議案，基於本案已報新

竹市政府都市審議通過，本案立面、量體造型、色彩計畫與景觀計畫

原則同意；但針對量體厚度、玻璃材質清潔維護等問題，請總務處與

建築師做更詳細的考量與斟酌。 

 

四、本校博愛校區規劃簡報 

主席裁示：校內工程之規劃及進行亦應求程序之完備。 

 
貳、討論事項 

案  由：103學年度增設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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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中，設立精緻化專業法學院為交通大

學重要方略之一。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0年成立以來，已成為臺

灣在智慧財產權及科技法律教育與研究的領導者。在達成建置專

業法學院之目標前，設置博士班有助於循序深化課程教學與研究

能量。若順利設置，將成為臺灣獨立設置科技法律研究所之學校

中，第一個成立的博士班。 

(二) 在校方大力支持下，2011及 2012年科技法律研究所共增聘 4位

具備生物醫學、生命科技、國際法、國際貿易專長的專任教師，

更禮聘輔卸任的司法院賴英照院長為講座教授，強化教學與研究

能量，在師資人數（11人）與學術條件上均已符合設立博士班之

要求。 

(三) 科技法律研究所自 2002 年開始支援「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法律

組」之教學研究工作，已有十年指導博士生之經驗。「科技法律

組」學生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律師、法官及檢察官；已畢業五名

學生，均能受益於博士班教育而有助於生涯發展，包括獲遴選為

智慧財產法院創院法官、調升高等法院、發表重要著作引領國家

政策發展等。 

(四) 在領域專精化的趨勢下，法律專業人才雖多數具有碩士學位，但

繼續進修的需求有增無減。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可提供對科技

法律領域具備進階研究需求之高級文官、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等司

法實務界菁英進修管道，並培育具備分析、制定與執行在地化法

律政策之優質人才，以符合國家人力需求。 

二、教務處說明：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9 月 7 日科技法律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

（附件 3，P.9）及 101 年 9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管理學院第 1 次院務

會議（附件 4，P.10）通過。 

四、檢附「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增設計畫書」（附件 5，P.11~P.51）。 

決  議： 

一、本案之計畫書請提案單位依會中委員之意見修正後，提送校務會議審

議。 

二、本案經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同意 40票，不同意 1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4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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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國立交通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大學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1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私)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英文名稱：Doctoral Program of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w  

曾經申請年度：□101學年度    □100學年度   □99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法學博士 (Ph.D in Law)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科技法律研究所 89  86  86 

研究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80  46 

42(含

科技法

律組 14

員) 

88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科技法律研究所設立博士班：無 
2.一般法律學系博士班： 
(1)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博士班 
(2)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 
(3)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博士班 
(4)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79,027 冊，外文圖書: 17,573冊 
2.中文期刊: 43 種，外文期刊: 53種 
3.法律資料庫: 25種 
4.擬增購圖書: 40冊，期刊: 0種  

招生管道 考試入學、本校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班 

擬招生名額 3員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姓名 倪貴榮 

電話 03-5731662 傳真 03-5733037 

Email kjni@mail.nct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附件 4 

http://www.ntpu.edu.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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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

通過。 

■科技法律研究所 97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新設單獨之研究所，無評鑑結果。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3 年以

上。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於 89學年度設立，至 101

年 9 月止已成立 12 年。 

核定公文：89 年 2 月 24

日 

台(八九)高（一）第

89022427 號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實聘及擬聘專

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既有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實聘專任

師資應有 5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 11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1 位 

2.副教授以上 5 位 

二、 擬聘專任教師 0_ 位。 

三、 擬合聘專任教師 2 位 

四、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

合計 13 位。(含合聘 2

位) 

 

■ 符合 

□ 不符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法律領域：近五年（96.12.1-101.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

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專

書論文），且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

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

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

有審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

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

書論文合計 8 篇/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

刊論文 3 篇/人；或出

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

審查之專書論著 1 本/

人。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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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2、3、4）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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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自從2000年創所以來，致力推動跨領域整合，招收法律及非法

律背景學生進行碩士階段法學教育，十多年來不但評鑑成績優良，亦已培育上百位優秀法律

專業人才，且畢業的碩士生亦均能適才適所，畢業後充分就業、發揮其法律專業長才。近幾

年交通大學積極發展人文社會領域，在校方支持下，科技法律研究所近兩年增聘四位具備國

際法或生醫領域專長之專任教師。由於科技法律研究所特別強調實務與學術結合，目前十一

位專任師資中有八成以上具備兩年以上實務經驗；此外，科法所於2012年敦聘前司法院院長

賴英照教授為講座教授，並計畫持續以合聘資深教授方式提升師資與研究能量、強化法律教

育品質。 

一、 博士階層專業法學教育之需求 

面對法律專精化之趨勢，法律專業人士如律師、法官、檢察官與政府機關內之高級文官，

已經感受原本接受的法學教育已經不足以因應目前複雜多變的法制環境，需求對於科技法律

等發展中的新興尖端領域進階進行專門研究與學習。由於國內法律專業人士已普遍擁有碩士

學位，博士班成為其繼續進修鑽研專業學養的頭號選擇。為滿足國家人力需求培育具備分析、

制定與執行在地化法律政策之優質人才。我國需要建置科技與新興法律更為專精的研究環

境，設立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即有必要。 

二、 培養國際訴訟與法律談判專才 

在科技法律領域中，無論是進行智慧財產、反托拉斯、電子交易或是生醫研究相關的跨

國訴訟，無一不需要對於國際規範非常熟稔的專業人才，充分瞭解跨國訴訟常見訟訴地的法

律規範，在訴訟之中可資運用以及需要特別防範留意之處，才能提供具有足夠品質的法律專

業服務，在國際場合中捍衛爭取我國廠商的應有權益。在國際談判場合中，無論是國與國之

間的國際經貿諮商談判，或是私人間的研發合作、智財授權或是權利金追索協商，也都需要

對於國際法律規範以及目前盛行的談判策略具有深入瞭解與研究的跨國法律專才，才能見招

拆招，在談判之中充分利用法律有利於己之處，爭取最大利益。而這些跨國法律專才，都需

要對於國際規範或是重要國家的法律規範具有相當精深獨到的瞭解與掌握，方能充分發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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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然而目前我國法律服務業對於跨國訴訟與談判，其掌握程度可以達到如此專業水準者，

實屬鳳毛麟角，因此難以期待透過職場實戰經驗，訓練養成足敷國內產業需求的此種專才。

是以學校教育必須擔負起這方面的人才培養重任。這類人才的訓練與養成，由於涉及高度精

深的法律知識與策略運作，因此需要在學士班及碩士班對於基礎法律學科與跨國法律規範的

訓練基礎之上，藉由博士班深入的訓練薰陶與專精研究，方能有可能成功達成。交大科法所

作為國內最具規模與基礎的科技法律研究所之一，面對此一任務與時代使命，實在責無旁貸。 

三、 科管所科技法律組不足以因應當前需求 

自2002年起，為強化科技法律與科技管理領域之整合，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博士班開

始設立「科技法律組」，每年招收三名一般生，並由科技法律研究所支援相關教學課程及論

文研究指導，至今「科技法律組」已招收24名學生，培育5名畢業生，故實際上科技法律研究

所至今已有十年招收博士生之經驗，累積了豐富的教學、授課、指導研究之經驗。然而，這

十年的運作經驗顯示，在碩士班階段整合科技法律與科技管理尚屬可行，但在博士班階段科

技法律與科技管理領域之學術專業已高度分化，不同的專業領域實有獨立教學與研究之需

要。目前科技法律研究所在師資及學術條件上均已具備自行申請設立博士班的條件與能力，

科技法律領域獨立成立博士班後，原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法律組也將停止招生。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有鑑於法律領域快速國際化、無國界化的趨勢，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向來以培育國際法

律人才及實務專家為己任，未來交大法律研究所將以成立法律學院為目標，以「精緻化與國

際化之法律專業學院」為宗旨，以「智慧財產權」、「企業與財經法」、「資訊通訊與競爭

法」、「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及「國際經貿法與科技和跨領域議題」五大領域為主軸，各領

域之發展策略及特色如下： 

一、 智慧財產權法 

智慧財產權為保護企業研發與經營成果之重要法律制度，一直是科技法律的核心議題之

一，在實務運作上是如何發揮其保障功能，而研發人員與科技產業又應如何靈活運用此項重

要制度，以保護其創新成果，為智慧財產權法發揮之處。台灣科技產業本係外銷導向，以英

美法為準據法的跨國商業交易，本已相當頻繁，近年來由於產業升級與國際化發展，廠商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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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申請專利、進行專利侵權訴訟，數量已經相當龐大，跨國進行企業購併，也越來越常

見，凡此產業活動，均需要大量熟悉智慧財產權法之法律人才。在此領域科技法律研究所提

供了豐富的入門與進階課程，包括「美國智慧財產權案例研析」、「智慧財產權契約與授權」、

「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訴訟實務」、「專利實務進階」等，可提供學生智慧財產權領

域之基礎知識並瞭解實務運作情形。在博士班階段，將藉由專題討論課程加深智慧財產權法

之研究以及與其他新興領域之結合，例如資訊通訊、生物科技等。 

二、 企業與財經法 

企業與財經法領域的研究，首先著重強化美國法全面性的介紹與理解。以臺灣與世界各

國貿易狀況以及比較法上法規範的密度言，美國法的公司、證券、銀行等領域之管制法，是

臺灣公司不能忽略的重要法制，公司企業法律人才必須對此領域有更清楚的掌握與理解，才

能對本國公司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有更為清楚而完整的認識與分析能力。其次本領域之發展核

心在於財經犯罪領域。財經犯罪傳統上一直是臺灣法學界研究與討論相對具有發展潛力之領

域，此一領域涉及商事法與刑事法兩大領域的交錯，十分需求跨領域整合與對話以整體因應

的問題；同時，近年來司法實務也因各式樣的金融商業活動欠缺明確法規，而引發諸多涉及

犯罪之爭議，此一領域之研究與發展對於健全企業法制與適當規範企業活動具有重要的實務

上意義。 

三、 資訊通訊與競爭法 

資訊、通訊與網路領域，是當代科技發展變動最快速的領域之一。除了技術架構不斷推

陳出新以外，技術進步所創造的無限空間，也讓各種新奇、充滿特色的商業模式、社交互動

與意象表達，隨著人類的創意無限延伸。從網路遊戲的虛擬世界，到IPTV、triple play、

NGN等通訊傳播匯流服務；從部落格（blog）、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噗浪

（Plurk）、MySpace等各式各樣的網路交誼社群（social networking），到充分利用社群網

頁與搜尋引擎的關鍵字廣告。這些技術突破與產業創新不斷地帶來的各種法律規範需求，包

括如何維護市場的開放與競爭、保護相關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的創新及其他經營成果不受他人

非法榨取以及保障使用者的權益免受不合理的侵犯。鑑諸上述法律規範的需求特性，本領域

將競爭法與資訊通訊法律綜合加以規劃，設置專門與進階課程，針對不同的產業環境與問題

結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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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物科技與醫療法 

生醫科技是我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新興產業，高齡化社會加上生物醫學近來的許多重大

突破，帶來許多新興倫理與法律問題。此等新興議題之討論分析與解決，涉及生命倫理思

辯、醫療專業管制法令、國家醫療、健康保險、公共衛生體系之建置管理、行政法令規範、

人體研究管制等廣泛而跨領域之知識，高度需求具備生物、醫學與法律等領域綜合整合分析

能力的專業人士投入研究。針對此領域之發展，科技法律研究所將著重於醫療糾紛與醫政法

律、生命倫理、生醫科技產品規範、國際公共衛生等議題之深化。 

五、 國際經貿法與科技和跨領域議題 

臺灣自2002年起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對於相關法制的瞭解具有理論與實務之重要

性，包括經貿法、環境法、生物科技法等領域，不僅受在地法律影響，更具有跨國界之性

質，因此有必要以全球治理與在地的需要的觀點，探討經貿、環境（自然資源）、公共健康

與生物科技等規範之互動與調和，並強調跨領域之整合研究。此領域之研究教學發展，著重

新興國際規範，如國際經貿法、國際環境法與國際科技法，並延伸擴展至貿易自由、科技發

展與環境、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議題。 

 

參、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科技法律研究所所規劃的五大發展領域，包括「智慧財產權」、「企業與財經法」、「資

訊通訊與競爭法」、「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及「國際法」，不但切合國內司法實務界對於優

質法律人才培育之需求，此五大領域亦為目前國際間最為重視的法律議題及重點發展方向。

例如許多美國專業法律學院都針對已具備律師資格者，開設「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健康法」（Health Law）、「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企業法」（Corporate 

Law）等課程或學位，提供實務界人士進修管道，美國前二十名法學院中，設立S.J.D 或Ph. 

D博士班，培養專門領域研究人才之學校亦所在多有，包括史丹佛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

學、柏克來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杜克大學等。科技法律研究所將師資與研究能

量投入於此五大重點領域，可使博士班學生成為這些領域中具有國際視野及獨立研究能力的

領袖級人才，為司法實務界及政府法制機關人員提供更精緻、更專業、更精深的法學教育，

提升其學識素養以及法制規劃、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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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 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

形2） 

國內目前設有法律系、法律學研究所之大學，例如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大學等均

設有博士班，然單獨設立科技法律研究所者，例如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均尚未成立博士班

(請參見附表一)。故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設立博士班將是國內科技法律研究所中之首

創，對於持續科技法律研究所在專精領域之領先地位，具有重要實益。 

附表一：科技法律研究所比較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成立學年

度 

博士班 

成立學年度 

 

法律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成立學年度 

傳統法律學院

博士班 

成立學年度 

每年招收 

員額 

每年招收 

員額 

每年招收 

員額 

每年招收 

員額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89 預計103學年 
國立台灣大學 

科際整合法律

學研究所 

93 20年以上 

27 

預計3名（由科

管所博士班科

法組併入） 

32 10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89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科際整合

研究所 

93 20年以上 

25 
 

15 11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93     

17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15  

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 

專利研究所 

99     

15  

國立高雄 93      

                                                 
2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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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技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11  

 

自2002年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博士班設立「科技法律組」起，每年均有優秀的實務界

菁英報考（請參附表二：「科技法律組」歷年報考考生背景資料）。從歷年博士班錄取學生

的背景觀察，入學的學生中多數已經從事法律實務工作多年，（請參附表三：「科技法律組」

歷年入學學生背景資料），其中產業界法務主管、執業律師、司法官或檢察官即佔近七成比

例（請參附圖一：「科技法律組」學生組成）。以近兩年（2011年及2012年）為例，科法所

共招收六位博士生，一位為十分傑出的碩士班學生經過嚴格審查與面試程序後逕讀博士班，

五位為現職法官或檢察官，且其中四位是在桃竹苗地區法院服務。 

由此可見，目前法律執業人員及司法官、檢察官等大多數已有碩士學位，但在強調領域

專精化的趨勢下，繼續進修的需求有增無減。法律碩士學位雖能發揮引領法律人朝特定議題

研究之功能，但專業人才不斷精進、強化專業領域學識乃是法律專業持續進步所當然。如同

臨床醫師中不乏實際執業後趕到持續進修的需求而攻讀臨床醫學博士或流行病學博士者，目

前司法實務界及政府法制人才同樣有針對特殊領域培養獨立分析研究能力之需求，以提升專

業水準及執業品質。例如智慧財產權法院之設立，即需求對於智慧財產權領域有一定深度學

識以及能持續關注研究、帶領實務界創新進步的優秀法官。目前在各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亦

多設有醫療專庭，處理與醫療相關之民刑事案件，例如醫病間因醫療傷害所產生之醫療糾紛

事件。此外，近年來發生多件受到大眾及媒體矚目的重大財經案件，也可發現實務界需求熟

悉外國法制理論與實務之司法官及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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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科技法律組」歷年報考考生背景資料 

報考年度 姓名 最高學歷 職業 
101 林姿伶 國立政治大學 

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中心 

管理師/律師 

101 汪漢卿 美國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碩士 

智慧財產法院 

法官 

101 盧明軒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101 吳靜怡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 

101 李貽萍 逢甲大學 

財經法律碩士 

中台技術研發有限公司研發部 

研發員 

100 梁智欽 永達技術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管理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專案經理 

100 邱忠義 輔仁大學 

法學碩士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法官 

100 宋佩珊 世新大學 

法學碩士 

國家安全會議 

助理研究員 

100 蔡佩玲 國立政治大學 

法學碩士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100 曹詠青 中國文化大學 

生物科技碩士 

 

100 楊凱甯 國立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碩士 

中原法律事務所 

法務助理 

100 葉玟妤 英國里茲大學 

傳播系媒體科技組碩士 

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律師 

99 林博智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理律法律事務所 

顧問 

99 施志遠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經營

企劃處智權法務組 

副管理師 

99 梁智欽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碩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專案經理 

99 李明亮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茂達電子行銷處專案管理部 

經理 

99 陳大仁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博士 

 

99 林嵩閔 中興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冠霆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智部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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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楊士賢 國防大學 

法學碩士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 

軍法官 

99 蔡志宏 美國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碩士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 

99 江國泉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智權部 

智權經理 

99 林金龍 國立中興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普羅特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暨執行長 

98 林博評 義守大學 

電機碩士 

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市 

法務高級專員 

98 劉又銓 紐約大學 

法學碩士 

中華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法

務處 

科員 

98 王俞文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碩士 

佳世達科技法務室 

專利工程師 

98 許峰源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碩士 法羽保險律師事務所/所長 

98 陳哲賢 國立台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碩士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二科 

專利助理審查官 

97 歐陽琪  中原大學語言中心 

兼任講師 

97 鄭懷騏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統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法務智權室 

律師/經理 

97 劉育偉 東吳大學 

法律碩士 

憲兵學校法律教學組 

教官 

97 邱映曦 美國聖克拉拉大學, 

法學碩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

中心 

專案經理 

97 蔡如惠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97 蘇育民 國立中央大學 

博士候選人 

佳事達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97 莊翔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碩士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管總管理處籌

備處秘書室資訊管理科 

技士 

97 劉源祥 國立東華大學 

財經法律碩士 

 

97 張永忠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碩士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法務

室 

法務管理師 

97 陳哲賢 國立台灣大學 

電信工程碩士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二科 

專利助理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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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科技法律組」歷年入學學生背景資料 

入學年度 姓名 最高學歷 現職 

101 汪漢卿 
美國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碩士 

智慧財產法院 

法官 

101 
盧明軒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碩士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101 
吳靜怡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 

100 
劉庭妤 

(逕博生) 

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學士 
全職學生 

100 
蔡佩玲 國立政治大學 

法學碩士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100 
邱忠義 輔仁大學 

法學碩士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法官 

99 
蔡志宏 美國馬歇爾法律學院 

法學碩士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法官 

99 
施志遠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宏鑑法律事務所 

律師 

99 
林博智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曾任理律法律事務所 

顧問 

98 
王俞文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碩士 

佳世達科技法務室 

專利工程師 

97 
鄭懷騏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仁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法務長 

96 
林尚楨 美國哈佛大學 

政府學院碩士 

外貿協會行政處 

處長 

96 

蘇嘉瑞 國立政治大學 

法學碩士 

敏盛綜合醫院骨科醫學部 

主治醫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96 
王俊凱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全職學生 

96 
張添榜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Advanpack Solutions Pte. Ltd. 

Chief Patent Officer 

96 
瑪麗娜 

(已畢業)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 

俄羅斯駐廣州總領事舘 

經濟官 

95 
簡維克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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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張啟聰 東吳大學 

法學碩士 

曾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現為開翔商務法律事務所主

持律師 

94 

章忠信 

（已畢業）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

調解委員會委員 

著作權筆記公益網站主持人 

94 
陳國成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碩士 

最高行政法院 

法官 

94 
陳群顯 

（已畢業）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 

瑞智專利商標事務所 

資深律師 

93 
宋皇志 

 

華盛頓大學法律學院 

法學碩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律師 

92 
林三元 

（已畢業）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法官 

91 
蔡惠如 

（已畢業）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 

智慧財產法院 

法官 

 

附圖一：「科技法律組」學生組成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3、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2、就業領域主

管之中央機關4） 

                                                 
3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填列。 

4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署等。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


23 
 

 

審視歷年「科管所博士班科技法律組」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博士班的教育對學生之專業

生涯長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例如2005年畢業的蔡惠如法官原為司法院司法行政廳辦事法

官，在取得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科技法律組）博士後，獲司法院遴選為「智慧財產法院」創

院法官；又如2012年畢業的林三元法官原在台中地方法院服務，就讀博士班期間升任為庭

長，取得博士學位同時升任臺灣高等法院法官。此外2012年畢業的陳群顯律師為瑞智法律事

務所合夥律師，擔任「全世界專利、工業設計及商標申請制度專業手冊大全（Manual for the 

Handling of Applications for Patents, Designs and Trademark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Brown 

Book）」臺灣地區「專利及商標之讓與、授權、侵權處理及實施制度」之主編；2012年畢業的

章忠信博士長期耕耘為著作權法領域，經常擔任政府部門與大學院校著作權法講座，其著作

「著作權法逐條釋義」於2008年時翻譯為日文發行，2010年時更獲得美國富爾布萊特訪問學

者獎學金，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進修，此均為博士班教育對於法律實務工作者長期生

涯發展具重要實益之證明。所有的博士班學生均在指導老師協助下，結合其實務與經驗與專

長研究領域發表豐富著作，詳細列表請參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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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科技法律組」學生（含已畢業）著作表 

編號 日期 作者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期數 

1 2011/7 章忠信 

英國「數位經濟法案(The Digital 

Economy Act)」有關網路服務業者責

任條款評析 

檢察新論/10 期/54-65 頁 

2 2011/2 章忠信 專利說明書之著作權保護 專利師季刊/4 期/66-75 頁 

3 2011/2 章忠信 電子書之智慧財產權議題 
研考雙月刊/281 期/66-76

頁 

4 2011/2 章忠信 著作權侵害之鑑定 
月旦法學雜誌/190 期

/47-60 頁 

5 2010/10 章忠信 
臺灣地區 1949 年後著作權法制之發

展變遷 

「中國著作權法律百年國

際論壇」論文集 

6 2010/7 章忠信 電子資料庫如何以著作權保護 台灣法學/155 期/40-42 頁 

7 2010/5 章忠信 色情著作應可享有著作權 台灣法學/151 期/6-8 頁 

8 2010/5 章忠信 
99 年新修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

例簡析 

智慧財產權月刊/137 期

/35-64 頁 

9 2009/11 章忠信 
著作利用授權之代理、經紀與集體管

理 

智慧財產權月刊/131 期

/6-30 頁 

10 2009/9 章忠信 
98 年新修正著作權法簡析──網路服

務提供者之責任限制 

月旦法學雜誌/173 期

/5-24 頁 

11 2009/4 章忠信 世界圖書館的大未來 
智慧財產權月刊/124 期

/52-74 頁 

12 2008/11 章忠信 面對著作利用的新局面 
智慧財產權月刊/119 期

/21-38 頁 

13 2008/8 章忠信 
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害責任限

制之立法思考與方向 
律師雜誌/347 期/28-44 頁 

14 2008/7 章忠信 
廣播電視媒體公開播送廣告音樂之

著作權爭議 

智慧財產權月刊/115 期

/114-150 頁 

15 2008/6 章忠信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新發展 
智慧財產權月刊/114 期

/5-38 頁 

16 2008/6 章忠信 
圖書館經營的著作權議題──著作

權法修正之建議 

臺北市圖書館館訊/1 期，

26 卷/ 

17 2007/4 章忠信 智慧財產法院的建立與未來 
全國律師/4 期，11 卷

/61-76 頁 

18 2007/2 章忠信 
美國著作權法科技保護措施例外規

定之探討 

萬國法律雙月刊/151 期

/44-54 頁 



25 
 

19 2009/10 陳國成 
智慧財產案件有效性判斷爭議──

以美國法「爭點排除」為主 

科技法學評論/2 期，6 卷

/41-93 頁 

20 2007 陳國成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與司法審查 
2007 年第 2 屆全國法學實

證研討會論文集 

21 2006/4 陳國成 我國商標行政訴訟之變革 
科技法學評論/1 期，3 卷

/249-266 頁 

22 2012/6 蔡志宏 
關於 UDRP 決定司法效力之研究─

─以海峽兩岸法院裁判為中心  

科技法學評論/1 期，9 卷

/205-242 頁 

23 2010 林博智 新穎性要件中的非書面文獻之公開 
2010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論文集 

24 2010 林博智 功能手段用語之法實證研究 
2010 年全國法學實證研討

會論文集 

25 2010 林博智 
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及其通知程序

之法實證研究 

2010 年全國法學實證研討

會論文集 

26 2009 林博智 專利說明書之明確性要件 
2009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論文集 

27 2009 林博智 專利說明書之可實施性要件 
2009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論文集 

28 2009 林博智 
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及其通知程序

之相關判決研析 
2009 年專利法修法研討會 

29 2009 林博智 呈報先前技術及不正當行為 
2009 年全國法學實證研討

會論文集 

30 2008 林博智 手段功能用語 
2008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論文集 

31 2011/4 邱忠義 
新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安樂

死與尊嚴死評析 

軍法專刊/2 期，57 卷

/99-120 頁 

32 2010/10 邱忠義 
兩岸司法互助調查取證及證據能力

之探討兼述防範被告逃匿對策 

 刑事法雜誌/54 期，5 卷

/141-177 頁 

33 2010/9 邱忠義 
公務員與身分共犯之論罪及側錄之

證據能力兼述「罪刑替代性」 

 月旦法學雜誌/184 期

/260-278 頁 

34 2010/8 邱忠義 
「財產來源不明罪」之國外立法例及

我國歷來修法之簡介 

 軍法專刊/4 期，56 卷

/201~218 頁  

35 2010/1 邱忠義 
偵查中錄音錄影與偵查筆錄可信性

之關係兼論訴訟目的外使用之影響 
 檢察新論/7 期/25-46 頁 

36 2009/10 邱忠義 
促進訴訟與人權保障機制-以刑事訴

訟為中心 

 刑事法雜誌/5 期，53 卷

/113-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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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09/10 邱忠義 
由禁止雙重危險概念論案件單一性

及同一性 

月旦法學雜誌/173 期

/305-321 頁  

38 2009/9 邱忠義 
刑事程序之促進訴訟機制──以妥

速偵審為中心  

台灣法學雜誌/135 期

/191-202 頁 

39 2009/6 邱忠義 刑法(罰)易刑處分之社會勞動制度  
月旦法學教室/80 期

/92-105 頁 

40 2009/5 邱忠義 
刑事偵查中搜索、扣押辯護人在場權

及審前羈押 

月旦法學雜誌/169 期

/291-300 頁 

41 2009/5 邱忠義 
重罪羈押是否合憲與審判中之駁回

羈押檢察官有無抗告權之評析 
法學新論/10 期/1-18 頁 

42 2009/3 邱忠義 
辯護權及其界限──兼論釋字第

654 號解釋之因應 

全國律師/3 期，13 卷

/37-55 頁 

43 2008/12 邱忠義 
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貪污所得擬制之

評析   

月旦法學雜誌/164 期

/77-110 頁 

44 2008/8 邱忠義 由釋字 631 號解釋評析監聽之法制 
刑事法雜誌/4 期，52 卷

/19-68 頁 

45 2008/6 邱忠義 
客觀訴之選擇合併──以民事訴訟

為出發，導引至刑事訴訟  

全國律師/2008 年 6 月號

/95-104 頁 

46 2008/4 邱忠義 
通訊監察書核發機關回歸法院之淺

介  

軍法專刊/2 期，54 卷

/31-47 頁 

47 2008/1 邱忠義 
洗錢罪的保護法益與體系地位──

與談人評論與回應 
檢察新論/3 期/322-325 頁 

48 2007/12 邱忠義 正當法律程序與禁止雙重危險 
軍法專刊/6 期，53 卷

/52-97 頁 

49 2007/10 邱忠義 對法人緩起訴處分初探  
全國律師/2007 年 10 月號

/99-104 頁 

50 2007/9/1 邱忠義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之概述  日晷/4 期/52-57 頁 

51 2007/6 邱忠義 證據開示及目的外使用之禁止 
軍法專刊/3 期，53 卷

/93-115 頁 

52 2007/2 邱忠義 

司法院所擬刑事訴訟擴大簡式審判

程序範圍及獨任審判範圍修正案

(§273-1,§284-1)之評析 

全國律師/2007 年 2 月號

/61-68 頁 

53 2004/11 邱忠義 無罪論告應然觀（上）  司法周刊/1209 期 2 版/2

頁  

54 2004/11 邱忠義 無罪論告應然觀（下） 
司法周刊/1210期2版/2-3

頁  

55 2004/3 邱忠義 淺論開示證據目的外使用之禁止 
司法周刊/1176期2版/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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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12 簡維克 

通傳法與競爭法拉拔下的有線電視

管制圖像──論有線廣播電視法之

訂戶數上限規範 

法學新論/20 期/97-125 頁 

57 2012 
簡維克吳志

光 

談企業如何建立反托拉斯法內控機

制(上) 
國際商情雙週刊/336 期 

58 2012 
簡維克吳志

光 

談企業如何建立反托拉斯法內控機

制(下) 
國際商情雙週刊/337 期 

59 2009/10 簡維克 
通訊傳播事業間結合的利益與不利

益分析 

公平交易季刊/4 期，17 卷

/93-139 頁 

60 2008 簡維克 

寬頻上網的基礎性法律議題：以市內

用戶迴路為中心，次世代浪潮下的科

技法律 

經濟部技術處出版 

61 2007/10 簡維克 
從科技匯流到管制匯流──論 NCC

成立後的通訊傳播監理政策 

科技法學評論/2 期，4 卷

/229-285 頁 

62 2005/10 
簡維克林雅

惠 

垃圾電子訊息正侵入你的手機──

以財產權及隱私權面向論立法規範

垃圾簡訊之必要性 

清華科技法律與政策論叢

/2 期，3 卷/83-12 頁 

63 2005/2 簡維克 
新環境與舊政策──論數位匯流下

新聞局之無線廣播重整 

萬國法律雜誌/139 期

/59-71 頁 

64 2004/2 
彭心儀簡維

克 

數位匯流下之管制初探──以互動

電視為例 

萬國法律雜誌/133 期

/52-67 頁 

65 2004/1 簡維克 互動電視服務的法律定性分析 
月旦法學雜誌/104 期

/133-146 頁 

66 2003/6 簡維克 
以傳播、電信本質觀察互動電視服務

（ITV）之屬性（下） 

萬國法律雜誌/129 期

/33-40 頁 

67 2003/4 簡維克 
以傳播、電信本質觀察互動電視服務

（ITV）之屬性（上） 

萬國法律雜誌，128 期

/65-71 頁 

68 2003/2 
周慧蓮簡維

克 

著作權法中公開播送權之探討──

以WTO爭端解決機構裁決美國違反

WTO/TRIPS 為例（下） 

萬國法律雜誌/127 期

/52-60 頁 

69 2003/1 簡維克 大陸電信條例規範之探討 
科技法律透析/ 1 期，15

卷/41-46 頁 

70 2002/12 
周慧蓮簡維

克 

著作權法中公開播送權之探討──

以WTO爭端解決機構裁決美國違反

WTO/TRIPS 為例（上） 

萬國法律雜誌/126 期

/49-56 頁 

71 2002/6 
范建得簡維

克 

科技變動下之大陸智慧財產權法制

因應 

萬國法律雜誌/123 期

/18-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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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02/6 簡維克 
從美國 1996 年新通訊法案例探討電

信市場下的不對稱管制（下） 

萬國法律雜誌/123 期

/37-49 頁 

73 2002/4 簡維克 
從美國 1996 年新通訊法案例探討電

信市場下的不對稱管制（上） 

萬國法律雜誌/122 期

/37-47 頁 

74 2002/4 簡維克 
大陸新商標法下關於「馳名商標」之

探討 

科技法律透析/4 期，14 卷

/28 -33 頁 

75 2001/12 
范建得簡維

克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及其

法律問題之探討 

萬國法律雜誌/120 期

/56-62 頁 

76 2001/10 簡維克 2001 年大陸專利法最新動態研究 智慧財產權月刊/34 期 

77 2012/09 
劉尚志湯舒

涵張添榜 

專利進步性要件之判決分析：由美國

專利案例觀照台灣最高法院及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 

2012 最高法院專案計畫 

78 2012/09 
劉尚志張添

榜陳薈穎 

專利均等侵害判斷之判決分析：由美

國專利案例觀照台灣最高法院判決 
2012 最高法院專案計畫 

79 2000/11 

張添榜尹重

君曾文智陳

斌 林信玄

顧美春劉尚

志 

專利侵害判斷之理論與判斷均等論

適用之時點 

2000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論文集 

80 2001/11 張添榜 專利侵權的過失責任 
2001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論文集 

81 2009/04 張添榜 
以實證觀點檢視我國積體電路布局

保護法十二年的運作 

科技法學評論/1 期，6 卷

/75-112 頁 

82 2011/11 
蘇嘉瑞張楊

全楊弘仁 

兼顧「權益保護」與「研究促進」─

─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有效運作與法

律規範 

臺灣醫界/11 期，54 卷

/45-50 頁  

83 2010/6 蘇嘉瑞 
信賴原則在醫糾適用之類型化與法

學實證研究 

科技法學評論/1 期，7 卷

/257-304 頁 

84 2009/10 蘇嘉瑞 
刑法重傷害的新視野──由醫療觀

點看刑法上肢體重傷害 

軍法專刊/5 期，55 卷

/31-45 頁  

85 2008/11 蘇嘉瑞 知情同意──法律觀點 (下) 
醫療品質雜誌/6 期，2 卷

/86-89 頁 

86 2008/9 蘇嘉瑞 知情同意──法律觀點 (上) 
醫療品質雜誌/5 期，2 卷 

/76-79 頁 

87 2007/9 

蘇嘉瑞王炯

琅劉錦樹劉

燦宏謝士明 

論醫療社團法人對醫務管理的影響 
醫務管理期刊/3 期，8 卷

/195-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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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007/6 
蘇嘉瑞王炯

琅 楊弘仁 
醫療社團法人之理論與實務 

醫院雜誌/3 期，40 卷

/14-23 頁 

89 2011/12 
陳鋕雄劉庭

妤 

從「個人資料保護法」看病患資訊自

主權與資訊隱私權之保護 

月旦民商法雜誌/34 期

/23-57 頁 

90 2010/7 
陳鋕雄劉庭

妤 
遠距醫療之民事過失責任標準 

東吳法律學報/1 期，22 卷

/61-99 頁 

 

編號 日期 作者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0/12 章忠信 圖書館著作權小百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ISBN:978-986-02-6652-8 

2 2010/1 章忠信 著作權法一本就通 
書泉出版社                                                     

ISBN 9789861215563 

3 

2008/3 初

版                                       

2010/6 再

版 

章忠信 線上音樂與影片之著作權問題 
智慧財產學院                                                   

ISBN978-986-01-3141-3 

4 

2007/3 初

版                            

2009/8 再

版                   

2010/10

三版               

2008/9 日

文版 

章忠信 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五南出版社                             

ISBN 978-957-11-6064-1                  
日本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

查會                                      

ISBN978-4-8065- 2807-4                   

5 

2004/8 初

版                     

2006/2 再

版 

章忠信 著作權法的第一堂課 
書泉出版社                                                     

ISBN 986-121-162-4 

6 

2004/4 初

版              

2011/3 再

版 

章忠信 著作權博識 500 問 
書泉出版社                                                     

ISBN 986-121-101-2 

7 2001/2 章忠信 著作權大哉問 
書泉出版社                            

ISBN 957-667-573-1 

8 2000/4 章忠信 
多媒體法與企業經營手冊──創作

人與發行人實務指南(合譯) 
商業周刊                                                     

ISBN 957-667- 573-1 

9 2004/11 陳國成 專利行政訴訟之研究 司法院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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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7/9 初

版           

2009/2 再

版 

邱忠義 刑法通則新論 
元照出版公司                          

ISBN978-986-6540-44-8 

11 2008/11 

劉宜廉主編       

蘇嘉瑞等共

同作者 

醫療法律入門──案例導向討論(第

二版)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出版                     

ISBN: 978-957-29052-5-8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在97年度公告的「交通大學十年發展藍圖」中，設立精緻化專業法學院是交通大學強化

競爭力的重要方略之一，此乃交通大學積極發展人文社會領域、邁向頂尖綜合性大學所必

要，因為放眼世界知名的綜合大學，均設有國際化的專業法學院，肩負引領國家社會發展方

向之責。科技法律研究所自2000年成立以來，經由國際化、整合化與實證化的策略定位發

展，已成為臺灣在智慧財產權及科技法律教育與研究的領導者。在達成建置專業法學院之目

標前，科技法律研究所有必要按部就班、循序深化課程教學與研究能量，設立博士班實為達

成設立精緻化專業法學院的前置準備，有助於達成交通大學發展規劃目標。 

近幾年為落實發展人文社會領域之目標，交通大學校方大力支持科技法律研究所增聘師

資，2011及2012年共增聘4位具備生物醫學、生命科技、國際法、國際貿易專長的專任教

師，更禮聘卸任的司法院賴英照院長為講座教授，不但提升了科技法律研究所在教學與研究

上的能見度，更強化科技法律研究所在教學與研究上的質量，有助於在深化五大領域的研究

能量。未來在校方支持下，科技法律研究所將持續合聘具備基礎法學與科技法學雙專長之師

資，並善用新竹科學園區產業資源，以建立具備國際視野、符合在地需求的頂尖法律學院。 

 

陸、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博士班課程之設計除提供研究方法之基礎課程外，另配合科技法律研究所五大領域發

展，以「智慧財產權」、「企業與財經法」、「資訊通訊與競爭法」、「生物科技與醫療法」

及「國際法」此五大方向提供博士生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之修課選擇，詳細課程規劃內容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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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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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博士班課程規劃 

一、 研究方法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

師 

專(兼)任 

法學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3 先修 劉尚志

林欣柔

林三元 

專任 

兼任 

法律之經濟分析 3 必選 胡均立 兼任 

法律與管制經濟學 3 必選 胡均立 兼任 

法學實證研究 3 必修 劉尚志 專任 

法學雜誌編輯 2 必修 林欣柔 專任 

博士論文研究 
(每學期 1 學分，至少需修 4 學期) 

4 必修 科法所 專任 

專題討論(應修 4 學期) 0 必選 專任  

老師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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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開 

 

二、 基礎領域必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

師 

專(兼)任 

專利法與實務專題 3  劉尚志 專任 

智慧財產權研究專題 3  劉尚志 兼任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 3  倪貴榮

陳在方 

專任 

專任 

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律研究專題 3 必選 

七選二 

陳鋕雄 專任 

白領犯罪與經濟刑法 3  林建中

林志潔 

專任 

專任 
法律倫理與專業責任 3  陳鋕雄 專任 

產業與競爭法專題 3  王立達 專任 

 

三、 進階領域選修 

 
類

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 

教師 

專(兼)任 

一

、

智

慧

財

產

權 

美國智慧財產權案例研析 3 選修 劉尚志 專任 

著作權法專題 3 選修 王敏銓

林三元 

專任 

兼任 

智慧財產與智慧資本經營管理 3 選修 劉尚志 專任 

專利實務 3 選修 劉尚志 專任 

專利實務進階 3 選修 劉尚志 專任 

智權契約與授權 3 
 

選修 李貴敏 兼任 

商標法專題 2 選修 王敏銓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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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專題 3 選修 劉尚志 專任 

資訊法律專題 2 選修 王立達 專任 

國際智慧財產權法 2 選修 王敏銓 專任 

美國專利訴訟實務 3 選修 胡亦台

劉尚志

王敏銓 

兼任 

專任 

專任 

二

、

企

業

與

財

經

法 

企業金融法 3 選修 林建中 專任 

證券交易法專題 3 選修 林建中 專任 

商事法專題 3 選修 林建中 專任 

企業法律專題研究 3 選修 林建中 專任 

三

、

資

訊

通

訊

與

競

爭

法 

科技、法律與競爭專題 3 選修 王立達 專任 

新興科技概論(一) 2 選修 張志堅 兼任 

新興科技概論(二) 2 選修 張志堅 兼任 

資訊與通訊法專題 3 選修 王立達 專任 

網路法 3 選修 王立達 專任 

網路法律研究專題 3 選修 王敏銓 專任 

四

、

生

物

科

技

與

醫

療

法 

生物科技法律 2 選修 柯政昌 兼任 

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 3 選修 林欣柔 專任 

醫療法律與政策 3 選修 陳鋕雄 專任 

生物科技與跨國規範 3 選修 倪貴榮 專任 

生醫法律專題研究 3 選修 陳鋕雄

林欣柔

江浣翠 

專任 

專任 

專任 

五

、

國

國際投資法專題 2 選修 陳在方

薛景文 

專任 

專任 

國際智慧財產權專題 3 選修 倪貴榮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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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法 

陳在方 專任 

歐盟法專題 3 選修 薛景文 專任 

國際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 3 選修 王立達 專任 

國際經貿與環境法專題 3 選修 倪貴榮 專任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研究專題 3 選修 倪貴榮

陳在方 

專任 

專任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
之申請案可免填)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劉尚志 陳瑋明 專利侵害之合理權利金──以 Georgai Pacific 因素視之 

陳忠偉 美國程序類專利適格性判斷之實證研究──以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 Bilski 判決為中心 

陳禹農 股東訴訟與股東會決議瑕疵之實證分析──以我國最高法院

判決為中心 

陳倍嫻 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七天反悔期規定之適用 

蘇昱婷 台灣企業於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專利訴訟之實證研究 

汪偉柏 專利故意侵權實證研究──以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In Re 

Seagate 案為中心 

彭翔鴻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KSR案後非顯而易知性標準之實證研究 

黃景智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判決的實證研究與訴訟的策略分析 

施學浩 專利經營方法與訴訟策略──以台灣半導體和電子產業為實

證研究 

林博智 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及其通知程序之實證研究 

林承永 美國專利法權利耗盡判斷與個案實證分析 

劉育彬 Kyocera vs.ITC 案後台灣企業的 ITC 訴訟策略 

林育輝 美國專利不正行為法則的發展──兼論於我國專利制度中之

適用性探討 

陳東郁 半導體元件訴訟專利之專利評價的實證研究 

孫治遠 以科技設備監控替代刑罰可行性之研究 

林靜雯 由美國判決發展看以契約排除權利耗盡原則適用的容許性 

吳靜怡 專利事業體 Acacia Research Corporation 的專利指標及訴訟之

實證分析 

盧威樺 美國專利不正行為之研究──以 Therasense 案為中心 

林原毅 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實務發展與因應 

賴遠青 美國專利授權合理權利金的計算方式探討 

博士生姓名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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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忠信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訂定之研究 

林三元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之實證研究 

陳群顯 專利侵權法定損害賠償數額確定方法之建構 

瑪麗娜 Protection of Medicinal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Genetic Resources – Focus on Private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0 名; 指導博士生 4 名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倪貴榮 孫敏超 WTO 爭端解決機構所適用審查基準之研究──以 SPS 協定

之風險評估為中心 

陳蔚奇 論美國專利連結制度於我國實行之妥適性 

黃韻蓉 原住民傳統知識保護法制研究──聚焦於財產權面向之研討 

段奇琬 連結貿易與勞動人權之國際規範研究 

賴奕君 能源稅法制之研究──先進國家實施經驗與我國未來立法方

向之探討 

鄭宛菁 強制授權補償金之研究 

張愷致 世界貿易組織與區域貿易協定之競合與衝突研究──以爭端

解決機制為中心 

李芳全 建構我國學名藥法制之研究 

吳慈珮 全球新興傳染病控制規範與策略研究──以人畜共通傳染病

議題為中心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王敏銓 葉佳山 網際網路上創作者合理使用問題之探討 

魏瑀嫻 流動的公共領域──創用 CC 在我國的實踐與反思 

林怡彤 著作之核心概念-原創性之實證研究 

李維峻 網路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著作權親權免責事由之探討──以

美國 YouTube v. Viacom 為中心 

陳慧芝 WTO 爭端解決小組就 GMO 爭議之裁決分析──以 SPS 

Agreement 第 2.2 條、第 5.1 條及第 5.7 條之解釋及適用為主 

陸大瑜 Analysis of the Assessment of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for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湯淑嵐 論商標侵權下商標使用要件之妥適性 

陳可嘉 美國法上個人公開權之研究 

扈心沂 論商標淡化之商標使用要件 

高慕嘉 社群網站使用者隱私保護之研究:以 Facebook 為例 

黃楠婷 商標商品化之研究 

黃雅葶 國際石油探勘開發合約研究 

林雨儒 合理使用於數位圖書搜尋之適用──以 Google Book Search

為中心 

楊佩文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法有關證據開示程序之研究──以電

子化儲存資訊為中心 



37 
 

陳儷卿 開放原始碼軟體授權之相關法律風險分析 

胡智奎 網路電台之著作使用報酬費率探討──以使用音樂著作及錄

音著作之情形為中心 

謝清傑 刑法第 311 條第 3 款善意適當評論之適用問題 

陳凱君 著作權損害賠償之探討──以美國及台灣法制為中心 

范智達 商標侵權案件定暫時狀態處分審酌因素之研究 

博士生姓名 論文題目 

章忠信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訂定之研究 

林三元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之實證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9 名; 指導博士生 2 名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王立達 王天心 智慧財產權的全球化：如何利用專利制度以促進開發中國家

科技創新 

劉昊恩 網路中立管制之經濟衝擊對於差別待遇行為合理性認定之影

響 

陳蔚奇 論美國專利連結制度於我國實行之妥適性 

鄭卉晴 擴張權利金收取標的之違法性判斷──以美國智財實務與競

爭規範為中心 

賴柏翰 美國專利核准後行政撤銷機制之現在與未來──以再審查與

核准後審查為中心 

蘇靜雅 美國專利法上書面說明要件之探討──由產業及技術領域區

別適用觀點切入 

黃珮珍 醫藥衍生物發明之可專利性研究：以已知物質衍生物和活性

代謝物為中心 

林心印 競爭法上價格擠壓違法性之再省思：美歐新近案例發展與理

論探討 

劉威廷 美國競爭法上智慧財產拒絕授權案件之實證研究 

林珀如 美國專利權耗盡原則之研究：以聯邦最高法院 Quanta v. LGE

判決造成之衝擊與反思為中心 

廖正義 電信業結合管制之研究:以電信法與競爭法的雙元管制為中

心 

林珮慈 論消費者基因檢測之法律爭議及應有規範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 名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林志潔 莊宇真 刑法中的認知神經科學──以證據法為中心 

陳又寧 美國性侵害證據法則之研究──以破除性侵害迷思為中心 

陳立民 從偏見出發看性犯罪的本質──情感與意志 

鍾若琪 律師保密義務與真實義務之衝突 

金孟華 從女性主義法學觀察性侵害法律改革之演進 

黃任顯 從信任關係的變遷論企業集團負責人的背信行為──以紅火

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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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晨綺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之律師權與實質有效辯護 

林意玟 我國公司治理與吹哨者保護 

陳雅譽 論我國犯罪所得沒收法制與實證研究──與美國法制之比較 

張彥閔 建立個人廢棄物資料庫之隱私權限制──以輔助犯罪偵查為

中心 

謝明錫 情資交換與刑事司法互助間之衝突與調和──以建構我國未

來相關法制為中心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1 名 

 

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79,027 冊，外文圖書 17,573 冊，101 學年度擬

增購法律類圖書 40 冊；中文期刊 43種，外文期刊 53種，101學年度擬增購法

律類期刊 0 種。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學系可支援  

        學年度增購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 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科技法律研究所目前能自行支配之空間座落管理二館大樓第一樓層、綜合

一館第一樓層、電資大樓第六及第八樓層。另有台北校區辦公室、研究室

及教室3間，目前專供科技法律研究所使用。共計650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6.25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59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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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改變等) 

在「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中長程計畫」草案 6.1「空間需求」中指出，「管理學院院部

及資管所遷出管理二館所騰出之空間，擬提供給科技法律研究所使用」。 

三、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自創所以來即以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自我定位，致力於

「法律」、「科技」與「產業」之結合，用新興科技的創新動力來推動實用法學的演進，並

以傳統人文社會科學作為奠定產業及科技研究的基石，積極培養具備科技整合能力之法律人

才，使法之秩序與觀念能積極深入社會各個層面，力求拓展法學的觸角與視野，培育具備世

界觀與國際化之法律人才，以迎合時代潮流，提升我國未來於全球產業和國際社會之競爭

力。交通大學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旁，科學園區有龐大的法律知識需求，不論在智慧財產專利

問題，或是企業內部的治理問題，科技法律研究所透過獨立設立博士班，結合五大領域的發

展目標，可帶動台灣法學研究的革新，培養出符合產業需求之法律人才，提升交通大學整體

的國際學術地位。 

拾壹、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增設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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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

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 11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5 員，助理教授以上

者 6 員；兼任師資 14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1 
專任

教師 
教授 劉尚志 

美國德州農

工大學        

工程博士 

智慧財產權、網

際網路與電子商

務法律、生物科

技法律、高科技

產業經營與競爭

策略 

法學實證研究、專利法與

實務專題、美國專利訴訟

實務、智慧財產權法、專

利撰寫申請與審查、法學

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美

國智慧財產權案例研

析、智慧財產權研究專

題、智慧財產與智慧資本

經營管理、專利實務、專

利實務進階、專利法專題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 
專任

教師 
教授 倪貴榮 

英國愛丁堡

大學        

法學博士 

國際經貿法、國

際環境法、貿易

與永續發展法、

生物科技法律、

英美契約法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生物

科技與跨國規範專題、貿

易與環境專題、英美契約

法、國際公法 

科技法律

研究所 

3 
專任

教師 
副教授 王敏銓 

美國史丹福

大學          

法學博士 

著作權法、商標

法、國際智慧財

產權法、英美財

產法、法理學 

著作權及商標法研究專

題、美國專利訴訟實務、

美國民事訴訟法、著作權

法專題、當代法學思想、

商標法專題、英美法導

論、英美財產法 

科技法律

研究所 

4 
專任

教師 
副教授 王立達 

美國印第安

那大學布魯

明頓分校             

法學博士 

專利法、公平交

易法、人類創新

之法律保護 

憲法、智慧財產與競爭專

題、通訊傳播法、智慧財

產權法、產業與競爭法專

題 

科技法律

研究所 

5 
專任

教師 
副教授 林志潔 

美國杜克大

學         

法學博士 

刑法、刑事訴訟

法、女性主義法

學、經濟刑法 

刑法分則、白領犯罪與經

濟刑法、性別與法律、刑

事法專題研究、美國刑法 

科技法律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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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陳鋕雄 

美國聖路易

華盛頓大學

法學博士 

醫事法、法律倫

理、生物科技法

律、司法實習訓

練 

醫療法律與政策、生物科

技法律、英美侵權法、民

法總則、法律倫理與專業

責任、訴訟實務書狀撰

寫、法院實習 

科技法律

研究所 

7 
專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林建中 

美國賓州大

學        

法學博士 

公司法、公司理

論、企業併購

法、證券交易

法、銀行法 

企業法律專題研究、美國

公司法、白領犯罪與經濟

刑法、商事法專題、證券

交易法專題、企業金融

法、企業經營之英美法實

務 

科技法律

研究所 

8 
專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林欣柔 

美國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

法學博士 

公共衛生法、醫

療法、生命倫理

與法律 

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民

事法實例演習、醫療衛生

法專題研究、法學論文寫

作與研究方法、法學雜誌

編輯、民法總則、行政

法、專題討論、醫療法律

與政策 

科技法律

研究所 

9 
專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陳在方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麥迪

遜分校法學

院博士 

國際經濟法、WTO

爭端解決法制、

貿易救濟法、專

利法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民事

法實例演習、國際模擬法

庭、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研

究專題、國際投資法、國

際經貿爭端解決專題、民

法物權、智權契約與授權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0 
專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薛景文 

德國科隆大

學       

法學博士 

國際貿易法、歐

盟法、國際公

法。 

國際模擬法庭、國際投資

法、民法債編總論、歐洲

聯盟法總論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1 
專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江浣翠 

美國印第安

那大學布魯

明頓分校法

學博士 

醫療法、人工生

殖法、公共衛生

法、生醫專利 

醫療法律與政策、生物科

技法律專題：生醫智財與

管制、全球公共衛生與生

命倫理、醫療法律專題：

醫療機構法、民法債編各

論、訴訟實務書狀撰寫、

法院實習、生命的法律學

分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2 
兼任

教師 

講座教

授 
賴英照 

美國哈佛大

學       

法學博士 

證券交易法、公

司法、銀行法 

證券交易法專題研究 
科技法律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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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袁丹吉 

美國馬歇爾

法學院                  

法學博士 

美國專利訴訟、

專利法 

專利撰寫申請與審查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5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級專

業技術

人員 

章忠信 

國立交通大

學 

科技管理博

士 

智慧財產權法、

著作權法、 

智慧財產權法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6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胡亦台 

美國馬里蘭

大學                  

法學博士 

美國專利訴訟實

務 

美國專利訴訟實務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7 
兼任

教師 
副教授 張志堅 

美國西北大

學                 

法學博士 

新興科技概論、

影像處理、軟體

工程、人工智

慧、數位內容 

新興科技概論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8 
兼任

教師 
副教授 許美麗 

國立政治大

學             

法學博士 

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科技法律

研究所 

19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級專

業技術

人員 

邱忠義 

天主教輔仁

大學                

法學碩士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一)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0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級專

業技術

人員 

林三元 

國立交通大

學           

科技管理博

士 

民法、智慧財產

權法 

民法債篇總論、法學論文

寫作與研究方法、親屬與

繼承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1 
兼任

教師 
教授 胡均立 

美國紐約州

立大學石溪

分校經濟博

士 

決策科學、科技

管理、應用個體

經濟學 

法律之經濟分析、法律與

管制經濟學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2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吳巡龍 

美國史丹福

大學       

法學博士 

美國刑事訴訟法 

美國刑事訴訟法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3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級專

業技術

人員 

張世柱 

中國政法大

學            

法學博士 

中國大陸企業法

制 

中國大陸企業法制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4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高士偉 

美國班哲明

卡多佐法學
法學英文寫作 

法學英文寫作 科技法律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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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學博士 

25 
兼任

教師 

助理教

授 
柯政昌 

國立清華大

學               

生命科學院

博士 

生物醫學概論 

生物醫學概論 

科技法律

研究所 

26 
兼任

教師 
副教授 李貴敏 

美國太平洋

大學                            

法學博士 

智權契約與授權 

智權契約與授權 
科技法律

研究所 

註 1：實際在申請案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基本資料表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科技法律研究所師資結構目前已符合設立博士班所需員額，下表所示合聘師資尚在規畫中。)   

擬合聘專任師資 2

員。 
      

專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 

專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

來源 

有否接洽

人選 

專任 

（合聘） 
教授 法學博士  資訊通訊法 

專長領域著有

重要論文或專

書。 

網路法、數

位匯流、資

通法 

遴聘 是 

專任 

（合聘） 
教授 法學博士 

刑法、刑事

訴訟法、資

訊法、證據

法 

專長領域著有

重要論文或專

書。 

刑法總則、

刑法分則、

經濟刑法、

資訊刑法 

遴聘 是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 5：法律領域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96.12.1-101.11.30       

校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科技法律研究所新增博士班             

專任教師：11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論文篇數：合計 90 篇， 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

師數)： 8 篇 
    

2.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33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3 篇 
    

3.或出版經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計  2 本，每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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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總書本數/專任教師數)：  本 

※期刊論文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

期數 

審查 

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11/4 
劉尚志、陳瑋

明、賴婷婷 
教授 

合理權利金估

算及美國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

之判決分析 

專利師/5 期

/66-85 頁 

  

  □是□否 

2 2010/8 
劉尚志、吳俊

英 
教授 

美國破產法中

智財授權契約

當事人破產之

法律問題 

月旦法學雜誌

/184 期/111-135

頁 

  

  □是□否 

3 2010 
劉尚志、王俊

凱、王思穎 
教授 

美國專利損害

賠償之計算方

法 

智慧財產訴訟

新制專題研究

/1-45 頁 

智慧財

產法院 
  □是□否 

4 2009/7 
劉尚志、何彥

蓉 
教授 

公平會管制事

業警告函管制

效果之實證研

究──以懸疑

效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7

卷，3 期/51-97

頁 

  

TSSCI ■是□否 

5 2009/4 

王俊凱、王文

杰、李友根，

陳群顯、陳建

宏、劉尚志 

教授 

美國、台灣與中

國大陸之專利

侵權民事損害

賠償實證研究 

科技法學評論/ 

6 卷，1 期/1-74

頁 

  

  □是□否 

6 2009/2 
劉尚志、林三

元 
教授 

科技法律：本質

與發展 

月旦法學雜誌

/166 期/111-135

頁 

  

  □是□否 

7 2008/7 劉尚志 教授 
司法全球化與

國家競爭力 

檢察新論/4 期

/1-11 頁 

  
  □是□否 

8 2012 

Huai-Chi 

Cheng and 

Kuei-Jung Ni 

教授 

The Boundary of 

a WTO 

Member’s 

Obligation to 

Comply with 

Art. 31(f) of the 

TRIPS 

Agreement: A 

I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to be 

published) 

  

SSCI/

Westla

w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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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Review 

of Granting 

Compulsory 

License on 

Philips’ CD-R 

Patents by 

Taiwan 

9 2011/12 Kuei-Jung Ni 教授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Global 

Lawmaking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Vol.10, 

No.2/pp85-118 

  

Westla

w 
■是□否 

10 2011/11 倪貴榮 教授 

國際食品安全

委 員會 

(Codex) 在國際

貿易體系之 地

位──探討作

為 WTO 國際標

準之正當 性 

歐盟與美國生

物科技政策 

歐美研

究季刊 

(TSSCI) 

審查通

過 

  □是□否 

11 2011/5 

Marina 

Tsikun and 

Kuei-Jung Ni 

教授 

Using Licensing 

Contracts to 

Protect Holder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Genetic 

Resources: 

Focus on ICBG 

Projec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Vol. 42, 

No.3/pp. 

299-315 

  

SSCI/

Westla

w 

■是□否 

12 2010/9 倪貴榮 教授 

WTO 會員設定

強制授權事由

的權限：以維也

納條約法公約

之解釋原則分

析飛利浦 CD-R

專利特許實施

事由與 TRIPS

臺大法學論叢

/39 卷，3 期

/369-434 頁 

  

TSS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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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容性 

13 2009/12 
倪貴榮、吳慈

珮 
教授 

由 WTO 貿易規

範檢視美國牛

肉(具BSE風險)

的進口管制 

月旦法學雜誌

/176 期/147-159

頁 

  

  □是□否 

14 2009/11 

Hui-Chih 

Chen and 

Kuei-Jung Ni 

教授 

An Analysis of 

the WTO Panel 

Ruling on GMO 

Disputes: 

Focus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2.2, 

5.1 and 5.7 of 

the SPS 

Agre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Law/Vol. 6, 

No.2/ pp. 45-60 

  

Westla

w 
■是□否 

15 2009/10 Kuei-Jung Ni 教授 

Legal Aspects of 

Prior Informed 

Consent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 

Analysis of 

Global 

Lawmaking and 

Local 

Implementation 

toward an 

Optimal 

Normative 

Construction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 42, 

No.1/pp. 

227-278 

  

Westla

w 
■是□否 

16 2011/2 
王敏銓、黃楠

婷 
副教授 

商標商品化初

探 

智慧財產權/146

期/32-48 頁 

  
  □是□否 

17 2010/10 
王敏銓、扈心

沂 
副教授 

商標侵害與商

標使用──評

臺灣高等法院

月旦法學/185

期/151-169 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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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度上

易字第二○九一

號判決與智慧

財產法院九十

七年度民商上

易字第四號判

決 

18 2010/10 
劉孔中、王敏

銓 
副教授 

從比較商標理

論及實務探討

公示著名商標

案件之必要性

與方法 

政大法學評論

/117 期/269-303

頁 

  

TSSCI ■是□否 

19 2010/6 
王敏銓、 陳

凱君 
副教授 

著作權侵害之

救濟──以美

國法與臺灣法

的損害賠償為

中心 

全國律師/14

卷，6 期/4-15 頁 

  

  □是□否 

20 2009/6 
王敏銓、黃皓

陽 
副教授 

美國商標法對

營業包裝與非

傳統商標之保

護──兼論我

國對立體商標

的保護- 

中原財經法學

/22 卷/95-128 頁 

  

TSSCI □是□否 

21 2009/11 

Kung-Chung 

Liu, Xinliang 

Tao and 

Min-Chiuan 

Wang 

副教授 

The Use and 

Misuse of 

Well-Known 

Marks Listing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Vol.40, 

No.6/pp.685-697 

  

SSCI/

Westla

w 

■是□否 

22 2008/4 王敏銓 副教授 

美國商標侵害

之抗辯事由─

─拋棄、詐欺與

衡平法抗辯 

法令月刊/59

卷，4 期/33-47

頁 

  

  □是□否 

23 2008/1 王敏銓 副教授 

美國之智慧財

產權法與競爭

法之互動綜觀 

全國律師/12

卷，1 期/63-70

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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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2/9 
王立達、許翠

玲 
副教授 

違法聯合行為

協議之私法上

效力──競爭

法與民法第 71

條之雙向實證

與釋義分析 

中研院法學期

刊/11 期/65-127

頁 

  

TSSCI ■是□否 

25 2012/6 
黃珮珍、王立

達 
副教授 

專利法對醫藥

衍生發明之合

理評價：以已知

物質衍生物為

中心 

成大法學/23 期

/35-82 頁 

  

  □是□否 

26 2012/1 王立達 副教授 

Deviated, 

Unsound, and 

Self-Retreating: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Princo v. 

ITC en 

banc Decision 

Marquet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Vol16/p

p.51-80 

  

Westla

w 
■是□否 

27 2011/7 
王立達、鄭卉

晴 
副教授 

智慧財產權人

擴張權利金收

取標的之研究

──以美國競

爭規範之區別

處理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

/19 卷，3 期

/33-80 頁 

  

TSSCI ■是□否 

28 2011/7 
賴柏翰、王立

達 
副教授 

專利權行政撤

銷制度之省思

與新發展：以美

國發明法案之

兩段式新制為

中心 

全國律師/2011

年 7 月號/34-50

頁 

  

  □是□否 

29 2010/12 
王立達、陳蔚

奇 
副教授 

學名藥上市審

查之專利連結

制度：美國經驗

評估與檢討 

台大法學論叢

/39 期/349-406

頁 

  

TSSCI ■是□否 

30 2010/4 
劉怡婷、王立

達 
副教授 

美國專利侵害

實際損害額之

計算──以專

智慧財產權月

刊/136 期/68-95

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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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超出專

利保護範圍之

產品為中心 

31 2009/11 王立達 副教授 

美國競爭法近

期發展與政權

移轉之可能影

響──避免過

度嚇阻、重視經

濟學理到強化

執法 

月旦法學雜誌

/174 期/230-240

頁 

  

  □是□否 

32 2009/2 王立達 副教授 

TRIPS 協定之

例外條款：以概

括型例外條款

為中心 

政大法學評論

/107 期/83-128

頁 

  

TSSCI ■是□否 

33 2009/2 
王立達、江國

泉 
副教授 

不同標準，合理

齟齬？──評

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飛利浦可

錄式光碟專利

特許實施案判

決 

月旦法學雜誌

/165 期/174-201

頁 

  

  □是□否 

34 2009/1 王立達 副教授 

我國學術機構

技術移轉法制

現況、問題與檢

討 

全國律師/2009

年 1 月號/47-59

頁 

  

  □是□否 

35 2008/1 王立達 副教授 

Biomedical 

Upstream 

Paten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Case for 

Compulsory 

Licensing 

Bearing 

Reach-Through 

Royalties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Vol.

10/pp.251-330  

  

Westla

w 
■是□否 

36 2008/1 王立達 副教授 

限制競爭之專

利侵害和解：尋

全國律師/2008

年 1 月號/51-62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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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適分析架

構 

頁 

37 2007/8 王立達 副教授 

開放動植物專

利與非己意種

植專利作物：兼

評專利法修正

草案 

全國律師/2007

年 8 月號/89-99

頁 

  

  □是□否 

38 2012/6 
林志潔、金孟

華 
副教授 

「合理」的懷

疑？──以後

現代女性主義

法學觀點檢視

我國性侵害審

判之偏見 

政大法學評論

/127 期/117-166

頁 

  

TSSCI ■是□否 

39 2012/3 林志潔 副教授 

確定故意與不

確定故意可否

成立共同正犯

──最高院 99

台上 6428 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

/196 期/227-231

頁 

  

  □是□否 

40 2012/3 林志潔 副教授 

貪污犯罪檢舉

人之保護與獎

勵──以廣義

的貪污共犯為

核心 

月旦法學雜誌

/203 期/136-166

頁 

  

  □是□否 

41 2011/9 林志潔 副教授 

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判決與內

線交易內部人

定義之發展─

─以O'Hagan案

為重心 

歐美研究季刊

/41 卷，3 期

/849-883 頁 

  

TSSCI ■是□否 

42 2011/8 
林志潔、麻詠

真 
副教授 

財經犯罪與內

線交易重大消

息之判斷──

臺北地方法院

九十六年度重

訴字第一三二

號（綠點案）刑

事判決評釋 

月旦裁判時報

/10 期/87-95 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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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1/7 林志潔 副教授 

論證券交易法

第一七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非

常規交易罪 

月旦法學雜誌

/195 期/79-100

頁 

  

  □是□否 

44 2011/6 林志潔 副教授 

我國機關鑑定

改革研究──

以車禍、測謊、

DNA 鑑定為例 

台灣法醫學誌/3

卷，1 期/10-21

頁 

  

  □是□否 

45 2011/2 
高御恆、林志

潔 
副教授 

藉順發案反思

我國操縱股價

之連續買賣禁

止條款 

萬國法律/175

期/2-13 頁 

  

  □是□否 

46 2011/2 
黃任顯、林志

潔 
副教授 

背信罪不法意

圖要件之機能

及其反證 

萬國法律/175

期/14-26 頁 

  

  □是□否 

47 2010/11 
Chih-Chieh 

Lin 
副教授 

Failing to 

Achieve the 

Goal: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Why Rape Law 

Reform in 

Taiwan Has 

Been 

Unsuccessful 

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Vol.18,N

o.1/pp.163-201 

  

Westla

w 
■是□否 

48 2010/11 
林志潔、莊宇

真 
副教授 

在釋字第六六

六號之後──

從女性主義理

論看台灣性產

業之立法與規

範 

月旦法學雜誌

/186 期/5-18 頁 

  

  □是□否 

49 2010/9 
林志潔、林孝

倫 
副教授 

從力霸案論台

灣會計師簽證

財報不實之法

律責任 

台大法學論叢

/39 卷，3 期

/223-288 頁 

  

TSSCI ■是□否 

50 2010/8 
廖大穎、林志

潔 
副教授 

商業判斷原則

與董事刑事責

任之阻卻 

月旦法學雜誌

/183 期/223-242

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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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10/7 
林志潔、金孟

華 
副教授 

美國女性主義

法學發展與性

侵害防制法之

改革 

月旦法學雜誌

/182 期/144-161

頁 

  

  □是□否 

52 2009/12 林志潔 副教授 

論美國法上犯

罪主觀要件與

精神障礙心智

缺陷抗辯 

歐美研究季刊

/39 卷，4 期

/615-670 頁 

  

TSSCI ■是□否 

53 2009/6 
Chih-Chieh 

Lin 
副教授 

Regulating 

Pregnancy in 

Taiwan-An 

Analysis from 

an Asian Legal 

Feminist Using 

Feminist Legal 

Theories 

Baltimore Law 

Forum/2009 

Spring 

Issue/pp.204-22

6 

  

Westla

w 
■是□否 

54 2009/6 林志潔 副教授 

財產來源不明

罪之立法與評

析 

檢察新論/6 期

/79-95 頁 

  

  □是□否 

55 2009/6 林志潔 副教授 

復仇的女王

蜂？精神異常

的弱女子──

由女性主義法

學方法評析最

高法院相關裁

判 

台灣法學雜誌

/126 期/33-49 頁 

  

  □是□否 

56 2008/1 林志潔 副教授 
洗錢防制之新

思維 

檢察新論/3 期

/265-281 頁 

  
  □是□否 

57 2012/9 
蕭雅純、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合於倫理的審

查機制：人體試

驗委員會的利

益衝突 

台灣醫學/16

卷，5 期/510-516

頁 

  

  □是□否 

58 2012/12 
劉瑋庭、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合理對價或不

當誘因？論人

體試驗受試者

之報酬──以

未成年受試者

為中心 

法學新論/39 期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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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12/8 
Chih-hsiung 

Chen 

助理教

授 

Legal Education 

Reform in 

Taiwan: Are 

Japan and Korea 

the Models?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Vol.6

2, No.1 

  

SSCI/

Westla

w 

■是□否 

60 2012/7 
Chih-hsiung 

Chen 

助理教

授 

Scope of 

Practice Laws as 

Obstacles to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C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ast Asia Law 

Review/Volume 

7, Issue 3 

  

Westla

w 
■是□否 

61 2012/10 
王思涵、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專業倫理與商

業行為的交鋒

──論律師廣

告之限制 

法學新論/38 期

/113-142 頁 

  

  □是□否 

62 2011/12 
陳鋕雄、劉庭

妤 

助理教

授 

從「個人資料保

護法」看病患資

訊自主權與資

訊隱私權之保

護 

月旦民商法雜

誌/34 期/23-57

頁 

  

  □是□否 

63 2011/12 
傅若婷、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律師服務網路

媒合平台之倫

理問題──以

法易通事件為

中心 

月旦財經法雜

誌/27 期/87-121

頁 

  

  □是□否 

64 2011/12 
劉瑋庭、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美國健改法案

下的醫療法院

方案 

醫事法學/18

卷，2 期/4-29 頁 

  

  □是□否 

65 2011/11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整合或競爭？

──輔助與替

代醫學的證照

管制政策 

歐盟與美國生

物科技政策

/453-540 頁 

  

TSSCI ■是□否 

66 2011/10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讓學生接觸原

汁原味的案例

創新與實踐：台

灣法學教育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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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審判

實務教學之整

合 

/269-279 頁 

67 2011/9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創新、競爭與整

合──建構台

灣司法專業教

育的改革動力 

2010 兩岸四地

法律發展

/613-666 頁 

  

  □是□否 

68 2011/8 
孫敏超、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律師對同業不

法行為的舉發

義務 

全國律師/2011

年 8 月號/83-95

頁 

  

  □是□否 

69 2011/6 
陳鋕雄、陳鵬

元 

助理教

授 

奈米醫療對藥

物查驗登記制

度之衝擊──

美國與我國之

比較 

醫事法學/ 18

卷，1 期/1-20 頁 

  

  □是□否 

70 2011/1 
洪晨綺、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律師執業過失

之構成要件─

─美國與我國

之比較 

全國律師/2011

年 1 月號

/101-112 頁 

  

  □是□否 

71 2010/12 陳鋕雄、夏禾 
助理教

授 

律師與當事人

關係建立之倫

理問題──美

國與台灣之比

較 

法學新論/27 期

/93-121 頁 

  

  □是□否 

72 2010/12 
陳鋕雄、傅若

婷 

助理教

授 

法院實習課程

的理論與實務

──以交大科

法所經驗為例 

法官協會雜誌

/12 卷/187-212

頁 

  

  □是□否 

73 2010/7 
陳鋕雄、劉庭

妤 

助理教

授 

遠距醫療之民

事過失責任標

準 

東吳法律學報

/22 卷，1 期

/61-99 頁 

  

TSSCI ■是□否 

74 2010/5 
鍾若琪、陳鋕

雄 

助理教

授 

律師保密義務

與忠實義務之

衝突──美國

法的觀點 

全國律師/2010

年5月號/93-108

頁 

  

  □是□否 

75 2010/2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人體試驗之受

試者保護──

簡評新修正醫

法學新論/19 期

/89-115 頁 

  

  □是□否 



55 
 

 

療法 

76 2009/11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企業律師職務

上之倫理衝突 

全國律師/2009

年11月號/60-71

頁 

  

  □是□否 

77 2009/6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遠距醫療與醫

師親自診察檢

驗義務 

中原財經法學

/22 期/47-94 頁 

  

TSSCI ■是□否 

78 2009/1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法律實習課程

在法學教育中

的重要性 

司法改革雜誌

/69 期/37-40 頁 

  

  □是□否 

79 2008/9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美國法學資料

檢索系統及重

要法學期刊論

文概述 

月旦法學雜誌

/161 期/223-233

頁 

  

  □是□否 

80 2008/9 陳鋕雄 
助理教

授 

美國近來法學

教育的變革 

台灣法學雜誌

/107 期/213-220

頁 

  

  □是□否 

81 2012/6 
Chien-Chung 

Lin 

助理教

授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Director 

Mechanism 

Under Changing 

Macro 

Political-Econo

mic Settings: A 

Review of Its 

First Decade and 

Two Possible 

Models in the 

Future 

American 

University 

Business Law 

Review (2011) 

  

Westla

w 
■是□否 

82 2011/5 林建中 
助理教

授 

從美國德拉瓦

公司法看臺灣

股東訴訟的基

本類型與問題-

以最高法院九

十九年度台上

字第一六五○號

及第一四○一號

月旦法學雜誌

/192 期/215-226

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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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為例 

83 2010/3 
Chien-Chung 

Lin 

助理教

授 

The Japanese 

Independent 

Director 

Mechanism 

Revisited: The 

Corporate Law 

Setting, Current 

Status, and 

Explanations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Vol.24/p

p65-128 

  

Westla

w 
■是□否 

84 2012/2 林欣柔 
助理教

授 

從美國紐約市

結核病拘禁法

令評析臺灣結

核病隔離治療

制度 

政大法學評論

/125 期/287-367

頁 

  

TSSCI ■是□否 

85 2009/6 林欣柔 
助理教

授 

傳染病防治法

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護理人員

執行預防接種

業務免於密醫

罪之評析 

全國律師/2009

年 6 月號/62-75

頁 

  

  □是□否 

86 2009/6 林欣柔 
助理教

授 

強制施打？免

費施打？──

從公共衛生倫

理評析人類乳

突病毒(HPV)疫

苗之法律與政

策爭議 

法學新論/2009

年 6 月號

/153-180 頁 

  

  □是□否 

87 2012/5 陳在方 
助理教

授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nd the 

Roles of ICSID 

Arbitral 

Tribunal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Vol. 5, 

No.1/pp23-43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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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010/7 陳在方 
助理教

授 

Venue Reform 

in Patent 

Litigation: To 

Transfer or Not 

to Transfer 

Wake Fore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Vol.10, 

No.2 

153/pp.153-176 

  

Westla

w 
■是□否 

89 2009/9 陳在方 
助理教

授 

What Exactly is 

the Panel 

Reviewing: The 

First Step in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nalysis 

in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s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Vol.4/pp.

467-520 

  

SSCI/

Westla

w 

■是□否 

90 2009/9 薛景文 
助理教

授 

Direct Effect, 

The WTO 

Compliance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for 

Individuals: 

Lessons from 

the EC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Vol.4, 

No.2/pp.521 

  

SSCI/

Westla

w 

■是□否 

※專書        

編號 日期 教師姓名 職稱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

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

商登記字號) 

   

1 2012 林志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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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10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 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10月04日(星期四) 中午12:10 ~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進燈教務長  

出席：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學系(學

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專班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各教學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 

列席：教務處各級主管、成績修改教師 

記錄：許家菻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四、學則第 7、26、27 條修正案，請討論。（註冊組） 

說  明：擬修正之對照及說明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

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

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

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所

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位

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

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並

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

第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

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

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

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

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

位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

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

並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

增列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之學生轉

校依據。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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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轉校依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

定」辦理。 

辦理。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

業依據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辦理。

前揭要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

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修讀學士

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

點」辦理。 

依教育部建議辦

理。 

第27條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之碩士班研究生、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

者，得依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讀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

業要點」，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

書。 

第27條 碩士班研究生及學士班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

力者，得依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

士學位辦法及本校之作業規定，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

書。 

增列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之學生逕

博之依據。 

決  議：照案通過。 

 

参、臨時動議： 無。 

 

（散會：14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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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則第 7、26、27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

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

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

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

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

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

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

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

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

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

前三項規定辦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

學生轉校依「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學生轉校規定」辦理。 

第 7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

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

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

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

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

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

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

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

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

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

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

前三項規定辦理。 

 

增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

轉校依據。 

第 26 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

前畢業依據本校「修讀學

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作業要點」辦理。前揭要

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 26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

前畢業依據「國立交通大學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

畢業作業要點」辦理。 

依教育部建議辦理。 

第 27 條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之碩士班研究生、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

異並具研究潛力者，得依

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士學

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讀

第 27條  碩士班研究生及學

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

並具研究潛力者，得依據教

育部頒逕修讀博士學位辦

法及本校之作業規定，申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增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

逕博之依據。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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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申

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

服務機構之同意書。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服

務機構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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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100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0年 9月 23日） 

101年 1月 10日臺高 (二)字第 1000236226 號函備查 

100學年度第３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0年 12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４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1年 3月 8日） 

100學年度第４次校務會議核定（101年６月６日） 

101年 6月 18日臺高 (二)字第 1010109106 號函備查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學籍、成績及畢業等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

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依所修讀學位分三種，分別為：學士班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及博士班研究生，各種新生

之招生，悉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本校相關招生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僑生得依據教育部發

布之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分發或申請入學，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接受外國學生修讀學位及選

讀學分辦法申請入學，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轉 學 考 試 

第三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依規

定不得招收轉學生。 

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大學招收轉學生共同注意事項」擬定招生簡章辦理之。 

保留入學資格 

第四條 新生符合下列條件，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1. 因重病住院或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 

2. 參加教育實習。 

3.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 

4.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法令另有規定者從之。 

因重病、懷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者須檢具醫院出具之證明書或子女出生證明;因參加

教育實習或法令規定申請者須檢具有關證明或有關法令，於應入學當學期註冊前，向教務處註冊

組申請，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者，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入 學 

第五條 新生及轉學生除依第四條規定辦理保留入學資格者外，應於規定日期來本校辦理報到並完成註冊

入學手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有兵役義務之新生或轉學生入學時，請依兵役相關法令申請緩徵或

儘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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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須繳交學籍記載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學籍記載表記載學生之學籍資料，由

本校永久保存。 

學生之姓名(含字形)及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

符者，應即更正。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須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件，至註冊組辦理。 

轉 系 所 (組) 

第七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

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

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

中。 

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所)轉組者，比照前三項規定辦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轉校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辦理。 

第八條 學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向註冊組申請，學士班轉系（組）審核依本校

各學系招收轉系學生審查要點及本校各學系學生轉系審核辦法辦理。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轉主修系所（組）學位學程須經轉入與轉出系所（組）學位學程審核同意，

送教務處核定。 

經核准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學生於錄取公告後一週內可申請放棄轉系所。 

第九條 各學系辦理學士班學生轉系，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二

成為度。 

研究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之名額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 

繳 費 

第十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於註冊前公佈之。 

註 冊 

第十一條 每學期開始，學生須如期到校註冊，因故未能於開始上課後三天內完成註冊者應請假申請延期

註冊，延期註冊以開始上課後兩星期為限，逾期未完成註冊者，即令退學。教務處做成退學處

分前，應通知被退學學生，給予學生於一週內向教務處提書面意見之機會。 

休 學 

第十二條 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休學者，須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檢具證明，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

長核准後，得延長休學一學期或一學年。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延長休學超過一年者，須經教

務會議審議通過，學生休學年限，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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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俟服役期滿，於法定期限內，

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學生因懷孕、分婏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醫院出具之證明書或子女出生證明，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除碩博士班研究生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外，學生在學期中申請該學期

休學，須在學校行事曆所定之學期考試開始前辦理完畢。 

復 學 

第十三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但學期中

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學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者，本校得輔導復學生至適當學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肄業。 

退 學 

第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1.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2.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3.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4.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應修科目與

學分者。 

5.自動申請退學者。 

6.修讀碩、博士學位學生，依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修業規章規定未通過者。 

7.除僑生等特種生以外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連續兩次(註:休學前後兩學期算連續)或累計三次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或除身心障礙學

生以外之特種生連續兩次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

學分數三分之二者。 

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未高於九學分者不受此限。 

特種生包含外國學生、僑生、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學生、身心障礙學生、運動成績優良甄

審學生等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喪失手冊者仍繼續適用延長修業

年限四年及不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8.符合本學則其他條文規定應予退學者。 

教務處做成本條文第二項退學處分前，應通知被退學學生，給予學生於一週內向教務處提書

面意見之機會。做成本條文第三項退學處分前，應通知學生所屬系所，由系所給予學生提出

書面意見機會後，回報教務處。 

第十五條 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退學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十六條 應予退學學生得向學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而退學者，不得發給任何

修業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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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學生在學期中退學、休學者，其已繳各費(需檢具收據)之退費事宜，悉比照教育部發布之退費

標準辦理。 

開除學籍 

第十八條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證明文件入學者，應開除學籍。 

前項情形如在畢業後始被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報教育部公告取銷其畢業資格。 

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專案報請教育部備查。 

申訴條款 

第十九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得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在規定期限內提起申訴，申訴

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除不得發給

學位證書外，其餘學籍事項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二十條 前條之申訴經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未獲救濟者，亦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

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然違法或不當時，本校將另為處分。 

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學生，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予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休學期限除服役時間另計外以一年為限。 

第二十一條 學生經校內提起申訴，最後評議結果維持原處分應予退學者，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

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其離校日期之認定及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之冊報，

以校內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為限。 

選 課 

第二十二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表，於每學期選課、加、退選規定

期限內辦理完竣，並須經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之核准，送教務處課務組

登記。同一時段內不得修讀兩個科目(重修者得依另法規範)，如經發現，兩科目成績均以零

分計算。選修他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科目，須經有關系主任(所長、專班主任、學位

學程主任)核准。 

選修他校課程須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選修暑期課程須依照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校學生選課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選課作業辦法」辦理。 

修業期限及應修學分數 

第二十四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之修業期限均為四年。應修學分總數，

除體育及軍訓(護理)另計外，不得少於 128學分。各系（學位學程）如提高其應修學分數，

以 20學分為限。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在此範圍內各系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得依其特性需要，另行規範最低修業期限。 

碩、博士班究生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須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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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明列於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研究生修業規章並實施

之。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學生適用畢業學分之應修科目，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認定。 

在職進修研究生之修業年限得增加一年。 

延長修業 

第二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除身心障

礙學生得延長四學年外，最高不得超過二學年，降級轉系者，其在二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

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期限併計。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學系應

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予免註冊，辦

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修一個科目。 

核准降級轉系學生之延長修業年限，比照前兩項辦理。 

研究生未能於修業期限內修足應修學分並通過學位考試者，應予退學。 

提前畢業 

第二十六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依據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辦理。前揭

要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二十七條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碩士班研究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者，得

依據教育部頒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書。 

研究生畢業論文 

第二十八條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應在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時間內，商承指導教授及

系主任（所、專班、學位學程）選定畢業論文之題目，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 

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及選任等相關事項，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自訂，並列明於其研

究生修業規章中。 

課程學分 

第二十九條 本校課程按學分計算，凡需課外自習之課程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或實

驗每週上課二小時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學期限修學分數 

第三十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學期限修學分數，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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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但特別情況經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者不

在此限。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其應修學分數由所屬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參照

前項規定決定之。 

抵免學分 

第三十一條 本校學生在開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申請得酌予抵免，新生或轉學生並得視抵免

情形予以提高編級。 

抵免學分之申請及審查悉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成績計分法 

第三十二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行二種，均採百分法核計，以 100分為滿分，修讀學士班課程、教育學

程課程及學士班修讀碩士班課程以 60分為及格，研究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以 70分為及格。

操行成績全校學生均以 60分為及格。 

學業成績考評得採「通過」、「不通過」之方式考評，此等課程由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相關會議訂定後交註冊組辦理。 

學業成績 

第三十三條 學生學業成績，分平時成績與學期測驗成績。學期測驗成績與平時成績合併核計(其比例由授

課教師自訂，並於學期初向學生說明)，為該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填入成績計分單，並

於教務會議規定之期限內送教務處註冊組。 

教師更改成績 

第三十四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但如屬教師之失誤，有遺漏或錯誤者，

由原任課教師以書面提出申請，經該課程所屬學系系主任 (所長、專班主任、學位學程主任)

院長（或組召集人及教學中心主任）同意，教務長核定，始得更改。若有改變及格狀況者，

由教務長召集教務會議決定之。 

教師提出更改成績之申請期限由教務會議訂定。 

學期成績 

第三十五條 學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各科目學分數乘該科目學期成績之積為該科目積分。該學期所修習各科目學分之總和為修習學

分數。修習學分數除該學期修習各科目積分總數之商為該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暑修科目之學分及成績不併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但併入畢業學分及畢業成

績內計算。 

重覆修習業已及格之科目，再修之學分及成績均不予採計。 

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或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

數內計算，亦不列入畢業學分及畢業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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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成績 

第三十六條 各學期修習學分數與暑修學分總數之和除各學期各科目積分總數與暑修各科目積分總數之和

之商為學業平均成績。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連續課程 

第三十七條 分兩學期(含)以上授課之科目，各學期間之內容有前後次序者，非經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及任課教師之同意，不得顛倒修習；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如經系（所、專班、學位學

程）及授課教師同意，得准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 

前項連續性之課程，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訂定公佈之。 

學期測驗請假 

第三十八條 學生因重病(須經公立醫院證明)或親喪大故，不能參與期末考試者，須辦理請假手續，補考

事宜由任課教師處理。 

考試作弊 

第三十九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除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外，並提請學務處按校規處理。 

入學考試違反考試公平性，情節重大經招生委員會查證屬實者，取銷錄取資格，入學後始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 

本校學生協助他人考試作弊者，提請學務處依校規處理。 

修讀輔系、雙主修 

第四十條   本校學生修讀輔系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 

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相關事宜，悉依照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學生修讀他校輔系、雙主修須依本校「辦理跨校輔系辦法」、本校「辦理跨校雙主修辦法」

辦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生出國 

第四十一條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在學役男申請出國或進入大陸地區須依照內政部發布之役男出境處理辦

法辦理。 

學生以事假或公假出國者，期限以六星期為限；奉派出國實習者，期限以三個月為原則；經遴

選、推薦或奉派出國進修研究者以一年為限，但無兵役義務之博士班研究生得再延長六個月，

無兵役徵集問題之學生於進修期間得辦理休學。 

學生因經遴選、推薦或奉派出國研究或進修者，其於出國期間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院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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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各系所酌予採認。未辦理休學者，其出國進修期間列入修業年限計算。 

學生出國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或逾期未返校者，依本校學務章則等相關法規處

理。 

學生出國時，有關支領、停發或賠償公費或獎助學金、或有其他本學則未規定事項，另依有關

法規之規定辦理。 

請假與曠課 

第四十二條 學生因事不能上課者，須事前向任課教師請假，病假得於事後一週內提出醫生證明補行申請。 

一學期請假逾六週者該學期應令休學。 

第四十三條 學生未經准假或請假已滿未行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授課教師得以學生請假與曠課之情

形扣分。考試曠考者，該次考試以零分計算，並以曠課論。 

畢 業 

第四十四條 本校學生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即准予畢業。 

1.學士班學生修滿本校規定期限(或符合提前畢業規定)、必修科目均及格且修滿應修學分

數，操行各學期亦均及格者。 

2.碩(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期限內完成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並通過該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規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提出碩(博)士論文並通過碩(博)士學位考試者。碩(博)

士學位考試依據本校碩(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辦理之，其作業規章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核定。 

第四十五條 學生之畢業資格通過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初審及教務處複審者，由本校發給學位證

書並授予其應得之學位。 

各級學位名稱，由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擬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雙重學籍 

第四十六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具跨校雙重學籍。 

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依據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辦法辦理，並符合教育部頒之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未經核准同時於兩校註冊修讀學位者，以退學處分。 

附 則 

第四十七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四十八條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得依據需要及有關法規增訂該系（所、專班、學位學程）之修

業規章。 

第四十九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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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9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謝漢萍、許千樹、李大嵩、黃世昌、周世傑、林寶樹(林甫俊代)、楊永

良、裘性天、盧鴻興、李威儀、石至文、李積琛、黃冠華、高文芳、莊

振益、翁志文、李耀坤、陳信宏(孟慶宗代)、張仲儒、徐保羅 、黃遠東、

陳永平、杭學鳴、陳紹基、王蒞君、劉柏村、冉曉雯、曾煜棋、李素瑛、

曾建超、徐慰中、曾文貴、陳俊勳、潘扶民、林志高、曾仁杰、劉俊秀、

黃華宗、張新立、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劉復華、郭良文、陳光興、

周倩、賴雯淑、馮品佳、許倍銜、張維安、魏玓、簡美玲、連瑞枝、黃

鎮剛、林志生、趙瑞益、柯明道、謝建文、陳明璋、廖威彰、鄭智仁、

伍道樑、柯慶昆、楊黎熙、林鈺凭、黃金婷、王冠翔、王偉庭、廖婷儀、

張哲彬、白芫銘、何富菁、陳炫燁、高誌宏、吳宗瑋(陳煒文代)【共計

76人】 

請假：林一平、林進燈、張翼、吳文榕、溫瓌岸、吳炳飛、莊榮宏、謝續平、

傅武雄、潘以文、黃興進、劉尚志、王克陸、張家靖【共計 14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黃世昆代)、圖

書館楊永良、人事室楊淨棻、人事室陳昱良 

記錄：柯梅玉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1.6.27召開之 100 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

務會議)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記錄確認。 

参、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1(P.9)。 

二、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遺留之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

則草案」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等 2議案，業列入本

次臨時校務會議續予討論。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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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由四：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依人事室提

案辦理) 

說  明： 

一、依大學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

主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本校現行組織規程有關學術單位主管任期、

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前已訂定「院系所主管選

聘準則」，並經 89 年 5 月 24 日 8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為提升院系所主管中長程發展之規劃、執行能力，修正

重點如下: 

(一)院長系所中心主管任期修正為三年。又續任程序與公開徵求

推薦聘任程序不同，刪除「其續任之程序亦同」之文字。 

(二)增列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規

定。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 16，P.39~P.52)。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6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通過(附

件 17，P.53~P.58)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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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 17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

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

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

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

得續任一次。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

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

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

數決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

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

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本校各學院院

長選聘準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

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

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

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

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

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

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

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

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

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

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

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

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

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以二至

四年為原則，得續任一次；

其續任之程序亦同。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

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

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

數決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

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

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

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

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

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

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

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

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

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

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

專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

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

一、依大學法第 13條第 4項

規定：「院長、系主任、

所長、學位學程主任與

副主管之任期、續聘、

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

程定之。」 

二、本校現行組織規程有關

學術單位主管任期、續

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前已訂定

「院系所主管選聘準

則」，並經 89 年 5 月 24

日 88學年度第 1次臨時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為

提升院系所主管中長程

發展之規劃、執行能

力，擬增列本校各學院

院長選聘準則、各系所

中心主管選聘準則規

定，爰依前開大學法規

定配合於組織規程中予

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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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會

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

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

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

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教授

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

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

主管任期三年，得續任一

次。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

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

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

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主

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 學系、研究

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

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

之，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

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

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

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

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

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

兼職務。 

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

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

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

育室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

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

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

項主管任期以二至四年為

原則，得續任一次；其續任

之程序亦同。主管選任、續

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單

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

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院、 學系、研究

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

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

之，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

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

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

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

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

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

兼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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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附件 17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節錄)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主管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

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

各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

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

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

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

主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

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

期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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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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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第13條 

 

第 13 條  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單獨設立

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系、所務。大學並得置學位學程主任，

辦理學程事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等學術主管，採任期制，其產

生方式如下： 

一、院長，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

聘請兼任之。 

二、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

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但藝術類

與技術類之系、所及學位學程之主任、所長，得聘請副教授級

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

所及學程，得置副主管，以輔佐主管推動學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

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二項之學術主管職務，得由外國籍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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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

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

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

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各院依其院長續任規定辦理

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

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

意後續任。若校長不同意，則

重新辦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

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

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

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

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

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

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

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

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訂定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

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

任、教學中心主任，由各系、

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

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

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

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

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

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以二至四年為原

則，得續任一次；其續任之程

序亦同。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

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

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

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

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

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訂定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

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

教學中心主任，由各系、所、

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

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

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

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

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

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

一、本校各學院院長

選聘準則、各系

所中心主管選聘

準則，業經 101

年 6 月 27 日及

101 年 9 月 19 日

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 

二、本校函報 101年 9

月 19 日臨時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組織規程第三十

八條修正條文，經

教育部 101年 9月

24 日臺高(三)字

第 1010178694 號

函復，「…請依大

學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於組織規

程中明定學術主

管續聘程序。」爰

依部示，於第 1項

增列院長續任規

定、第 9項增列系

所主管續任規定。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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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

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

(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

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

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單位會議代表之

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

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

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主任由

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

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

管任期三年，有續任意願者，

得續任一次。任期屆滿七個月

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

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

鑑通過，並經校長同意後續

任。若校長不同意，則重新辦

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個月內

完成為原則。 

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

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法，經

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實施。本校

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另

定之。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置

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

薦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之

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

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

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

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屆滿

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

(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

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

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

學位學程單位會議代表之一定

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

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

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主任由各

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

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

管任期以二至四年為原則，得

續任一次；其續任之程序亦

同。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

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

法，經所屬院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

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

薦報請校長聘兼之，其續聘之

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

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

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

長、系主任、所長於任期屆滿

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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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則 

(制訂依據) 

第  一  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交

通 大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宗旨) 

第  二  條    本大學秉承「知新致遠，崇實篤行」之校訓，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服務

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提升人類文明為宗旨，並受學術自由之保障，在法律規定

範圍 內，享有自治權。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組織系統) 

第  三  條    本大學之組織及其層次，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其變更

須 經校務會議之決議。 

(校長) 

第  四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並執行校務會議之決議，對

外代表本大學。 

(副校長) 

第  五  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之設立)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術單位：  

一、理學院。  

二、電機學院。  

三、資訊學院。 

四、工學院。  

五、管理學院。  

六、人文社會學院。  

七、生物科技學院。  

八、客家文化學院。  

九、光電學院。 

十、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通識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各學院得

置副院長至多二人；專任教師人數達三十人者得置一人，專任教師人數七十人以

上者得置二人。 各學院設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人文社會學

院設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設通識教育中心及藝

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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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各學系、所設碩士班及博士班且專任教師人數達四十人以上者，得置副主任(副 

所長)一人。 各學士班、專班及學位學程，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且經行政

會議通過者，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務。 通識教育委員會所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辦理中心事務。 人文社會學院所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事務，其組織及

運作辦法另定之。 

體育室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置主任一人，辦理室務；必要時得另聘運

動教練。 

各學術單位及其所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其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

立 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一級行政單位)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一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綜理教務及推廣教育事宜；置副教務長一人，

輔佐教務長推動業務。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以下簡稱學務長)一人，綜理學生事務、輔

導事宜；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輔佐學生事務長推動業務。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綜理總務事宜；置副總務長一人，輔佐總務長

推動業務。 

四、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宜；置副研發長一

人， 輔佐研發長推動業務。 

五、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以下簡稱國際長)一人，綜理國際事務相關

事 宜；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輔佐國際長推動業務。 

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綜理教學研究資料蒐集並提供資訊服務。  

七、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事宜。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綜理人事事宜。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綜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宜。  

十、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提供計算機與網路相關服務

事宜；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輔佐主任推動業務。 

十一、環保安全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校園環保、公共安全及實驗場

所 安全衛生事宜。 

十二、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襄助校長綜理分部校務。 除第十二款之

台南分部外，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單位)者，各組、中心(單位)各

置組長或主任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台南分部置總管理處

處長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學生事務處另設軍訓室，負責

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 教學，並處理學生事務相關事項。置主任一

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第  八  條   本大學為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設立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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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學設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為一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事

務。分組者，各置組長一人。另得視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另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並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經教育部核定置相關人員員額者，據以辦理之。 各

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第三章 會議與委員會 

(校務會議之地位) 

第  九  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之組成) 

第  十  條    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以九十人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

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教師代表（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含行政

人員、 技術人員、助教、技工及工友)、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組成。

必要時得由 校長指定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之執行協調單位為秘書室，執行秘書為

主任秘書。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 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票選代表產生方式及任期) 

第 十一 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各類票選

代 表，其產生方式、人數、分配比例等辦法另定之。 

(校務會議之召開) 

第 十二 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或經校務代表五分之

一 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之任務) 

第 十三 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

體育室、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國際事務及其他相關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第 十四 條 校務會議設常設委員會，委員會名稱、任務及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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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一)任務為規劃校務發展事宜及審核預算之編列及執行。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各學院、不屬學院之

所有教學中心與專班及其他單位，每二十五位教師推選一委員(不足 二

十五人之尾數得增選一人)及由學生聯合會推選學生代表三人組成。 本

會以校長為召集人。 

二、法規委員會：  

(一)任務為研議全校性法規事務。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八人(不含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學 

生代表推選產生一人及校長聘請校內人士二人組成。召集人由校長就委

員中聘任之。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任務為稽核各項經費之運用情形。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生八 

人，另一人由校長就管理學院之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經或會計專 

長之教師擔任。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四、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一)任務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副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

全體教授代 表中推選六人、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

遴聘二人擔 任。本會以校長為召集人。 

五、程序委員會： 

 (一)任務為策劃及審議校務會議各項提案。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 十

人。本會以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各常設委員會應將其處理及決議事項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或提案。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定之。 

(校務會議其他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設置) 

第 十五 條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各

種委員會及專案小組之名稱、任務及組織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行政會議) 

第 十六 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討論及議決校務行政策略及重要事項。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分部主任、各學院院長、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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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學生聯合會代表二人組成之，以

校長 為主席，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其他列席人員。 

本大學另設擴大行政會議，由校長視需要召開並主持之。出席人員除前項所

定 人員外，亦包括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行政會議及擴大行政會議之執行協調單位為秘書室，執行秘書為主任秘書。 

行政會議下設建築空間管理委員會、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及校務基金募款委 

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政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 

（教務會議） 

第 十七 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由教務長、學務長、

研 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學系(學士班)主任、

各 研究所所長、各專班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各教學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軍訓 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

代表三 人組成之，以教務長為主席。教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各

學院院長 就各學院教師、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心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教務會議設課程委員會、教學評鑑委員會及推廣教育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

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教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學生事務會議) 

第 十八 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學務長、

教 務長、總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計主任、

體育 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教

師代表 各一人及學生代表六人(研究生至少二人)組成之，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學生事務 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遴選擔任之。 

學生事務會議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

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學生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總務會議) 

第 十九 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由總務長、學務長、

國 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中 心主任、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職員代表二人及學生代

表三人 組成之，以總務長為主席。總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及工友代表列席。教師

代表由各 學院院長各遴選二人、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心與專班遴選一人擔任之。

職員代表由 人事室主任遴選二人擔任之。 

總務會議設交通管理委員會、餐飲管理委員會及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

時 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總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研究發展會議) 

第 二十 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學術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由研發

長、 教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電子與資訊研究

中心中 心主任、各學系(學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師代

表若干人 組成，以研發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聘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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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會議設研發策略委員會、研發常務委員會、跨領域研究中心評議委

員 會、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

專案 小組，處理研究發展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國際事務會議)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議，討論及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國際長、

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三人(含外籍

生代 表及僑生代表各 1 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際事務處所屬單位各單

位主管列 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國際事務會議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國際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等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獨立之研究所、室及教學中心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視同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

推 選教授代表若干人組成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院級教

師評 審委員會由院長(主任委員)及各系級單位直接或按教師人數比例推選教授

或副教授 代表若干人組成之，由院長(主任委員)或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系級

教師評審委 員會由系主任（所長）及推選之教授或副教授代表若干人組成之，由

系主任（所長） 或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職掌及評審程序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各院級與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準則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定之；其設置辦 

法，由各院、系（所、室、教學中心）務會議，依前述設置準則定之。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分別評審有關職員、約用人員

及 技工、工友之遴用、升遷、考核、獎懲、資遣等及其他重要人事規章事項。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組成與職掌，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

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其評審作業程序，由各該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

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各學院、所有不屬學院之教學單位、本校教師會及本

校 校友會各推派一人，並由校長遴聘之教育學者一人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教師

不得 少於總額之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

員互選 產生之。另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由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視需要薦請校長

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二人為限。臨時委員之任期，以各該案之會期為限。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組成及評議程序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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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涉及其權益決定

不服之申訴。 

 職員評審委員會及勞務策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職工申

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及評議辦法由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

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各學院及所有不屬學院之教學單位各推選教師代表二

人，學生自治組織推選學生代表五人（大學部三人、研究所二人）組成之，任一

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之。另得就申訴個案

之性質，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視需要薦請校長增聘臨時委員，每案以兩人為限。

臨時 委員之任期，以各該案之會期為限。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為本委員會之委員。對申訴之評議辦法由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其組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須定期向校務會

議 報告其規劃與執行情形。 

(其他校級委員會之設置)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招生委員會處理招生事宜，校園倫理委員會處理校園倫理事宜，校園公

共安全委員會處理校園公共安全事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事宜，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處理國際化事宜。必要時並得設其他校級委員會，協

助處理相關校務。 

各種校級委員會之組織及任務，由有關單位或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 過後實施。 

(院務會議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討論及議決各該學院之發

展計畫、教學、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以院長為主席。其組織

章程， 由各院院務會議定之，經法規委員會審議並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於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定之。 

(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室、教學中心會議) 

第 三十 條    本大學各學系(學士班)、各研究所、專班、各學位學程、體育室、軍訓室及

教 學中心，設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室及教學中心會議，討論及議

決其 單位之教學、研究、學生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代表之組成方式，由各該

單位會議定之。 

(館、室及中心會議)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各館、室及中心得設館務、室務或中心會議，討論及議決各館、室或

中心之有關事項。以各館、室及中心主管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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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室及中心得設諮詢委員會，討論及議決各館、室或中心發展之有關事

項。其組織及任務另定之。 

(會議及委員會議事規則之擬定) 

第三十二條 本章所列各種會議及委員會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為原則，必要

時由各該會議或委員會另定之。 

 

第四章 各級主管 

 (校長之產生)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二十

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學校代表：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六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校長之任期及續任)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任一次；其任期自學期起聘為原則。 本大學現任

校長不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前十二個月向校務會議表明之。對於擬續任之校

長，在任期屆滿前十二個月，由本大學成立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進行校長滿意

度調查並參考教育部之校長續聘評鑑報告，彙集整理後向全校報 告，並辦理續任

投票。前述投票由全校專任教師採不記名方式為之，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同意續任。 

現任校長若未獲同意續任，應即依本規程第三十三條進行遴選作業。校長續

任事務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由校務會議定之。 

 (校長之去職) 

第三十五條 校長因重大事由，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向校務 會

議提出免職案。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長出缺之代理) 

第三十六條 校長因重大事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或新任

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或不能就任時，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教

育部。 

校長出缺之職務代理順位為：第一職務代理副校長、第二職務代理副校長、

第 三職務代理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副校長之選任)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就教授中提名，或以契約方式進用具有教授資格之校

外 人士，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聘任之。其任期

以配 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其續任之同意程序與新任相同。副校長應於新任校長

就任時 去職，不受任期之保障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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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副校長之職務代理順位，由校長指定之。 

  

(院、系(學士班)、所(專班)、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學中心、體育室主管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各學院公開徵求及推薦具教授資格人選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各院依其院長續任規

定辦理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意後續任。若

校長不同意，則重新辦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

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職務。 

各學院長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另定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訂定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系主任、學士班主任、研究所所長、專班班主任、教學中心主任，由

各系、所、教學中心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任之。 

學位學程主任由共同開設學位學程之系、所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系(班)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經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

班、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或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單位

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體育室

主任由各中心、室就副教授以上教師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三年，有續任意願者，得續任一次。任期屆

滿七個月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鑑通過，並經

校長同意後續任。若校長不同意，則重新辦理遴選。續任作業於一個月內完成為

原則。 

主管選任、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院級會議

通過實施。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另定之。 

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

其續聘之程序亦同。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期為原則。 

副院長、學系副主任、副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該院長、系主任、所長於任

期屆滿前提請校長免除其聘兼職務。 

 

(行政單位主管之資格及選任)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圖書館館長、主任秘書及分部主

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本大學總務長，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亦得由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

人 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及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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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三項中置副主管者，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以配合主

管 之任期為原則。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之選任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

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 

藝文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或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 員兼任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分組組長、中心主任及總管理處處長，由助理教授以

上 教師或教學、研究人員或其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資格選任) 

第 四十 條   本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任遴選委員若干人，就副教

授 以上之教師中產生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所屬分組組長，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主管之選任、任期、續聘及解聘之程序，由

各該研究中心及機構會議訂定辦法，經所屬一級單位會議通過後實施。各研究中

心及機構依其辦法產生主任人選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章 教師與職員 

 (教師之分級及講座、特聘教授等及助教之設置)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及服務。

講師之授課以大學部為限。各級教師之聘任資格及服務辦法由校務會議依相關法

律訂之。 

本大學得設講座教授、特聘教授、榮譽教授及榮譽退休教授；其辦法由校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得置助教，協助教學與研究之相關工作。 

 (教師之聘任)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初聘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 徵聘資訊，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評審辦法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之。 

各院、系（所、科、室）之教師評審辦法，由各該院、系（所、科、室）教

師 評審委員會訂之，並經各院級會議通過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校級教師評審辦法，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教師權利與義務)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

訂 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教師之升等)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各級教師之升等，依各級教師評審辦法及評審程序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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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之聘期)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教師採聘期制，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各級教師之續聘及長

期 聘任資格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相關法律訂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各級教師於聘期屆滿時，未取得長期聘任資格且未獲續聘者，即依相關法規

辦理。 

 (教師之退休及延長服務)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教師之退休依相關法規辦理。副教授及教授屆滿法定退休年齡，非經各 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通過，不得延長其服務年限。 

(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第四十七條 本大學教師於聘任期間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並依序經

其所屬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系級單位會議、各該院級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議決，不得解聘、停聘、不續聘。 

前項系級單位會議議決須經各該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各級教師

評 審委員會議議決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

以上之 同意。 

 (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第四十八條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研究人員分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 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依相關

法規定之。 

 (教職員員額編制) 

第四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

送 考試院核備。 

本規程所稱職員，係指專門委員、秘書、編纂、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組員、社會工作員、技士、技佐、佐理員、辦事員、書記。 本大學得置醫師、藥

師、營養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六章 學生事務 

(學生資格、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推廣教育) 

第 五十 條    本大學學生之入學資格、休學、退學、成績考核、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其

他 有關事項，由本大學學則規定之。 

本大學學則由教務會議訂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本大學得辦理推廣教

育，以修讀科目或學分為原則。其實施辦法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訂之。 

(學生自治團體)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學生得組成及參加各種學生自治團體，參與與其學習、生活與權益相

關 之校務。 

本大學以「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聯合會」為最高學生自治團體，負責本大學所

有 學生自治團體有關自治活動之推動及協調等 事宜；其組織章程經學生事務會

議核 備，其輔導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後，送校務會議核定，並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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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學學生為學生聯合會當然會員，學生聯合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本大學

應 依學生聯合會請求代收會費。 

其他各種學生自治團體之設置辦法、組織及運作方式，經相關學生團體成員

訂 定並投票同意，依其所屬院、系(所)層級，送請院、系(所)核備後實施。 

(學生對校務之參與) 

第五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聯合會依民主原則選舉代表，得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校務規劃委員會會議。  

三、行政會議。  

四、教務會議。  

五、學生事務會議。  

六、總務會議。  

七、國際事務會議。  

八、法規委員會。  

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一、其他與學生學業、生活、獎懲及社團經費與輔導之有關會議。 

學生參與各種會議之方式及人數，依本規程有關條文及各有關會議相關辦法

之規定。 

學生聯合會應訂定出列席各種會議代表之選舉辦法，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

實 施。 

 (學生之獎懲) 

第五十三條   學生獎懲委員會得依學生獎懲規定給予學生獎懲。 學生獎懲規定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七章 附則 

 

(教師升等過渡規定) 

第五十四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

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舊規章過渡規定) 

第五十五條    本大學現行各種單行規章，與大學法或本規程未牴觸部分仍繼續適用至其完

成 修訂為止。 

(生效規定) 

第五十六條    本規程由本大學法規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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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 

101年 6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新設學院之院長由校長直接選聘或由學校組織委員會遴選，並得依本準則規定

續任。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院長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各院依其院長續

任規定辦理續任相關作業，再由校長召開院長續任會議徵詢意見，經校長同意後，

得續任一次。 

第三條  各學院選聘院長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人士擔任。

委員會由七至十三人組成，其中五分之三為該學院內推舉教師代表，其餘由校長敦

聘之。學院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實施。 

現任院長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第五條  院長於任期中，得由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單位全體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院長職務。 

第六條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之選聘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各學院院長之規定方式

辦理。 

第七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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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新設各系、所、教學中心單位主管（以下簡稱系級單位主管）由所屬學院之院

長會同校長直接選聘。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單位主管一任三年，得續任一次。各系級單位主管有續任意願者，應於

任期屆滿七個月前辦理續任相關作業，由院長召集並主持系級單位會議評鑑通過，

並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評鑑辦法由系級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三條  各系級單位選聘主管時，應成立遴選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院長擔任之。經院長

推薦，校長得聘任系外委員若干人，以不超過委員總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各系級單

位內教師代表遴選委員推舉方式及運作辦法，由各該單位會議訂定，經所屬院級會

議通過實施。 

現任系級單位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即辦理遴選相關作

業。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依其遴選辦法，產生二位以上之人選，報請校長圈選。校長必要時得

不圈選而請重新遴選。 

第五條  各系級單位主管於任期中，得由單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經單

位全體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免除其系級單位主管職務。 

第六條  本準則由行政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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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紀錄 
 

時間：101年 10月 9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許千樹副校長 

出席：林進燈教務長(鄭裕庭副教務長代理)、裘性天主任秘書、王冠翔委員、

李威儀委員、李素瑛委員(莊榮宏教授代理)、黃遠東委員、劉尚志委員、

杭學鳴委員、曾仁杰委員、劉復華委員、簡美玲委員、林志潔委員、陳

秋媛委員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陳昱良先生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其他報告 

101 年 6 月 15 日召開之 100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業於

101年 6月 15日寄予本會委員確認，計有 12位委員回覆(100學年度

委員 14人)，同意 12人，不同意 0人，爰經半數以上同意確認。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依人事

室提案辦理) 

說  明： 

一、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組織

規程第 38 條修正條文(附件 1，P.2~P.6)，經教育部 101 年 9 月

24 日臺高(三)字第 1010178694 號函復「…請依大學法第 13 條第

4項規定，於組織規程中明定學術主管續聘程序。」(附件 2，P.7~P.8)

爰擬於修正條文第 1 項增列院長續任規定及第 9 項增列系所主管

續任規定。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3，P.9~P.22)，以及 100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之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附件 4，P.23)、101學年度第 1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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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附件 5，

P.24)。 

決  議： 

一、第一項及第八項於「…(並)經校長同意後續任。」後增訂「若校

長不同意，則重新辦理遴選。」之文字。(同意增訂 9票，同意

維持原修正條文 3票) 

二、第八項於「…任期三年」後，增訂「有續任意願者」之文字，條

文修正為「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主管任期三年，有續任意願者，

得續任一次。」(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三、於決議一第一項及第八項通過增訂之文字後，增訂「續任作業於

一個月內完成為原則。」(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四、刪除本案原說明二「本案如經校務會議通過擬自 101 年 8月 1日

生效。」 

*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組織規程第 38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6(P.26~P.39)。 

 
参、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施行過渡期之準則，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本案請人事室依委員意見，於會後擬訂完整之提案內容，並經法

規委員通訊確認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同意 9票，不同意 0

票) 
 
*人事室於會後提供之提案案由、說明及附件資料如下: 

案  由：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

行辦法草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為因應各單位於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通過

後，現任學術單位主管於任期屆滿前之過渡期應如何適用規定疑

義，爰明定現任各院系所單位主管任期依原規定至任滿為止，及

下一任學術單位主管之相關規定。 

二、檢附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

期施行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7，P.40~P.41)。 
 

肆、散會：1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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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 vs.103學年度計畫書變更說明 

本學程於 102學年度申請時是以陽明大學整合校內不同領域的模式為基礎，代表台聯大系統

送出申請書，而本校與中央、清華是以各校特色為基礎，各校自行撰寫申請書。今年度將統

一四校申請書，代表台聯大系統送審。 

本表以 102學年度本校所提出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為基準，學程計劃書變

更說明如下： 

內容 頁數 變更說明 

目錄 0 新增 

第一部分：摘要表 1,2,4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 

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5~8,11~

12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 

9~10 本校部分更新主要支援之學系之現況。並

因生物科技學系師資增聘，更新支援系所

之師資，新增台聯大系統支援本學程之跨

領域相關師資等資料。 

第三部份與第四部分 

（文末附表） 

57~191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並更新本校支援學系

基本資料表與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第五部分：

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

由 

14 因本學程的推動為跨校學程之首例，本學

程於上學年度申請時是以陽明大學整合

校內不同領域的模式為基礎，代表台聯大

系統送出申請書，而本校與中央、清華是

以各校特色為基礎，各校自行撰寫申請

書。今年度將統一四校申請書，代表台聯

大系統送審。 

貳、本學位

學程發展方

向與重點 

15 藉由本學程整合陽明、中央、交通、清華

等四校大學現有之人才與資源，及相關研

究所的研究人員合作成立跨領域神經科

學學程，拓展及突破現有神經科學之範

圍。 

參、本學位

學程與世界

學術潮流之

趨勢 

16 藉由本學程整合既有的資源並與國際接

軌是本學位學程努力的方向。 

肆、本學位 16 本學程擬招生名額為每年 3名（四校合計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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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計畫內容 

 

 

 

 

 

 

 

 

 

 

 

 

 

 

 

 

 

 

 

 

 

 

 

 

 

 

 

 

 

 

 

 

 

學程與國家

社會人力需

求評估 

12名) 

伍、本學位

學程與學校

整體發展之

評估 

18~20 陽明大學專攻生命科學基礎、認知與醫學

臨床研究，中央大學在認知神經科學、交

通大學在神經工程、清華大學在系統神經

科學等方面的研究水準，在國際上都有居

領先地位的表現。由於跨領域的神經科學

研究已為全球科研發展在所必然的需求

與趨勢，藉由本學程的成立，希望能整合

各單位，帶動國內神經科學人才培育的新

方向。 

陸、本學位

學程之課程

規劃 

20~32 學程規畫以「跨領域」為主要精神。基礎、

認知、臨床為神經科學研究的三大面向，

目前各面向雖各有獨到的發展，但若要有

突破性的進展，還需彼此結合。此外，進

行腦科學研究需要新的科技及方法學的

建立與技術平台的整合，為了吸引資訊及

工程人才加入神經科學研究，設立神經工

程組，讓相關領域學生能進入神經科學領

域，與上述三大面向研究人員溝通，從工

程面向投入相關研究。因此規劃本學程最

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在個別面向

有專精，但又具備其他面向的基礎知識，

而能彼此對話、互動與合作。參與的教師

來自四校，各校教師分別在不同領域各有

專精，將根據學程的課程設計重點，分別

負責規劃不同領域課程。 

柒、現有副

教授以上教

師最近三年

指導研究生

論文情形 

33~46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並以本學程專任支援

師資表分作不同領域排序。 

捌、本學位

學程所需圖

書、儀器設

備規劃及增

購之計畫 

47~50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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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計畫內容 

 

 

玖、本學位

學程之空間

規劃 

51~54 因送審申請書需四校統一，新增陽明、中

央、清華三校部分。並更新本校生物科技

學系空間規畫資料。 

拾、其他具

設立優勢條

件之說明 

55,56 本案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所推動，也是國

內跨校學程的首例。在台聯大良好的合作

基礎上，各校認為跨領域的團隊合作精神

與能力應從教育下一代學生開始方為根

本之道，而形成共同推動學位學程的構

想。本學程的精神是整合四校現有的師

資，建立一個跨領域的學程，並提出利用

學程推動跨領域整合的具體作法，以培育

臺灣與國際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人才，提

升學術研究層次，深入整合基礎神經科學

與臨床神經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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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專業初審意見學校申復說明表 

※請就初審意見分點論述，並以標楷體 14、固定行高 21pt撰擬；若無回應說明，

可不填，但請回文告知。 

※請以校為單位提報公文，檢附本說明表紙本 1式 5份(含附件，無須膠裝，整

齊為宜)，另附上光碟 2片，光碟封面請書寫校名及編號，每申請案儲存為 1

個電子檔，檔名格式：校名-(編號)申請案名；如有附件亦請 1 案存 1 個檔，

附件檔名格式：校名-(編號)申請案名附件，並於 101年 5 月 1日(星期一)

前報部(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校名 國立陽明大學 編號 N11_04 

申請案名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初審意見 學校回覆說明 

1.本案僅見到簡略

敘述各校在不同神

經科學領域之發展

特色，以及成立學

程將可望達成人才

與資源之跨領域整

合等原則性宣示。

但完全沒有看到貴

校對於此一申請案

有何具體支持與承

諾，也沒有看到將

要如何推動有效跨

校整合之具體作

法。 

謝謝委員的指教。本案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所推動，也是

國內跨校學程的首例，但目前大學系統與跨校學程的運作

在制度面及實際面都尚未完全上軌道，本案申請時是以陽

明大學目前整合校內不同領域的模式為基礎，代表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送出申請書。目前學程的經費是由台聯大系統

提供，學程運作由各校教師參與共同合作推動，學生名額

由各校提供。台聯大系統在腦科學研究已有多年合作的經

驗，學程實際運作將以陽明大學腦科學中心為協調單位。 

2.請確實補充下列

事項: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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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之具體支

持與承諾。 

（1） 學程由台聯大系統支持成立，學程行政由陽明大學腦

科學中心支援協調，學程運作由各校教師參與共同合

作推動，學生名額由各校原有名額提供（每年以 10

名為上限），台聯大系統將提供三年研究生獎助學金。 

(2) 如何推動有效

跨領域整合之

具體作法。 

（2） 台聯大腦科學研究中心運作多年，目前有定期行政、

學術會議，學術研討會，並有多項跨校跨領域合作研

究進行中。在此良好的合作基礎上，各校認為跨領域

的團隊合作精神與能力應從教育下一代學生開始方

為根本之道，而形成共同推動學位學程的構想。 

 利用學程推動跨領域整合的具體作法包括：學生分組

招生，但入學後不分組，安排跨領域的老師共同開

課，專題討論不分組，不同實驗室輪習，學生選擇跨

領域的老師共同指導論文，定期舉辦 retreat 等。我們

希望能從學生帶動不同實驗室的合作，因此要求學生

選擇不同領域的老師作為共同指導教授，學程也會積

極鼓勵（例如：提供研究經費）並邀請不同領域的老

師共同指導學生或參與學生的研究諮詢。 

(3) 每一課程內容

本身與負責授

課教師之實質

介紹。 

（3）本學程最主要的課程為四門跨領域入門課程（根據學

生背景與選擇的研究領域需選三門，各兩學分），初

步內容規劃如附件一。計畫中所列教師名單為主要負

責規劃的教師，課程將由參與學程的四校老師共同上

課。另有進階課程，例如：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將由不同領域老師共同開課，並一齊上課，除了增加

課程的整合度，更可以促進不同專業間的了解與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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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 等 課 程 組

合，係基於何

種教育理念與

目標，來推薦

給參與學程之

學生。 

（4） 神經科學研究需要不同領域的知識與人才，本學位學

程希望吸引不同領域學生，建立互動式跨領域教學，

並藉由教學整合研究。課程設計的重點：（1）生命科

學與生物醫學背景學生：充實神經科學專門知識，並

提供應用與理論神經科學與神經精神醫學方面的跨

領域知識，使其未來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有能力與不

同背景的工作者相互溝通與合作，以期將現代不同科

學領域之軟硬體與知識充分利用於神經科學的研

究。（2）非生物相關背景的理工科學生：給與基礎神

經生物學的訓練，使其能在短期內跨入神經科學領域

與從事基礎、醫學、認知神經科學者互相溝通，又能

以跨領域的思維開發新的研發方向。 

(5) 延聘新師資之

具體方案。 

（5）學程的精神是整合四校現有的師資，建立一個跨領域

的學程，因此並沒有以學程名義延聘新師資的規劃。 

(6) 各位教師之專

長，與在學程

中所可能扮演

之積極推動何

種 事 務 之 角

色。 

 

（6） 學程運作由四校合作，設學程召集人與學程推動委員

會負責規劃學程教育方向、設計課程、擬定行政作業

原則等。學程推動委員會由各校推派委員組成。推動

委員會下設行政、招生、學務、與課務等四委員會分

別負責相關事務，並由各校分別輪流主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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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學程區分為

四組之實際作

業 與 規 劃 意

義。 

（7） 學程規劃以「跨領域」為主要精神。基礎、認知、臨

床為神經科學研究的三大面向，目前各面向雖各有獨

到的發展，但若要有突破性的進展，還需彼此結合。

此外，進行腦科學研究需要新的科技及方法學的建立

與技術平台的整合，為了吸引資訊及工程人才加入神

經科學研究，設立神經工程組，讓相關領域學生能進

入神經科學領域，與上述三大面向研究人員溝通，從

工程面向投入相關研究。因此，規劃本學程最重要的

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在個別面向有專精，但又具備其

他面向的基礎知識，而能彼此對話、互動與合作。 

 參與的教師來自四校，各校教師分別在不同領域各有

專精，將根據學程的課程設計重點（見第（4）點回

覆），分別負責規劃不同領域課程；基礎神經科學組：

陽明大學與清華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組：陽明大學與

中央大學；臨床神經科學組：陽明大學；神經工程組：

交通大學與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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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規劃總表(見計劃書 51 頁) 

       領域 

課程 
基礎神經科學 認知神經科學 臨床神經科學 神經工程學 

跨領域入門課程 

（各 2 學分）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臨床腦疾病概論 

神經工程概論 

共同必修課程 

（各 1 學分） 

專題討論（一年級不分組） 

實驗室輪習（至少兩個不同領域實驗室） 

基礎科學論文撰寫 

進階必修課程 

（各 4 學分） 

神經科學總論 (基礎神經科學) 

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非生命科學背景同學） 

跨領域進階課程 

 （各 2 學分） 

神經性疾病─從分子到治療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神經電生理學─從分子到生理 

應用腦神經造影之整合性研究 

神經科學研究的動物模式系統 

專門課程 

 （各 2 學分） 

神經生理學 
認知神經科學總

論 

中樞神經疾病:從

分子到治療 
資料處理與圖形識別 

神經生物學 心理生理學 
精神疾病的動物

模式 
腦機介面 

計算神經生理學 
認知控制的神經

造影研究 
轉譯醫學 功能性腦造影導論 

發生神經生物學 
疾病之認知心理

學 

疾病之神經生物

學 

磁振造影於腦科學應

用與實作 

神經科學研究方

法 
  神經資訊造影概論 

   光學細胞顯影微科技 

   
光電技術在生命科學

上的應用 

2. 課程修習原則(見計劃書 50 頁) 

   每位同學除共同必修課程外，另需修習： 

     1. 至少三門跨領域入門課程（共六學分） 

     2.「神經科學總論」 

     3. 非生命科學背景同學另必修「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 

     4. 至少選修一門跨領域進階課程 

     5. 至少選修兩門專門課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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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課程規劃教師介紹(摘自計劃書 52 頁) 

課程名稱 
學

分 

課程規劃 

教師 
最高學歷 專長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2 鄭菡若 

美國康乃爾大學 

分子生物暨遺傳學博

士 

生物化學、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神經退化性疾病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2 郭文瑞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博士 
認知與學習、功能性磁振造影 

臨床腦疾病概論 2 林永煬 
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醫學博士 

神經科學、生理學、臨床神經醫

學 

神經工程概論 2 郭博昭 
國立陽明大學 

藥理學博士 

神經科學、電腦科學、生理學、

資訊學、轉譯醫學 

神經科學總論 

(基礎神經科學) 
4 劉福清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腦與認知科學博士 

神經科學、神經發育、大腦基底

核研究、神經可塑性 

生化及分子細胞 

生物學 
4 蔡亭芬 

國立陽明大學 

微生物暨免疫學研

究所博士 

小鼠遺傳學與人類疾病模式 

神經性疾病─ 

從分子到治療 2 林永煬 
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醫學博士 

神經科學、生理學、臨床神經醫

學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

科學 2 鄭雅薇 
國立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博士 

社會神經科學、同理心、鏡像神

經元 

神經電生理學─ 

從分子到生理 2 連正章 
德國弗萊堡大學 

神經生理學博士 

神經生理學、神經藥理學、臨床

神經學、生理學、生物物理學 

應用腦神經造影之 

整合性研究 2 謝仁俊 

瑞典皇家卡洛琳斯卡

學院 

臨床神經科學博士 

腦科學研究、腦影像學 

神經科學研究的 

動物模式系統 2 鄭菡若 

美國康乃爾大學 

分子生物暨遺傳學博

士 

生物化學、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神經退化性疾病 

 

 



111 
 

 

4.主要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實驗神經科學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鄭菡若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非神經科學基礎研究領域背景之學生所開設，目標在於針對缺

乏實驗神經科學相關知識的學生提供一個概論性的課程，為以後修讀比較

深入的課程奠定基礎。 

課程內容包括與神經系統相關之基礎分子細胞生物學、神經生理學及動物

行為學等。 

課程大綱  

1 Basic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2 Protein science 

3 Basic cell biology 

4 Neurons and glia in nervous systems 

5 Introduction to neurophysiology  

6 Introduction to sleep research 

7 Basic principles of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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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認知神經科學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郭文瑞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非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背景之學生開設，目標在介紹認知神經科學

的主要領域，從形成知覺神經生理基礎到學習與記憶。乃至於社會行為和決

策等議題背後的歷程和神經生理機制，提供一個概論性的課程。課程將著重

介紹如何透過實驗及各類腦造影工具，探討大腦與行為的對應關係。 

課程大綱  

1 (1)course orientation (2)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 Introducing the brain 

3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brain 

4 The hearing brain 

5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brain 

6 The imaged brain 

7 The lesioned brain 

8 The seeing brain 

9 The spatial brain  

10 The acting brain  

11 The numerate brain 

12 The remembering brain 

13 The speaking brain 

14 The literate brain 

15 The developing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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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臨床腦疾病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林永煬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非臨床領域背景之學生開設，分別從神經內科、神經系統的臨床

診斷方面，系統地介紹了常見的各類腦疾病，包括偏頭痛、腦中風、腦腫瘤、

焦慮症、老年癡呆的病理特徵介紹與診斷、治療急目前臨床研究等內容。 

課程大綱  

1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2 Dementia 

3 Schizophrenia 

4 Mood disorders 

5 Anxiety disorders 

6 Migraine 

7 Child and adolescence mental disorders  

8 Epilepsy  

9 Brain tumor  

10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stroke 

11 Parkinson’s disease 

12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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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工程概論 

課程類別 跨領域入門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郭博昭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將介紹神經工程(資訊與影像)之基本概念，腦電磁波原理與實作、磁

振影像原理與實作、訊號與影像處理的基本原理與操作、電生理訊號原理與

實作等。 

教導神經資訊與神經造影的基本概念、成像原理、與實驗需注意事項。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to EEG/ MEG  

2 EEG/ MEG signal processing 

3 EEG/ MEG experiment design and practice  

4 Introduction to MRI  

5 MRI image processing  

6 MRI experiment design and practice  

7 Introduction to electrophysiology  

8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 and processing  

9 Electr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desig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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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科學總論 

課程類別 進階必修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劉福清 

學分數 4 學分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Cytology of neuron & synthesis and traffic of neuronal protein  

3 Electric neurotransmission 

4 Synaptic integration  

5 Transmitter release & neurotransmitters 

6 Second messengers 

7 Nerve-muscle synapse of chemical transmission at nerve-muscle 

synapse-Myasthenia Gravis 

8 Neuroanatomy 

9 The chemical senses: smell and taste   

10 Visual system  

11 Auditory system  

12 Somatosensory system 

13 Neuroendocrine system 

14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15 Brain stem  

16 Motor system organization 

17 Basal ganglia  

18 Cerebellum 

19 Integration of sensory and motor function: The association area of cerebral cortex 

20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21 Genetic basis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Huntington disease 

22 Aging of the brain &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   

23 Imaging of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24 Disorders of thought and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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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生化及分子細胞生物學 

課程類別 進階必修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蔡亭芬 

學分數 4 學分 

課程大綱  

1 Life, Cells and Thermodynamics  

2 Basic Molecular Genetic Mechanisms  

3 DNA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s with Proteins  

4 DNA Replication  

5 DNA recombination and repair  

6 The Genetic Code and Translation  

7 Genes, Genomics, and Chromosomes  

8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of Gene Expression  

9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Control  

10 Amino Acids, Polypeptide Sequences, Analysis and Evolution  

11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12 Properties and Mechanisms of Enzyme Action  

13 Visualizing, Fractionating, and Culturing Cells  

14 Biomembrane  

15 Transmembrane Transport of Ions and Small Molecules  

16 Cellular Energetics  

17 Moving Proteins into Membrane and Organelles  

18 Vesicular Traffic, Secretion, and Endocytosis  

19 Cel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  

20 Integrating Cells into Tissues  

21 Cell Birth, Lineage, and Death  

22 Development  

23 Cell Signaling 

24 Regulating the Eukaryotic Cell Cycle  

25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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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性疾病—從分子到治療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林永煬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將由基礎與臨床教師共同負責，強調疾病之致病機轉與轉譯研究。第

一部份介紹常見於不同神經退化性疾病中的共同下游致病機轉，包括養化傷

害、慢性發炎反應、興奮性神經毒性、神經滋養因子缺乏與細胞凋亡等。第

二部份依序詳細介紹下列各種面性神經退化性疾病：巴金森氏症、但丁頓舞

蹈症、其他 Tri-nucleotide repeat expansion 遺傳性疾病及肌萎縮側索硬化症

(患者俗稱漸凍人)等運動失調病變、奧茲海默症與唐氏症。第三部份則是介

紹急性神經損傷如中風與脊髓損傷等。且每種神經性疾病也會介紹其目前的

治療方式與困境並討論未來的治療可能方式。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Mechanisms of neuronal apoptosis and excitetoxicity 

3 Oxidative Alterations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4 Parkinson’s disease  

5 Mechanisms of neuronal death in Huntington’s disease 

6 Introduction to Trinucleotide Repeat disorders 

7 The pathogenesis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8 Synaptic degeneration and neuronal death I n Alzheimer’s disease 

9 Oxidative stress in Down Syndrome 

10 Pathogenesis of ischemic stroke  

11 Spinal cord injury  

 



118 
 

 

 

課程名稱 從分子到認知之神經科學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鄭雅薇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介紹 以疾病為導向，逐一剖析當前神經科學研究之進展，跨分子、認知與臨床之

神經科學。本課程將由不同領域老師共同開課，強調跨領域研究之進度。 

課程大綱  

1 基礎神經解剖學、現代神經科學介紹 

2 自閉症—臨床 

3 自閉症—認知 

4 自閉症—腦造影 

5 自閉症—分子 

6 失智症—臨床 

7 失智症—認知 

8 失智症—腦造影 

9 失智症—分子 

10 閱讀障礙—臨床 

11 閱讀障礙—認知 

12 閱讀障礙—腦造影 

13 閱讀障礙—分子 

14 精神分裂症—臨床 

15 精神分裂症—認知 

16 精神分裂症—腦造影 

17 精神分裂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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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電生理學—從分子到生理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連正章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of neurophysiology 

2 Cell membrane and membrane transport 

3 Neuron 

4 Membrane potential  

5 Ion channels 

6 Passiv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neuron 

7 Activ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neuron 

8 Synaptic transmission 

9 Skeletal and smooth muscle 

10 Methods for Neurophysiology 

11 Polysomnogrphic technique 

12 Introduction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theta power 

13 Introduction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delta power 

14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15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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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應用腦神經造影像之整合性研究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謝仁俊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大綱  

1 Course orientation 

2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3 Neuronal activity and metabolic-hemodynamic coupling 

4 Technical basics of fMRI: pulse sequence  

5 fMRI signal & noise 

6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of fMRI 

7 fMRI design  

8 fMRI: image preprocessing 

9 Statistical modeling 

10 Contrast and inference 

11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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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神經科學研究的動物模式  

課程類別 跨領域進階課程 

課程規劃

教師 
鄭菡若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Breeding strategies and standardized nomenclature 

3 Designer mice I (transgenic mouse ) 

4 Designer mice II (knock-out and knock-in mouse ) 

5 Designer mice III (RNAi and other methods) 

6 Genetic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 ENU mutagenesis 

7 General neurological test / feeding and drinking / Metabolic 

8 Learning and memory  

10 Motor function / Mouse mode of muscular dystrophy 

11 Behavior core touring 

12 Social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al 

13 Emotional behavioral  

14 Mouse model of psychiatry disorder  

15 Reward/ Mouse mode of addition 

16 Sensory ability 

17 Mouse models of CNS disease 

18 Mouse models of immunological disease 

19 Mouse models of cancer 

20 Mouse models of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1 Mouse models of metabol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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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學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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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1年 5月 1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黃世

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溫瓌岸副研發長代）、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

主任秘書、林寶樹主任、楊永良主任委員、盧鴻興院長、陳信宏院長、

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張新立院長、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

代）、黃鎮剛院長、陳信宏代理院長(光電學院)、蘇朝琴委員、黃遠東

委員、李大嵩委員、崔秉鉞委員、紀國鐘委員、陳榮傑委員、謝續平

委員、林清發委員、韋光華委員、金大仁委員（謝宗雍教授代）、黃華

宗委員、陳永富委員、陳登銘委員、林貴林委員、洪志真委員、任維

廉委員、劉尚志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復華委員、曾成德委員、趙瑞

益委員、莊雅仲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林伯昰委員、徐煊

博委員、林玥妏委員、林威辰委員 

請  假：傅恆霖學務長、徐保羅委員、鍾崇斌委員、馮品佳委員、李秀珠委員 

列  席：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龔書章主任委員(黃世昌總務長代)、人事

室蘇義泰主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楊明幸組長代）、綜合組張漢卿組

長（李秀玲小姐代）、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曾毓忠主任、

電子物理系李威儀教授、生物科技學院何信瑩副院長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略)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擬申請 102 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教務處提) 

提案單位：教務處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人以上附議。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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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本案陽明大學已經代表台聯大系統於 100 年 12 月底，將 102 學

年度「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送到教育部審核，台聯大

系統除陽明大學外，其餘三校僅需完成各自校內申請程序，待陽

明大學申請計畫書通過後即可與其他三校進行連結。 

(二)本學程已經通過生科系（附件 20，P.49~P.51）及生科院院務會

議（附件 21，P.52~P.53），茲補提程序將計畫書送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核。 

二、教務處說明：本國生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總量調整。 

三、檢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22，P.54~P.72）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5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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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1年 6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林一平、林進燈、傅恆霖、黃世昌、張翼（溫瓌岸代）、周世傑、林寶樹、

楊永良、裘性天、盧鴻興、周武清、許元春、李威儀、石至文、黃冠華

（陳鄰安代）、高文芳、陳信宏、杭學鳴、張振雄、王蒞君、徐保羅、黃

遠東、紀國鐘、崔秉鉞、曾煜棋（鍾崇斌代）、徐慰中、曾建超、莊榮宏、

陳俊勳、金大仁、黃炯憲、吳耀銓、洪景華（徐文祥代）、潘扶民、高正

忠、張新立、楊千、包曉天、黃興進、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郭良

文、李俊穎、孫于智、陳光興(彭明偉代)、周倩、賴雯淑、陶振超、許

維德、黃鎮剛(何信瑩代)、張家靖、楊勝雄、黃美鈴、廖威彰、伍道樑(周

俊雄代)、王旭斌、柯慶昆、宋福中、林鈺凭、巫榮賢（徐煊博代）、王

冠翔、陳建都（林冠宏代）、焦佳弘、黃子維(徐培銘代)、王偉庭、林巧

鈴【共計 68人】 

請假：謝漢萍、許千樹、李積琛、莊紹勳、黃家齊、宋開泰、張仲儒、莊仁輝、

謝續平、李素瑛、方永壽、潘以文、劉尚志、吳東昆、陳明璋、黃杉楹、

張柏韋、張育菖【共計 18人】 

缺席：孫仲銘、胡竹生【共計 2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圖書館楊永良

（黃明居代）、教師會虞孝成、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黃志彬、新校區暨璞

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曾毓忠、光

電系李柏璁、性平會白啟光、綜合組張漢卿、會計室楊明幸、會計室陳

嘉榆、人事室張家綺、人事室楊淨棻、研發處楊武、研發處陳善理、研

發處陳幼娟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1年 3月 21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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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 1（P.20）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節錄)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1、業於 101 年 5 月 17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完竣，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通過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及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3 學

年度起停招等 3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2)通過「本校『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合設單位

變更案｣、「華語中心擬調整組織歸屬到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

心案｣及「擬成立校級研究中心--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心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3)另通過以下 4個臨時動議案： 

○1 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

博士學位學程」案。 

○2 擬申請設立「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案。 

○3 「為推動校園規劃及中長程發展，總務處擬將轄下勤務組

裁撤並新設校園規劃組｣案。 

○4 「本校博愛校區校園規劃初步準則、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

大樓及實驗動物研究中心基地配置案｣，本案之決議為「有

關本校運動場地設施及博愛校區休憩空間之整體規劃，請

總務處與體育室及生物科技學院協調細部。｣ 

2、劉尚志執行秘書之報告事項節錄如下： 

為期攸關本校整體校務規劃事項，能有完備之規劃並經相關

會議充分討論通過後，再依程序提送校規會及校務會議審

議。惟如各單位未及提出，而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除相關

資料及程序之完整性無法先行審閱外，亦影響整體議事運

作。爰此，爾後建請各單位之提案，應請配合學校相關作業

時程，儘早規劃，避免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以提升整體議

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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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請參閱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四、專案報告 (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七：擬申請 102學年度新設台聯大系統交大「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生物科技學院說明： 

(一)本案陽明大學已經代表台聯大系統於 100 年 12 月底，將 102 學

年度「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送到教育部審核，台聯大

系統除陽明大學外，其餘三校僅需完成各自校內申請程序，待陽

明大學申請計畫書通過後即可與其他三校進行連結。 

(二)本學程已經通過生科系（附件 17，P.80~P.82）及生科院院務會

議（附件 18，P.83~P.84），茲補提程序將計畫書送校務規劃委員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核。 

二、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7，P.36~P.45）。 

三、檢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附件 19，P.85~P.103） 

決  議：  

一、本案刪除原說明二「教務處說明：本國生招生名額，由校內招生

總量調整。」之文字，爰原說明三及說明四之序號，修正為說明

二及說明三。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9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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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1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日期:101年 10月 8日至 101年 10月 9日 12時 

召集人：吳妍華校長           執行秘書:徐保羅教授 

 

投票人數說明： 

本會委員 55人，爰投票總人數為 55人。 

回覆委員(計 43人)： 

吳妍華校長、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

李大嵩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

林寶樹主任、楊永良主任委員、陳信宏院長、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盧鴻

興院長、張新立院長、郭良文院長、黃鎮剛院長、柯明道院長、黃遠東委員、

徐保羅委員、杭學鳴委員、謝續平委員、陳志成委員、林清發委員、金大仁委

員、趙天生委員、白啟光委員、任維廉委員、劉復華委員、馮品佳委員、李秀

珠委員、何信瑩委員、王雲銘委員、莊雅仲委員、李美華委員、林伯昰委員、

陳明璋委員、廖威彰委員、王偉庭委員、張哲彬委員、吳宗瑋委員 

未回覆委員(計 12人)：  

張維安院長、劉柏村委員、陳永平委員、王蒞君委員、李素瑛委員、黃華宗委

員、洪志真委員、韋光華委員、江進福委員、唐麗英委員、韓復華委員、曾成

德委員 

記錄：柯梅玉 

 

壹、通訊投票事項 

案  由:生科院擬於 103學年度重提新設「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之申請案，請核備。(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本校參與台聯大系統四校所提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

程」，前業經 101年 5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規會（附件 1，

P.3~P.4）及 101年 6月 6日第 4次校務會議（附件 2，P.5~P.7）

通過。該案經教育部核定「緩議」。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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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新送審四校之申請書經統一後，本校部分新增陽明、中央 

、清華三校之計畫書部分，並更新本校支援學系基本資料表與學

術條件自我檢核表，並仍維持每年招收 3名博士生。 

三、本申請案依提案單位說明其計畫書除將台聯大其他三校計畫部分

加入外，並無實質之重大變動。 

四、該案因 100學年度已獲校務會議通過，今校規會擬以通訊投票徵

詢委員意見，不再對該重提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如經本會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同意核備後，將逕提送校務會議討論。如未經二分

之一委員同意，則另行召開臨時校規會審議本案。(*備註說明：

本會委員 55人) 

五、相關提案附件： 

(一)提案單位之提案單（附件 3，P.8）。 

(二)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修正後之計畫書（另參附件

4）。 

(三)計畫書修正說明(附件 5，P.9~P.11）。 

(四)教育部初審意見(附件 6，P.12~P.29)。 

(五)教育部複審意見(附件 7，P.30~P.31)。 

(六)101 年 10 月 2 日生物科技學系系務會議紀錄(附件 8，

P.32~P.33)。 

(七)101 年 10 月 2 日生物科技學院院務會議紀錄(附件 9，

P.34~P.35)。 

決  議：本案經通訊投票結果，業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核備，提送校

務會議討論。（同意 41票，不同意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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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行辦法

草案逐條說明表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現任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中心

主管任期尚未屆滿者，任期依其原規定至任

滿為止；任期屆滿前，各依本校「各學院院

長選聘準則」、「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

及修正後院長、系所中心主管遴選相關規定

辦理遴選，其任期重新計算。 

一、為協助各單位適用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

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學術單位主管

任期相關規定，爰明定現任各院系所單位

主管任期依原規定至任滿為止。 

二、另為求適用公平性，其本屆任期任滿前，

應依新法及各院系所依新法修正後之規

定辦理遴選，任期重新計算。 

第二條  現任院長任期距屆滿少於九個月或

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距屆滿少於六個月

者，應即依修正後規定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依修正後新法規定，現任院長任期屆滿九個月

前、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應辦

理遴選相關作業。如現任院長任期距屆滿少於

九個月或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距屆滿少於

六個月者，應即依修正後規定辦理遴選相關作

業。 

第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本辦法訂定程序。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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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及各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過渡期施行辦法

草案 

 

第一條  本校現任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中心主管任期尚未屆滿者，任期依其原

規定至任滿為止；任期屆滿前，各依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聘準則」、「各

系所中心主管選聘準則」及修正後院長、系所中心主管遴選相關規定

辦理遴選，其任期重新計算。 

第二條  現任院長任期距屆滿少於九個月或現任系所中心主管任期距屆滿少於

六個月者，應即依修正後規定辦理遴選相關作業。 

第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