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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3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3月 17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黃志彬副校長 

出席：陳信宏教務長(宋開泰副教務長代)、黃美鈴學務長(柯富祥副學務長代)、

陳俊勳總務長、張翼研發長(趙昌博副研發長代)、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

主任秘書、林宏洲委員、黃漢昌委員、楊谷洋委員、劉奕蘭委員、曾仁杰

委員、劉柏村委員 

請假：黃冠華委員、王立達委員、林秀幸委員、曾建超委員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略。 

 

貳、同意權行使及選舉事項 

案由一：本校新任副校長人選案，提請同意。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

推動校務。｣及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就教授

中提名，或以契約方式進用具有教授資格之校外人士，經本職為教

師之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聘任之。其任期以配合

校長之任期為原則，其續任之同意程序與新任相同。副校長應於新

任校長就任時去職，不受任期之保障或限制。」（附件 1，P.6）。 

二、被提名人陳信宏教授之簡歷，請參閱附件 2（P.7~P.18）。 

三、請推舉計票及監票人員 1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一案提校務會議。 

  

案由二：本校 103 學年度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擬遞補委員 1

名，請推選。(秘書室提) 

說  明： 

一、本校 103學年度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原核定名單如

附件 3（P.9），李素瑛教授為該委員會之校務會議票選委員，因李

教授業於 104年 2月 1日退休，擬遞補委員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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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

選六人」，爰此，候選人須為校務會議代表並具備教授資格（附件 4，

P.20~P.21）。 

三、本案業經各學院轉請校務會議代表提名，候選人名單為：王國禎教

授(資訊學院)、陳誠直教授(工學院)、洪瑞雲教授(管理學院)、莊

明振教授(人文社會學院)。 

四、依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附件 5，P.22），除各學院提名

名單外，亦得當場提名候選人列入名單，敬請各位代表踴躍提名。

檢附 103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名單供參（附件 6，P.23~P.24）。 

五、本案採無記名單記法(僅能圈選一人)之方式投票。 

六、請推舉計票及監票人員 1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二案提校務會議。 

 

案由三：本校 103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擬遞補委員 1名，提請同

意。(主計室提) 

說  明： 

一、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7，P.25~P.26）第

二點：「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

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主計室

主任及校務會議同意之代表組成之；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人士參與，委員除校外人士

外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委員其任期二

年，每年改選半數」。 

二、該會現置委員 15 人，茲因其中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之鍾

文聖委員（原聘期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因故請辭委員一職，爰

由校長另遴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所謝文良教授遞補（聘期自校務會

議通過後至 104年 7月 31日止），擬提經本次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三、請推舉計票及監票人員 1位，以配合開票作業。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三案提校務會議。 

 

參、討論及審議事項 

案由一：本校 103學年度增設或調整之單位，納入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

表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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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校 103學年度增設或調整之教學單位，前經納入本校組織系統表

修正，業經教育部以 103 年 10月 3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60260 

號函核定自 103 年 8月 1日生效。 

二、103年 12月 17日召開之本校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附件

8，P.27~P.34)設立一級行政單位「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

(附件 9該中心規劃書節錄版，P.35~P.38)，以及校級研究中心「物

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另教育部 103 年 12月 3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30176938C號函同意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起增設「科技法

律學院」，所屬系所包含科技法律研究所(附件 10，P.39)；爰本校

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需據以修正之。 

三、前述新設立單位，除於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增訂該等單位外，有

關本校組織規程第 16 條至第 20 條分別規範之行政會議、教務會

議、學務會議、總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之組成及運作，是否納入

新增之一級行政單位「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中心主任

案，業經簽會相關業務職掌單位均表示，不予納入該中心主任。(該

等條文中明定會議成員包含「各學院院長」，故已包括科技法律學

院院長) 

四、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9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通過(附件

11，P.40~P.43)。 

五、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組織規程修正草

案全文(附件 12，P.44~P.61)，以及現行本校組織規程系統表(附件

13，P.62~P.65)、組織系統表修正對照說明(附件 14，P.66~P.70)

及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附件 15，P.71~P.75)。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一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二：本校「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組織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提) 

說  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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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爰據以修正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組織規則有關中心主任任期。 

二、本案業經 104年 2月 2日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103學年度第 3次 



4 
 

中心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16，P.76）。 

三、檢附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組織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全文（附件 17，P.77~P.79）。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二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三：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

討論。(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說  明： 

一、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增列「駐衛警察」及

「非屬公務員之人員其再申訴單位」。 

二、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4日 103學年第 2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 

通過（附件 18，P.80~P.81）。 

三、其他國立大學有關職工申訴之再申訴管道及代表是否含駐衛警察之

辦法請參閱（附件 19，P.82），本校法律顧問提供之法律意見書請

參閱（附件 20，P.83~P.84）。 

四、檢附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21，P.85~P.90）。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三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四：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第二十條修正案，請

討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 

說  明： 

一、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第二十條第一項中規

定調查案之調查報告應提送性平會「報告」，與本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第二項關於調查報告應提送性平會「通

過」之規定不一致，爰予修正。 

二、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5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

過（附件 22，P.91~P.92）。 

三、檢附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第二十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23，P.93~P.104）。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四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五：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第一點、第五點修正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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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 

說  明： 

一、本校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相關規定，訂定本校「性騷擾防

治、申訴及處理要點」於 102年 12月 18召開之 102學年度第 2次

校務會議通過實施。迄於 103年 9月首次受理適用該要點之申訴調

查案，經實務運作發現，需予新增或修正相關規定，俾使調查作業

有所依據，以臻完備。 

二、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5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通過（附件 22，P.91~P.92）。 

三、檢附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第一點、第五點修正草

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24，P.105~P.109）。 

決  議：本案通過以第五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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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及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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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之選任)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就教授中提名，或以契約方式進用具有教

授資格之校外人士，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後聘任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其續任之同意程序

與新任相同。副校長應於新任校長就任時去職，不受任期之保障或限

制。 

              各副校長之職務代理順位，由校長指定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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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宏 教授 簡歷 

 

一、教育：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電機博士，72/8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碩士，67/6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學士，65/6 

 

二、工作經驗： 

現職--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長                             103/8~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副教授、教授           72/8-79/7、79/8~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院長                       99/2-103/2 

行政院科顧組副執行秘書                         98/8-99/1 

電信/網通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長                  91/11-98/7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副主任、代理主任  91/8-97/7、97/8-98/8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代理院長    90/10-91/2 

國科會工程處電信學門召集人      89/1- 91/12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研究中心主任     82/8 -86/7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主任     74/8- 77/7、80/10-82/7 

交通部電信研究所助理工程師      67/7- 69/7 

     

三、研究領域 ： 

語音處理、中文語音辨認、中文文字轉語音、訊號處理 

 

四、參與學術性社團 : 

Associated Editor, IEEE/ACM Tra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103/12~) 

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學會 (IEEE) 資深會員 

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副理事長(93-94)、理事長(95-96)、監事(97~) 

IEEE 訊號處理 Society 台北分會會長 (86-87) 

IEEE 通訊 Society 台北分會會長 (82-84) 

美國聲學學會會員 

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 

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會員 

斐陶斐會員 

五、獲獎情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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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94-1995，1997-1998. 

2. 教育部傑出教師獎 1993 

3.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2007 

4.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2005 

5. 教育部 85 年度有關產業實際問題優良博士論文獎勵 (指導教授). 

6. 德州儀器公司第四屆校園科技創作比賽研究生組特優獎 (指導教授). 

7. 教育部 84 年度校園軟體創作競賽特優獎 

8. 76 年度龍騰論文特優獎 (資訊科技博士類) (指導教授). 

9. 84 年度龍騰論文佳作獎 (資訊科技博士類) (指導教授). 

10. 2000 年國際中文口述語言處理研討會 (ISCSLP)邀請演講，中國北京 

11. 教育部通訊教育改進計畫之教材特優獎 

12. 指導學生羅文輝發表論文 “The wide-sense parametric coverage estimator against the 

distribution mismatch problem for sparse data”，獲得 2008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最佳學生論文獎 

13. 指導學生羅文輝發表論文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lization for the uncertainty 

measurement by coverage interval”，獲得 200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最佳論文獎 

14. 2013 年國際智慧資料因藏及多媒體訊號處理會議(IIHMSP) keynote speaker，中國北京 

 

六、技術移轉 

1. 中文文句翻國語語音系統：工研院電通所、大騰電子、偉僑資訊、尉臺資訊、聲威 

2. 語音語料庫：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會 96 年 11 月 

3. 國語關鍵詞辨認系統技轉給「瀚語科技」，99 年。 

4. 所發展之國語關鍵詞辨認系統、語者辨認系統，在與交大胡竹生教授合作之國科會產

學計畫案「具強健性之智慧型機器人語音與影像互動介面技術開發」技轉給華寶科技，

100 年 11 月。  

5. 「語音資料庫」授權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101/10 

 

七、Publications: 

1. Sin-Horng Chen, Chiao-Hua Hsieh, Chen-Yu Chiang, Hsi-Chun Hsiao, Yih-Ru Wang, 

Yuan-Fu Liao and Hsiu-Min Yu, “Modeling of Speaking Rate Influences on Mandarin Speech 

Prosod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peaking Rate-controlled TTS,” IEEE/ACM Tra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Vol.22, No.7, pp.1158-1171, July 2014. 

2. Sin-Horng Chen, Jyh-Her Yang, Chen-Yu Chiang, Ming-Chieh Liu and Yih-Ru Wang, "A 

New Prosody-Assisted Mandarin ASR System," IEEE Tra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Vol. 20, No. 6, pp. 1669-1684, August 2012 

3. Chen-Yu Chiang, Yih-Ru Wang, Qi-Quan Huang, Hsiu-Min Yu, and Sin-Horng Chen, 

"Variable Speech Rate Mandarin Chinese Text-to-Speech System," International J.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vol.17, no. 1, pp.27-42, 

March. 2012.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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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uan-Fu Liao, Jyh-Her Yang and Sin-Horng Chen, “Soft-decision A Priori Knowledge 

Interpolation for Robust Telephone Speaker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32:5, pp. 627-637, July 2009.  

5. Wen-Hui Lo and Sin-Horng Chen, “The uncertainty reduction for the refined sample mean 

of combined quantities,” IAE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39, issue 

3, 2010/3, pp. 192-197. 

6. Wen-Hui Lo and Sin-Horng Chen, “The analytical estimator for sparse data”, IAE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39, issue 1, 2009/2, pp. 71-81. 

7. Chen-Yu Chiang, Sin-Horng Chen, Hsiu-Min Yu, and Yih-Ru Wang, “Unsupervised Joint 

Prosody Labeling and Modeling for Mandarin Speech,” J. Acoust. Soc. Am. 125, No. 2, pp. 

1164-1183 (2009/2)  

8. Wei-Chih Kuo, Chen-Chung Ho, Xiang-Rui Zhong, Zhen-Feng Liang, Hsiu-Min Yu, Yih-Ru 

Wang, and Sin-Horng Chen, “Some Studies on Min-Nan Speech Process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Vol. 12, No. 4, pp. 391-410, December 2007 

9. Sin-Horng Chen, Wen-Hsing Lai and Yih-Ru Wang, “A statistics-based pitch contour model 

for Mandarin speech,” J. Acoust. Soc. Am., 117 (2), pp.908-925, Feb. 2005. 

10. S.-H. Chen, W.-H. Lai, and Y.-R. Wang, “A New Duration Modeling Approach for Mandarin 

Speech,” IEEE Trans. On Speech and Audio Processing, vol. 11, no. 4, July 2003. 

11. W. J. Wang, Y. F. Liao and S. H. Chen, “RNN-based Prosodic Modeling for Mandarin 

Spee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peech-to-Text Conversion,” Speech Communication 36 

(2002) pp.24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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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Independen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Proc. of ICASSP 87, pp.1418-1421, 1987. 

84. Y. J. Lin, C. H. Wei and S. H. Chen, “On the Comparison of Various 1 or 2 bits/sample VQ 

Coders,” Proc. of 1986 Telecommun. Symp., pp.237-245, 1986. 

85. J. C. Hsieh, C. H. Wei and S. H. Chen, “A Real-Time Sub-Band Speech Coding with 

Adaptive Prediction Implemented by TMS 32010,” Proc. of 1986 Telecommun. Symp., 

pp.135-140, 1986. 

86. J. P. Huang, S. H. Chen and C. H. Wei, “A Real-Time Implementation of Sub- band Speech 

Coder with TDHS at 9.4 kbps,” Proc. of 1986 Telecommun. Symp. , pp.125-134, 1986. 

87. J. C. Jow, S. H. Chen and C. H. Wei, “Real-Time Implementation of 16 khps APC Coder 

Using TMS 32020 Signal Processor,” Proc. of 1985 Telecommun. Symp., pp.487-495, 1985. 

88. C. Chen, S. H. Chen and C. H. Wei, “Combined Time-Domain Harmonic Scaling and 

ADPCM for 16 kbps Speech Coding System,” Proc. of 1985 Telecommun. Symp. , 

pp.331-337, 1985. 

89. D. J. Liu, S. H. Chen, and C. H. Wei, “Speech Coding by Adaptive Delta Modul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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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e Compression,” Proc. of 1985 Telecommun. Symp., pp.483-486, 1985. 

90. W. F. Lu, S. H. Chen, and C. H. Wei, “Mandarin Isolated Word Recognition by 

Segmentation and Linear Time Warping,” Proc. of 1985 Telecommun. Symp., pp.331-337, 

1985. 

91. S. H. Chen, J. Murray, and J. Walkup, “Robust Image Estimation in Signal-Dependent 

Noise,” Proc. of ICASSP 84, 12A. 11. 1-4, 1984. 

 

九、Book and Book Chapter 

1. 陳信宏、王逸如，數位信號處理的新利器：TMS320C6x，全華科技圖書公司，2000 

2. Sin-Horng Chen, Chiu-Yu Tseng, and Hsin-Min Wang, Tone Modeling For Speech 

Synthesis, Chapter 4 of Advances i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6 

3. R.-H Wang, S. H. Chen, J.-H. Tao, M. Chu, Mandarin TTS Synthesis, Chapter 5 of 

Advances i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6 

4. S. H. Chen, H. M. Yu, and Y. R. Wang, “The EAT (English across Taiwan) Corpus,” 

Section 4.4 (3) in Computer Processing of Asian Spoken Languages, Consideration Books, 

2010 

5.  

十、 Patent  

1. 陳信宏、黃紹華，以類神經網路為基礎之韻律訊息產生器，中華民國發明專利、日本

發明專利 

2. 陳信宏、張文輝，碼書激勵編碼法及其裝置，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3. 陳信宏、廖元甫，中文語音辨認系統及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4. 陳信宏、廖元甫、蔣松茂、張森嘉，快速語音辨認系統及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5. 陳信宏、黃紹華，基週同步式線性預估語音合成器，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6. 陳信宏、洪維廷，抗雜訊語音辨認系統及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7. 楊智合、江振宇、劉銘傑、王逸如、廖元甫、陳信宏，中文語音辨識裝置及其辨識方

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14/5 通過) 

8. 宋開泰、簡碩成、林昭宇、陳奕彣、陳信宏、江振宇、吳宜樵，融合人臉辨識及語音

辨識之身份辨識系統、其方法及其服務型機器人，美國專利(13/675,590)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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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學年度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名單 

 單位 委員姓名 任期 備註 

1.  校長室 吳妍華校長 103學年度 召集人 

2.  副校長室 黃志彬副校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3.  教務處 陳信宏教務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4.  研發處 張翼研發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5.  電機學院 杭學鳴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6.  資訊學院 曾煜棋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7.  理學院 李耀坤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8.  工學院 陳俊勳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9.  管理學院 俞明德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0.  人文社會學院 曾成德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1.  生物科技學院 鐘育志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2.  客家文化學院 張維安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3.  光電學院 柯明道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4.  科技法律學院 劉尚志院長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5.  通識教育委員會 蘇育德主任委員 103學年度 當然委員 

16.  電機系 吳文榕教授 103學年度 校務會議票選 

17.  資工系 李素瑛教授 103學年度 校務會議票選 

18.  機械系 洪景華教授 103學年度 校務會議票選 

19.  應數系 莊  重教授 103學年度 校務會議票選 

20.  電機系 楊谷洋教授 103學年度 校務會議票選 

21.  外文系 劉辰生教授 103學年度 校務會議票選 

22.  校友 祁  甡委員 103學年度 
校友會推薦 
遴聘委員 

23.  校友 任建葳委員 103學年度 
校友會推薦 
遴聘委員 

24.  校友 蔡豐賜委員 103學年度 
校友會推薦 
遴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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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89 年 3 月 6 日 88 學年度第 1 次法規委員會議訂定 

89 年 3 月 22 日 8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6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查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成立「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當然委員、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若干人，依下列方式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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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 

二、票選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體教授代表中推選六人。 

三、遴聘委員由交大校友會推薦三人及校長就本校教授遴聘二人擔任。 

四、審查名譽博士候選人時，另加聘有關學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長為委員。 

票選委員及遴聘委員任期一年(並持續至下一任委員產生前)，連選得連

任。 

本會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 

第三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候選人資格或條件如下： 

一、名譽博士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任一目：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二、傑出校友候選人至少須具備下列事蹟之任一目： 

(一)有重要發明或著作，成果卓越。 

(二)主持機構或團體，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 

(三)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第四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由本會主動建議及經公開程序徵求可能之候

選人名單，並收集有關資料。 

第五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審查，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推薦人列席說明。 

二、由本會校內外委員以集會方式為主，對候選人名單及資料作審議，必

25.  生科系 黃憲達教授 103學年度 校長遴聘委員 

26.  管科系 朱博湧教授 103學年度 校長遴聘委員 

附件 3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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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得採通信投票。均以過三分之二之委員參與方為有效，並以超過

參與委員三分之二為通過。 

第六條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候選人審查結果應提校務會議報告，名譽博士並應報

教育部備查。 

第七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頒贈以配合受頒名譽博士之時間為原則，傑出校友榮譽證

書之頒授以配合校慶典禮為原則。 

第八條 受贈名譽博士學位者亦同時頒贈傑出校友榮譽證書。傑出校友得被舉薦為

名譽博士候選人。 

第九條 本會開會以配合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之推薦期限為原則，以利審查之順利

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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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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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名單(104.2) 

一、當然代表 21人： 

吳妍華校長、黃志彬副校長、陳信宏代理副校長、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

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李耀坤院

長（理學院）、杭學鳴院長（電機學院）、曾煜棋院長（資訊學院）、陳俊勳院長（工學院）、

俞明德院長（管理學院）、曾成德院長（人文社會學院）、鐘育志院長（生物科技學院）、張

維安院長（客家文化學院）、柯明道院長(光電學院) 、蘇育德主任委員(通識教育委員會)、

劉尚志院長(科技法律學院) 

 

二、教師代表 54人：(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理學院 8人： 

（102~103學年）：李威儀教授、莊  重教授、鍾文聖教授、黃冠華教授、林及仁副教授 

 (103~104學年)：陳振芳教授、許元春教授、刁維光教授 

 

電機學院 12人： 

（102~103學年）：林清安教授、陳永平教授、郭峻因教授、冉曉雯教授(*103遞補徐保羅

教授)、林聖迪教授(*103遞補黃遠東教授) 

(103~104學年)：黃經堯教授、陳紹基教授、吳文榕教授、歐陽盟教授、楊谷洋教授、宋開

泰教授、劉柏村教授 

資訊學院 5人： 

（102~103學年）：王國禎教授、林盈達教授(*103遞補張明峰教授) 

 (103~104學年)：曾建超教授、謝續平教授、莊仁輝教授(*104.2遞補李素瑛教授) 

 

工學院 7人： 

（102~103學年）：洪景華教授、陳誠直教授、林宏洲教授、林志高教授 

 (103~104學年)：蔡佳霖教授、劉俊秀教授、曾仁杰教授 

 

管理學院 6人： 

（102~103學年）：吳宗修副教授、周幼珍副教授、唐麗英教授、洪瑞雲教授  

 (103~104學年)：包曉天教授(*103.9.17遞補卓訓榮教授)、王立達副教授 

 

人文社會學院 5人： 

（102~103學年）：劉奕蘭教授、李子聲副教授、孫之元助理教授(*103 遞補孫于智教授) 

(103~104學年)：莊明振教授、劉辰生教授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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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院 3人： 

（102~103學年）：楊進木教授  

 (103~104學年)：張家靖教授、黃憲達教授(*104.2 遞補黃鎮剛教授) 

 

客家文化學院 3人： 

 (103~104學年)：陶振超副教授、張玉佩教授、林秀幸副教授 

 

光電學院 2人： 

（102~103學年）：楊斯博助理教授(*104.2遞補郭政煌副教授) 

 (103~104學年)：李偉教授 

 

通識教育委員會 1人： 

（102-103學年）：黃漢昌副教授 

 

共同科 2人： 

（102~103學年）：廖威彰教授  

 (103~104學年)：黃杉楹副教授 

  

三、職員及其他代表 5人：(任期一年) 

呂文明主任、林泉宏輔導員、楊黎熙組長、黃金婷技術師、呂紹棟校工 

 

四、學生代表 9人：(任期一年) 

謝宜靜同學、蔡律安同學、洪東緯同學、李昀瑋同學、王宥証同學、陳建嘉同學、洪蔓姿

同學、賴宏豪同學、吳哲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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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88年 10月 20 日 8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 6月 10日 92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6月 7日 94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8月 7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50111740號同意備查 

98年 6月 10日 97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6月 5日 101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以充分運用資源，提昇教育品質，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五條規定，設置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

由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

及校務會議同意之代表組成之；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人士參與，委員除校外人士外均為無給職。由校長

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委員其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三、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

取得收益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四、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召集人任命之，行政工作由主

計室支援之；為使校務基金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視需要經召集人同意進用

約用人員協助辦理會務。 

五、 本會依任務需要得設置各種工作小組，其組成方式由

本會訂之。 

六、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會

下設任務編組之資金運用小組，負責「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7條之 1之相關投資事宜。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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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運用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本會副校長委員擔任召集人，執行長為當

然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本會委員及教師代表數人組成之，行政工作由總務處

與秘書室共同支援之。 

資金運用小組至少半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

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七、 資金運用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

畫，經本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本會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第六點第一項之投資案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者，本會認為必要時得聘請

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八、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

要，需動用基金賸餘，增加成本(或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

之資本支出，須提本會審議。 

本校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定訂定之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

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以下簡稱

五項自籌收入)規定，因法規更迭或業務需要，修正規定者，須提報本會審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另五項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

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應以年度收入款項支應為原則，如有不足，

需由基金墊付或動用基金賸餘者，須提本會審議。 

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士列席。 

十、 本會各決議事項，向行政會議提出報告後，送交有關

單位執行。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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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3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3年 12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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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彬、陳信宏、黃美鈴、陳俊勳、張翼(溫瓌岸代)、周世傑、林寶樹、

裘性天、李耀坤(楊一帆代)、李威儀、鍾文聖、黃冠華、林及仁、陳振芳、

刁維光、杭學鳴、冉曉雯、林清安、郭峻因、黃經堯(陳宏明代)、陳紹基、

歐陽盟、楊谷洋、宋開泰、劉柏村、曾煜棋、王國禎、林盈達、謝續平、

陳俊勳(謝宗雍代)、林宏洲、林志高、蔡佳霖、曾仁杰、俞明德、劉尚志(陳

鋕雄代)、周幼珍、唐麗英、洪瑞雲、王立達(王敏銓代)、包曉天、孫之元、

李子聲、莊明振、劉辰生、張維安、陶振超、鐘育志、楊進木、張家靖、

李偉、蘇育德、黃漢昌、廖威彰、黃杉楹、呂文明、林泉宏、楊黎熙、黃

金婷、呂紹棟、蔡律安、洪東緯、李昀瑋、王宥証、洪蔓姿、賴宏豪【共

計 67人】 

請假：許千樹、莊重、許元春、陳永平、林聖迪、吳文榕、李素瑛、曾建超、洪

景華、陳誠直、劉俊秀、吳宗修、曾成德、劉奕蘭、張玉佩、林秀幸、黃

鎮剛、柯明道、郭政煌、吳哲宇【共計 20人】 

缺席：謝宜靜、陳建嘉【共計 2人】 

列席：張懋中院士、圖書館袁賢銘、人事室蘇義泰、主計室楊淑蘭、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蔡錫鈞(黃世昆代)、電機系胡竹生、人事室張家綺、人事室李昱欣、

研發處張育瑄 

記錄：柯梅玉 
 
壹、 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3年 11月 12日召開之 103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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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擔任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法人代表，擬由電子物

理學系陳衛國教授續任，聘期自 103年 6月 11日至 106年 6月 10

日止，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94 年 9 月 14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 號函規

定：「學校擔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須負公司經營管理或監督之法

律責任，另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對指定自

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為

求審慎，請將已擔任或同意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事提報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嗣後若擬同意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宜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為之。」。 

二、本校 94 年 10 月 3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公司邀請本校指

定法人代表擔任其董事或監察人時，須對方承諾代為投保，方得同

意擔任。相關董監事酬勞程序上應先入校務基金，再依簽呈分配指

定用途；個人車馬費不在此限。 

三、陳教授目前登錄之兼職除本件外無其他兼職案件，本件兼職係續

聘，上次聘期自 100 年 6 月 10 日起至 103 年 6 月 9 日止。另本校

與該公司簽訂之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約書中，已明定各方之權

利與義務，且法人代表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就受委任事項執行

業務，另學術回饋金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並為本校法人代表投保

責任險。 

四、本案業經電子物理學系教評會及理學院院長審核通過在案(附件 2，

P.12)，並經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審查通過(附件 3，P.13~P.14)。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2票，不同意 0票) 

主席裁示：爾後類此須經本校相關會議通過同意始能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

之提案，應依規定於起聘日期前完成相關程序。 

 

案由二：顯示科技研究所擬於 105學年度整合併入光電工程學系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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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顯示科技研究所 (以下簡稱顯示所)與光電工程學系(以下簡稱光電

系)，於 93年由光電工程研究所教師主導創立，自成立以來，為有

效利用行政資源，即與光電系 (含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以一系二

所的方式運作。 

二、因應近年知識進步快速，技術發展多元的趨勢，顯示科技的應用與

涵蓋範圍已幾近擴及至整個光電工程領域，為增進學生修習課程的

廣度以及選擇指導教授的彈性，擬將顯示所整合併入光電系以單一

學系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的方式運作，以期進一步提升教學與行政效

率。 

三、整併方式，將以現有顯示所師資及學生員額，全數合併入光電系 

，由於系所已共同合作運作多年，將可以最低成本與最高效率的方

式完成整併工作。 

四、本案業經 103年 9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光電工程學系第一

次系務會議(附件 4，P.15)及 103年 11月 18日電機學院 103學年

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附件 5，P.16)通過。 

五、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擬依據教育部規定，於 104年 6月依「大學增

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時程辦

理。 

六、本案業經 103年 11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6，P.17~P.21)。 

決  議： 

一、本案原提案說明六「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擬由秘書室逕行修正組織

系統表報請教育部核定」之文字與程序不符，爰刪除。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1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三：本校「教師評量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請討論。(教

務處提) 

說  明： 

一、配合國科會已改制為科技部，擬修正本辦法第二條條文之所有國科

會名稱為科技部。 

二、另依據本校教學獎設置辦法第十條之規定：「榮獲三次傑出教學獎

之教師，由學校頒給榮譽教學獎狀，並將其優良事蹟列入發展館，

以後不再為本獎之獎勵對象」，故擬修正永久免接受評量條件之傑

出教學獎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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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修正正確名稱由

要點改為辦法。 

四、本案業經 103年 11月 12日本校 10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次

會議通過(附件 7，P.22~P.23)。 

五、檢附本校「教師評量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8，P.24~P.27)。 

決  議： 

一、修正草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之國

科會後增列「(國科會)」之文字，條文修正為： 

(一)第一款第三目「曾獲得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

(含)。」 

(二)第二款第二目「近五年內曾獲得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

以上(含)。」 

(三)第二款第三目「教學表現達各院之最低標準，且 1.近五年內曾獲

得科技部(國科會)研究主持費四年以上(含)；或 2.近五年內在

學術上有卓越貢獻，並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可。」 

二、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65票，不同意0票) 

 

案由四：本校「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及第四條修正草案，請討論。(學生事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年 6月 26日臺教學(一)字第 1030091971號函復(附

件 9，P.28)之審查意見略以： 

(一)第三條第三項應載明申訴書收受或知悉日期，以及評議決定應說

明駁回或補救措施。 

(二)明定本辦法申訴書受理期限及申訴書應載明事項(含補正規定)，

參據教育部部頒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申訴處理作業規

定」第九、十、二十一、二十二點併同增修外，餘同意備查。另

103年 6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草案第二條軍訓

教官申訴評議委員，由票選產生(附件 10，P.29~P.30)，爰參據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及「職工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明定申訴評議委員產生方式，併同修正。 

二、本案業經 103年 11月 21日 103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附件

11，P.31~P.32)。 

三、檢附本校「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第二條、第

三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2，



31 
 

P.33~P.37)。 

四、另檢附「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申訴處理作業規定」供

參(附件 13，P.38~P.41)。 

五、本辦法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 

一、修正草案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及第四條通過。 

二、第二條第二項以後之各項文字，則維持現行條文之文字。 

三、本案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58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五：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條文規定涉及全校各單位，秘書室為條文修正之統籌

承辦窗口，組織規程條文修正程序為：「各業務單位提案送秘書室

→秘書室彙提送法規委員會討論→校務會議討論→秘書室陳報教

育部」本案係人事室所提之修正案。 

二、依考試院 103 年 9 月 5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65843 號函說明二

之修正意見及說明四之意見辦理(附件 14，P.42~P.46)。 

三、考試院逕予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台南分部置總管理處處長一人」一節，依體

例修正「台南分部設總管理處置處長一人」。 

(二)本校現行組織規程規定，查本校適用之「子、公立學校職務列等

表之一」中，未列有處長職稱，故組織規程第三十九條第八項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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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因本校適用之「子、公立學校職務列等表之一」

中，未列有「處長」職稱，上開「處長」職稱由職員擔任與前開

任用法及職務列等表規定未符，爰修正條文「……或由職員擔任

之」等文字，修正為「……，組長並得由職員擔任之」內容。 

四、考試院請本校審酌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二十二條所列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為召集人、第

三十八條所列「各學系系主任」與第六條第五項有關各學系置「主

任」職稱等規範內容，有職稱前後規定未盡一致之情形，爰配合

修正第六條第五項為「系主任」。 

(二)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後段及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列「學生事務

長」，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前段所定該職稱簡稱，修正為「學

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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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十九條第七項規範藝文中心主管進用方式及資格規定，惟依

現行本校學術單位組設規定係設於通識教育委員會下，依來函建

議本項移列於第三十八條第十項。 

(四)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本校一級行政單位置副主管未規範副主

管資格，爰配合修正為「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由副教授以上教

師或相當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並由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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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為避免發生校長出缺代理人員無法代理之情形，為期周延，建議 

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明定代理人員因故無法代理時，由校務會

議推選合適人員，並報教育部。 

六、另依教育部 103年 9月 22日臺教人(二)字第 103131256A號函( 

附件 15，P.47)訂定本校圖書館館長資格：本校現行組織規程行政

單位主管之資格及選任中，未明定圖書館館長資格與圖書館法第十

條第二項規定：「公立圖書館之館長、主任或管理員應由專業人員

擔任。」未符，爰配合修正增列第三項「圖書館館長，由具有專業

知能之教授兼任之，亦得由相當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等文字。 

七、為利電資中心中長程發展之延續性及規劃執行研究計畫需要，宜 

保留選才之彈性空間，爰修正電資中心中心主任任期為以配合校長

之任期原則。 

八、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16，P.48~P.56)

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7，P.57~P.69)。 

九、本案業經103年11月24日103學年度第2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8，

P.70~P.72)。 

決  議：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之修正事項如下： 

(一)人事室提出之再修正條文為：「校長於任期中因故不能視事、出

缺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

代行校長職權，並報教育部核備。 

校長之職務代理順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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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或尚未就任時，由校務會

議選舉產生代理校長代理其職務，並報請教育部核備，任期至新

任校長遴選產生就任止。」 

(二)唐麗英代表對前述人事室之修正案提出第一項之再修正為:「校

長於任期中因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出缺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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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解聘時，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教育

部核備」 

二、經舉手表決通過前述唐麗英代表所提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修正案、

人事室所提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修正及其餘修正條文。(同意 53

票，不同意 0票) 

 
案由六：一級行政單位「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設立申請案，請討

論。(生物科技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校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目的

為促進並提升本校生物醫學與生醫電資工程相關領域研究發展，除

提供本校師生與研究人員高品質之實驗動物，標準化動物實驗流

程，與實驗動物相關技術支援服務外，將能有助於本校積極發展中

的 BioICT 研究。未來，本中心不僅能提供一功能完整的校級實驗

動物資源，更能防範因動物試驗而衍生的特有公害及人道社會壓力

問題，以克服生醫與生技研究以及安全性試驗所衍生出來的困擾。 

二、本中心編制主任(專任教授兼任)1 名、計畫專業執行長 1 名、獸醫

師技士 1名、技術員 3名(其中包含電機技術員 1名)、兼任工讀生

1名。 

三、試營運期擬請先行補助 2,220萬，營運後每年補助 500萬元，補助

5 年，主要用於所有實驗動物相關設備之維修及改善，目的為提供

全校師生一個代養高品質、服務高品質、研究支援高品質的實驗動

物中心，以提升全校師生利用實驗動物所進行的研究成果。 

四、本中心即將於 103年 11月整建完成，預計於 104年 1月開幕。 

五、本案業經 103 年 10 月 31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並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規劃書(附件 19，P.73)。 

六、檢附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紀錄(附件 20，P.74)，以及

本校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規劃書(附件 21，P.75~P.105)。 

七、本案業經 103年 11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通過(附件 6，P.17~P.21)。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40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七：校級研究中心－「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申請案，請討論。

(研發處提) 

說  明： 

一、本案原經 103 年 9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會議及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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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通過，原依程序擬

提 103年 10月 22日 10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但該中心籌備人

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表示：「因為空間問題尚未有方案，同時中心

的細部制度還在與研華討論，目前有一些問題未釐清，因此擬暫緩

本次校務會議提案」，故簽請校長同意後撤案。 

二、中心籌備人經多次與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商討確認相關細節並修正設

置辦法後，提送 103年 11月 19日 103學年度第 3次研發常務會議

通過(附件 22，P.106)。 

三、另附「交大-研華物聯網研究中心研發合作協議書草案」，雙方合議

經費補助方案為：「對於本中心之研究與行政相關經費予以贊助，

每年以兩千萬為上限，但不低於一千萬，協議執行期於 104年 1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共五年」(附件 23，P.107~P.112)。 

四、檢附本校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24，P.113~P.114)、

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書(附件 25，P.115~P.119)、物

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 (附件 26，

P.120~P.128)。 

五、本案業經 103年 11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6，P.17~P.21)。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3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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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規劃書(節錄) 

一、中心緣起、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國立交通大學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目的為促進並提升本

校生物醫學與生醫電資工程相關領域研究發展，除提供本校師生與研究人員高品質之實驗動

物，標準化動物實驗流程，與實驗動物相關技術支援服務外，更是本校發展 BioICT 計畫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本中心自 2012 年起由校方指示由生物科技學院進行評估、規劃與設計，最終選定

博愛校區原教學大樓之館舍進行整建建（附錄一）。本中心之設計與規劃經校內各級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在校務基金支助建造經費（附錄二）。本中心主體整建工程始於 2014 年 3 月，預計於

同年 11 月完工，並按規劃將於 2015 年 1 月起測試營運半年，預計於 2015 年 7 月開始正式營運

（附錄一）。未來實驗動物中心規劃可飼養三種不同之實驗動物，包括齧齒類（大/小鼠）、斑馬

魚及兔等實驗動物。本實驗動物中心預計將可提供本校所需要之高品質實驗動與完善的動物實

驗環境與技術服務，將能有助於本校積極發展中 BioICT 研究。未來，本中心不僅能提供一功能

完整的校級實驗動物資源，包括多種類實驗動物、高品質的軟、硬體資源及專業人力來協助進

行更精確的動物試驗，更能防範因動物試驗而衍生的特有公害及人道社會壓力問題，以克服生

醫與生技研究以及安全性試驗所衍生出來的困擾。唯有擁有健全及完善的動物試驗資源，才可

強化本校在生技與生醫跨領域相關研究軟硬體設置的完整性，並藉由與產業界的互動與互助，

達成本校極力發展 BioICT 的終極目標。本中心目標願景著重於下列方向： (1) 提供符合國際標

準之生醫研究與產業需求之實驗動物中心；(2) 作為發展生物醫學與生醫電資工程服務之平台；

(3) 協助校內師生與研究人員建立各種動物或人類疾病發生機制與治療方式的研究；(4) 支援協

助轉譯醫學與基因體醫學研究之發展。 

二、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一)、設立依據 

本校擁有全國最優秀之研究團隊，目前在生物醫學與生醫電資工程領域上，已具國際競爭

力，加上實驗動物為生物醫學與生醫電資工程領域中重要的基礎及關鍵，設立一符合國際認可

之標準化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動物恆定的飼養環境，確保動物實驗的準確性，更能增進本校跨

領域研究方面的動能。本中心著重於服務，協助跨領域研究發展，培養兼具理論與應用的生物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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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醫電資工程及實驗動物人才，使本校得以成為國際頂尖的教學及研究機構，對我國生

物科技之基礎發展以及產業推廣將有長足的助益。 

 

(二)、必要性 

實驗動物中心主要在提供恆定的飼養環境，使動物實驗能得到好的結果，不但能提高實驗

的準確性亦能降低動物的使用量。動物實驗的結果受到飼養環境因子的影響，包括燈光、温度、

換氣次數、濕度、籠具、飼料、墊料、飲水、氨、費洛蒙、化學物質、病原等，對這些因子都

有特別的要求，因此需要特別的動物設施。由於本校現有的實驗動物設施受限於空間不足與設

備老舊等因素，已無法提供全校動物實驗的需求及未來生醫科學與生醫電資工程研究之需求，

這也是本校需要成立實驗動物中心的主要原因。。以大/小鼠實驗動物為例，整建後的實驗動物

中心能將最大飼養的籠數，將從原本舊有生科院實驗動物房的 350 個小鼠籠大幅提升至 3,000

個小鼠籠，此一飼養量將足以應付本校未來五年擴大 BioICT 相關的產學研究需求。 

三、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一)、提供標準化及高品質實驗動物飼養環境：大/小鼠實驗動物的飼養管理潔淨/微生物等級提

高至國際期刊普遍認可的無特定病原等級，除大/小鼠實驗動物外，未來亦將可提供斑馬

魚及兔等實驗動物代養服務。 

(二)、提供多方面實驗動物專業服務並協助研究開發：本實驗動物中心除了大幅增加大/小鼠實

驗動物的飼養籠數/空間和可飼養之實驗動物種類之外，亦將提供各種實驗動物相關的技

術服務，包括灌食、注射、抽血、藥物灌流、病理採樣、外科手術及生理監測等，期能

提昇本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在生醫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加速本校 BioICT 之發展。此外，

亦可協助支援並參與校內外之研究計畫，協助生醫產品及技術之開發。 

(三)、促進產學研合作：本中心目標除可提供本校所有需要進行動物實驗者一個最完善的動物

實驗環境，及高品質的實驗動物，未來亦可發展成為大新竹地區生物醫學與生醫電資工

程技術或產品開發之動物實驗平台，導入並加速台灣生技產業之發展。 

四、中心之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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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設立主任一名，其下分成行政作業組、研究及發展組及動物飼育組，各組之

組成與運作如下：(1) 行政作業組：由獸醫師、技術員及操作員共同組成。工作內容包括實驗動

物訂購與代養申請、一般行政事務、動物中心軟硬體資訊記錄及監控、計算動物中心營運成本、

實驗動物技術與教育訓練、動物中心網頁資訊維護及更新等；(2) 研究及發展組：由獸醫師、技

術員與校內研究人員共同組成。工作內容包括實驗動物健康監測、新引進動物之隔離與檢疫、

實驗動物技術與教育訓練、疾病模式動物開發、動物試驗代工等；(3) 動物飼育組：由獸醫師、

技術員及現場操作員共同組成。工作包括實驗動物代養與日常照護、實驗動物相關設備之清潔

滅菌與監控、飼育環境之清潔、維護與監控等（圖 1）。 

 
圖 1、交通大學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各組工作項目 

 

實驗動物中心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同時得設立”實驗動物中心營運諮詢委員會”協助中

心規劃未來發展方向及擬定重要決議。此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組成，以不定期監督中心運作狀

況，並提出改善建議、決議中心重要人事與行政修正案，例如：中心兼任主任異動、實驗動物

飼養管理費用更動等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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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交通大學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組織架構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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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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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3月 9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黃志彬副校長 

出席：陳信宏教務長、裘性天主任秘書、賴宏豪委員、吳宗修委員、洪景華委員、

唐麗英委員、黃經堯委員、王立達委員、莊明振委員、陳紹基委員、謝續

平委員、陳秋媛委員、林志潔委員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本學期法規會由本人擔任召集人，歡迎各位委員踴躍參與討論。如有意

見亦請隨時提出。 

二、其他報告 

(一)103 年 11 月 25 日召開之 103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業

於 103年 11月 25日寄予本會委員確認，計有 13位委員回覆(本會

委員 14人)，同意 13人，不同意 0人，爰經半數以上同意確認。 

(二)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事項，相關執行情形如下： 

1、本校「資訊學院組織章程第五條修正案」業經 103年 12月 12日

103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通過。 

2、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 103 年 12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 103年 12月 19日臺教

高(一)字第 1030187678 號函核定，並自核定函日期生效。教育

部逕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6條第 3 項規定為：「校長任期屆滿，

如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或尚未就任，由校務會議選舉產生代理

校長，並報請教育部核定，代理期間至新任校長就任時止」(附

件 1，P.5)。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 103學年度增設或調整之單位，納入本校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

表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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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103學年度增設或調整之教學單位，前經納入本校組織系統表

修正，業經教育部以 103 年 10月 3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60260 

號函核定自 103 年 8月 1日生效。 

二、103年 12月 17日召開之本校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附件

2，P.6~P.13)設立一級行政單位「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附

件 3該中心規劃書節錄版，P.14~P.17)，以及校級研究中心「物聯

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另教育部 103 年 12月 3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76938C號函同意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起增設「科技法律學

院」，所屬系所包含科技法律研究所(附件 4，P.18)；爰本校組織規

程及組織系統表需據以修正之。 

三、前述新設立單位，除於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增訂該等單位外，有

關本校組織規程第 16條至第 20條分別規範之行政會議、教務會議、

學務會議、總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之組成及運作，是否納入新增

之一級行政單位「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中心主任案，業

經簽會相關業務職掌單位均表示，不予納入該中心主任。(該等條文

中明定會議成員包含「各學院院長」，故已包括科技法律學院院長) 

四、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組織規程修正草

案全文(附件 5，P.19~P.36)，以及現行本校組織規程系統表(附件

6，P.37~P.40)、組織系統表修正對照說明(附件 7，P.41~P.45)及

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附件 8，P.46~P.50)。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科技法律學院組織章程」草案，請討論。(科技法律學院提) 

說  明： 

一、為處理各項行政事務，確保本院師生各項權益，提昇學術研究品質，

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29 條之規定訂定科技法律學院組織章程(附

件 9，P.51)。 

二、本案業經 103年 2月 2日第二學期科技法律學院暨科技法律研究所    

103學年度第 1次院務暨所務聯席會通過(附件 10，P.52)。 

三、檢附本校「科技法律學院組織章程」草案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附件

11，P.53~58)。 

決  議： 

一、草案條文第一條「以下皆稱本院」之文字，修正為：「以下簡稱本院」。 

二、草案條文第二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本院由所屬所及研究中心共同組成」之文字，修正為：「本院

由所屬教學單位及研究中心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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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得設副院長」之文字，修正為「另依規定得設副院長」。 

(三) 依前述修正事項，本條條文文字修正為：「本院由所屬教學單

位及研究中心共同組成。本院設院長一人，綜理本院業務，另

依規定得設副院長，由院長提名，報請校長聘任之。」 

三、草案條文第四條「另由全院專任教師票選代表 3人」之文字，修正

為：「另由全院專任教師票選代表，由專任教師中每 4人產生 1 人」。 

四、草案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推選各常設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成員」

之文字，修正為：「議定各常設委員會組織要點」。 

五、草案條文第七條於「重大議案」前增列「是否為」之文字，修正為：

「是否為重大議案，由院務會議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認定……」。 

六、草案條文第八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刪除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審議並就院長人選進行推薦」之文

字。 

(二)因刪除前述條文，爰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審議系、所、研究

中心對外建教事宜」之目次修正為第二目。 

七、草案條文第九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院長之遴聘，於原任院長任期屆滿或因其他原因終止職務半

年前，由本院院務會議成立遴選委員會，負責院長之推舉」，

條文中「半年前」之文字，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修正為：「十個月」。 

(二)「負責院長之推舉」之文字修正為：「負責院長之遴選」。 

(三)依前述修正事項，本條條文文字修正為：「院長之遴聘，於原

任院長任期屆滿或因其他原因終止職務十個月前，由本院院務

會議成立遴選委員會，負責院長之遴選。遴選委員會組成與院

長遴選辦法，另訂之」。 

八、草案條文第十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應指定本院教授級專任教師或所長為代理人」之文字，修正

為：「應指定本院專任教授或單位主管為代理人」。 

(二)後段「……並依院長遴選辦法推舉新任院長」中「推舉」之文

字修正為：「遴選」。 

(三)依前述修正事項，本條條文文字修正為：「院長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院長於任期內出國、請假或借調，應指定本院

專任教授或單位主管為代理人；院長在任期內不能履行公務，

連續超過半年以上，其任期視為終止，由校長指派代理院長，

並依院長遴選辦法遴選新任院長」。 

九、草案條文第十二條修正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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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第六款刪除「系所」之文字，條文文字修正為：「統籌

調整運用本院教師員額」。 

(二)第一項第七款配合前述修正文字之一致性，條文文字修正為：

「統籌規劃本院及各單位之教學研究相關經費、管理費、空間

及設備」。 

(三)第一項第八款「指派本院教職員及學生擔任特定職務或工作」

之條文文字修正為：「其他與院務推動之相關事項」。 

十、本案修正後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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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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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學院。 

十一、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

理院務；通識教育委員會置

主任委員一人。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至多

二人；專任教師人數達三十

人者得置一人，專任教師人

數七十人以上者得置二人。 

各學院設學系(學士

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

程；人文社會學院設師資培

育中心及語言教學與研究中

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設通識

教育中心及藝文中心。 

各學系置系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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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術單

位： 

一、理學院。 

二、電機學院。 

三、資訊學院。 

四、工學院。 

五、管理學院。 

六、人文社會學院。 

七、生物科技學院。 

八、客家文化學院。 

九、光電學院。 

十、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

理院務；通識教育委員會置

主任委員一人。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至多

二人；專任教師人數達三十

人者得置一人，專任教師人

數七十人以上者得置二人。 

各學院設學系(學士

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

程；人文社會學院設師資培

育中心及語言教學與研究中

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設通識

教育中心及藝文中心。 

各學系置系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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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3年 12月 3日臺教高

(四)字第 1030176938C 號函同

意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增設「科技法律學院」，爰增列

於第十款，其後之款次依序修

正。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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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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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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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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副學務長

一人，輔佐學務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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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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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副學務長

一人，輔佐學務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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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

議通過增設一級行政單位「跨

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

心」，爰增列於第十二款及新增

置中心主任一人，其後之款次

依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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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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置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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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

動物中心：置中心主

任一人，綜理提供實

驗動物及相關技術支

援服務事宜。 

十三、台南分部：置分部主

任一人，襄助校長綜

理分部校務。 

除第十三款之台南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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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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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置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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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設總管理處置處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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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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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設總管理處置處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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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相關事項。置主任一人，

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

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

表」。 

第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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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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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

議通過修正之組織規程案，提

案修正單位人事室誤將原第一

項分列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致

新增一項而影饗原第九項中條

文所述之「第五項、第六項及

前項主管任期三年」等文字中

之項次敘述不正確，爰將該誤

分為二項之文字再修正為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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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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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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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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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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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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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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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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館長，由具有專

業知能之教授兼任之，亦得

由具有專業知能相當教授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

長之任期為原則。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

主任、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

任及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

物中心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     

      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或相當副

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並由各該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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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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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館長，由具有專

業知能之教授兼任之，亦得

由具有專業知能相當教授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

長之任期為原則。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

主任及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

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     

      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或相當副

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並由各該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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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

因應第七條第一項之一級行政

單位中，新增第十二款「跨領

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於

本條第四項新增該中心中心主

任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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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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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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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並得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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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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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並得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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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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學院。 

十一、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通識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至多二人；專任教師人數達三十人者得置一人，專任教師人數七

十人以上者得置二人。 

各學院設學系(學士班)、研究所、專班、學位學程；人文社會學院設師資培育中心及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設通識教育中心及藝文中心。 

各學系置系主任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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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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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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副學務長一人，輔佐學務長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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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置主任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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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提供實驗動物及相關

技術支援服務事宜。 

十三、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襄助校長綜理分部校務。 

除第十三款之台南分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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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分部設總管理處置處長一人，並得視

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學生事務處另設軍訓室，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處

理學生事務相關事項。置主任一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 

各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第  八  條  本大學為因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之需要，得設立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 

本大學設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為一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事務。

分組者，各置組長一人。另得視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另設校級與院級研究中心及附設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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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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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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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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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

主任、主計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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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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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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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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列席。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遴選擔任之。 

   學生事務會議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處理學生事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總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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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圖書館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環

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人、職員代表二人及學生代表三人組成之，以總務

長為主席。總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及工友代表列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選二人、

教務長就其他教學中心與專班遴選一人擔任之。職員代表由人事室主任遴選二人擔任之。 

   總務會議設交通管理委員會、餐飲管理委員會及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

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總務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研究發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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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系(學士班)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組成，以研發長

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各遴聘一人擔任之。 

             研究發展會議設研發策略委員會、研發常務委員會、跨領域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

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

理研究發展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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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三人(含外籍生代表及僑生代

表各 1 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際事務處所屬單位各單位主管列席。教師代表由

各學院院長各遴選一人擔任之。 

國際事務會議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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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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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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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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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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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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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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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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校長於任期中因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出缺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

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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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任期屆滿，如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或尚未就任，由校務會議選舉產生代理校

長，並報請教育部核定，代理期間至新任校長就任時止。 

(副校長之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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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職為教師之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聘任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

期為原則，其續任之同意程序與新任相同。副校長應於新任校長就任時去職，不受任期

之保障或限制。 

              各副校長之職務代理順位，由校長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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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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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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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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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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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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館長，由具有專業知能之教授兼任之，亦得由具有專業知能相當教授級以上

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環保安全中心中心主任及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

心中心主任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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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人員兼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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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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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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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並得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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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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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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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教師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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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之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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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相關法律訂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各級教師於聘期屆滿時，未取得長期聘任資格且未獲續聘者，即依相關法規辦理。 

(教師之退休及延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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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評審委員會之通過，不得延長其服務年限。 

(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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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系級單位會議、各該院級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議決，不

得解聘、停聘、不續聘。 

             前項系級單位會議議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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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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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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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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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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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單     位                               現     行      單     位      說           明

校長 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
            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校務規劃委員會             校務規劃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會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會

     理學院      理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電子物理組

                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電子物理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電子物理組

                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應用數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應用數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                   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碩士

班

                                    ──                   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碩士班

            應用化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應用化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                   分子科學碩士班、

                                    ──                   分子科學博士班

                                    ──                   分子科學碩士班、

                                    ──                   分子科學博士班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物理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物理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甲組

                乙組

                丙組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甲組

                乙組

                丙組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

          應用化學系)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

          應用化學系)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科技與數位學習組

                應用科技組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科技與數位學習組

                應用科技組

     電機學院      電機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甲組

                乙組

            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甲組

                乙組

            電控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電控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電信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電信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光電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光電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顯示科技研究所 ──               碩士班             顯示科技研究所 ──               碩士班

            生醫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             生醫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

            奈米中心             奈米中心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電子與光電組

                電機與控制組

                電信組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電子與光電組

                電機與控制組

                電信組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資電工程組

                 資訊工程組

                 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

                 資電工程組

                 資訊工程組

                 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網路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              網路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電機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甲組

                乙組

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修正對照說明                                      104.03

            電機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甲組

                乙組

 
 

附件 14 



68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組

                 數位圖書資訊組(停招)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組

                 數位圖書資訊組(停招)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工學院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機械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機械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    奈米科技碩士班、

                                                  ──    奈米科技博士班

                                                  ──    奈米科技碩士班、

                                                  ──    奈米科技博士班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產業安全與防災組

                 精密與自動化工程組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組

                 永續環境科技組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產業安全與防災組

                 精密與自動化工程組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組

                 永續環境科技組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管理科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經營管理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經營管理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科技管理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科技管理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修正改隸於科技

法律學院。教育

部103 年12月 3

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30176938C 號

函同意。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科學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資訊管理組

                科技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運輸物流組

                科技法律組

                財務金融組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科學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資訊管理組

                科技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運輸物流組

                科技法律組

                財務金融組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英語教學研究所 ──           碩士班              英語教學研究所 ──           碩士班

             傳播研究所         ──           碩士班              傳播研究所         ──           碩士班

             應用藝術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應用藝術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學士班

                                       ──交通運輸碩士班

                                       ──交通運輸博士班

                                       ──物流管理碩士班

                                       ──物流管理博士班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

                                                       資訊管理組

                                                       財務金融組

                                               ──資訊管理碩士班

                                               ──資訊管理博士班

                                               ──財務金融碩士班

                                               ──財務金融博士班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學士班

                                       ──交通運輸碩士班

                                       ──交通運輸博士班

                                       ──物流管理碩士班

                                       ──物流管理博士班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

                                                       資訊管理組

                                                       財務金融組

                                               ──資訊管理碩士班

                                               ──資訊管理博士班

                                               ──財務金融碩士班

                                               ──財務金融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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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教育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音樂研究所         ──           碩士班              音樂研究所         ──           碩士班

             建築研究所         ──           碩士班              建築研究所         ──           碩士班

             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     ──          碩士班、博士班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學系

                                         ──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傳播與科技學系              傳播與科技學系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光電學院      光電學院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光電系統研究所  ──     碩士班              光電系統研究所  ──     碩士班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碩士班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科技法律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以下為跨學院合設之學位學程) (以下為跨學院合設之學位學程)
             電機資訊學士班(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跨學院辦理)              電機資訊學士班(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跨學院辦理)

             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工學院跨

             學院合設，停招)

             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工學院跨

             學院合設，停招)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支援系所：工學院、理學

             院、  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

                 材料科學組

                 電子工程組

                 光電工程組

                 生物科技組

                 環境工程組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支援系所：工學院、理學

             院、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

                 材料科學組

                 電子工程組

                 光電工程組

                 生物科技組

                 環境工程組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支援系所：工學院、理學

            院、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

                 材料科學組

                 電子工程組

                 光電工程組

                 生物科技組

                 環境工程組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支援系所：工學院、理學

             院、 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

                 材料科學組

                 電子工程組

                 光電工程組

                 生物科技組

                 環境工程組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工學院、

             理學院與生物科技學院跨學院辦理)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工學院、

             理學院與生物科技學院跨學院辦理)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工學

           院與人文 社會學院跨學院辦理)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工學

           院與人文 社會學院跨學院辦理)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

            跨學院辦理)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

            跨學院辦理)

            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

            跨學院辦理)

            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

            跨學院辦理)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     碩士班、博士班

新增。教育部

103 年12月 3日

臺教高（四）字

第

1030176938C 號

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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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支援系所：外國語文學系、人文社會學系、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外

            國文 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支援系所：外國語文學系、人文社會學系、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外國

            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應用

           化學系、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碩士班博士班、電子

           物理學系、應用數學系、物理研究所)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應用

            化學系、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碩士班博士班、電子

            物理學 系、應用數學系、物理研究所)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支援系所：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

           究所、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支援系所：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

           究所、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生物科技學

          院、理學院、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光電學

          院)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生物科技學

          院、理學院、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工學院、光電學

          院)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支援系所：電機學院、光電學院)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支援系所：電機學院、光電學院)

         通識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藝文中心              藝文中心

             體育室              體育室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行政組              行政組

             技術組              技術組

         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聯發科-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聯發科-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交大-台積電聯合研發中心          交大-台積電聯合研發中心

      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新增。

103年12月17日

召開之本校103

學年度第2次校

務會議通過設

立。

      教務處       教務處
             註冊組              註冊組

             課務組              課務組

             綜合組              綜合組

             推廣教育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

             衛生保健組              衛生保健組

             住宿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諮商中心              諮商中心

             服務學習中心              服務學習中心

             軍訓室              軍訓室

      總務處       總務處
             文書組              文書組

             事務組              事務組

             出納組              出納組

             營繕組              營繕組

             保管組              保管組

             圖書儀器購運組              圖書儀器購運組

             校園規劃組              校園規劃組

             駐衛警察隊              駐衛警察隊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71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研發企劃組              研發企劃組

             跨領域研究中心              跨領域研究中心

             貴重儀器中心              貴重儀器中心

             計畫業務組              計畫業務組

             產學運籌中心              產學運籌中心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學術交流組              學術交流組

             國際招生組              國際招生組

             產業合作組              產業合作組

             專案行政組              專案行政組

              國際及兩岸服務組               國際及兩岸服務組

      圖書館       圖書館
             採購編目組              採購編目組

             典藏閱覽組              典藏閱覽組

             推廣服務組              推廣服務組

             特色典藏組              特色典藏組

             視聽組              視聽組

             數位圖書資訊組              數位圖書資訊組

      秘書室       秘書室
             綜合業務組              綜合業務組

             文牘議事組              文牘議事組

             對外事務組              對外事務組

             校友聯絡中心              校友聯絡中心

      人事室       人事室
             第一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二組

      主計室      主計室
             第一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三組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技術發展組              技術發展組

             網路系統組              網路系統組

             校務資訊組              校務資訊組

             諮詢服務組              諮詢服務組

      環保安全中心       環保安全中心
             環保輻射組              環保輻射組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組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組

             綜合規劃組              綜合規劃組

   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
          行政作業組

          研究及發展組

          動物飼育組

         台南分部          台南分部

             總管理處              總管理處

新增。

103年12月17

日召開之本校

103學年度第2次

校務會議通過設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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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 
 

校長 ------- 

                                ｜ ｜    ｜   校 務 規 劃 委 員 會 
      ｜｜ 校 ｜   法 規 委 員 會 
      ｜副 務 ┼─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校 會 │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長 議 │   程 序 委 員 會 
    ｜      ｜ 
   ｜   │ 
   ｜   │ 
   ｜   ├─ 理 學 院 ┬─電子物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電子物理組 
   ｜   │       │  └─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   │       ├─應用數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碩士班 
   ｜   │       ├─應用化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分子科學碩士班、分子科學博士班 
   ｜   │       ├─統計學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物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   │       │  └─甲組 
   ｜   │       │  └─乙組 
   ｜   │       │  └─丙組 
     │   │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                       │                               ｜  (支援系所：應用化學系)  
                               ｜                               │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科技與數位學習組 
   ｜   │            └─應用科技組 
   ｜   │ 
   ｜   │ 
   │   ├─ 電機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甲組 
   ｜   │       │  └─乙組 
   │   │         ├─電機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甲組 
   │   │                         │  └─乙組 
   │   │                                               ├─電控工程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電信工程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班) 
   │   │                                                                   ├─光電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顯示科技研究所（設碩士班） 
   │   │                                                                   ├─生醫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奈米中心 
   │   │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   │           └─電子與光電組 
   ｜   │           └─電機與控制組 
   ｜   │           └─電信組 
   ｜   │                     
   ｜   │              

│   ├─資 訊 學 院 ┬─資訊工程學系 
   ｜   │       │  └─資電工程組 
   ｜   │       │  └─資訊工程組 
   ｜   │       │  └─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   ｜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網路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 
     │   ｜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   │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  └─資訊組 
   ｜   │       │  └─數位圖書資訊組(停招)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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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   ｜ 
│                                                             ｜ 

   │   ｜ 
   ｜   ├─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機械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奈米科技碩士班、奈米科技博士班 
   ｜   │       ├─環境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   │           └─產業安全與防災組 
   ｜   │           └─精密與自動化工程組 
   ｜   │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 
   ｜   │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組 
   ｜   │           └─永續環境科技組   
    ｜   │        
      ｜   │ 
   ｜   ├─管 理 學 院 ┬─管理科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經營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   │       │  └交通運輸碩士班、交通運輸博士班 
   ｜   │       │  └物流管理碩士班、物流管理博士班     

 ｜   │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科技管理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   │       │  └─資訊管理組 
   ｜   │       │  └─財務金融組 
   ｜   │       │  └資訊管理碩士班、資訊管理博士班 
   ｜   │       │  └財務金融碩士班、財務金融博士班 

｜   │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   │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   │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   │           └─管理科學組 
   ｜   │           └─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   │           └─資訊管理組 
   ｜   │           └─科技管理組 
   ｜   │           └─經營管理組 
   ｜   │           └─運輸物流組 
   ｜   │           └─科技法律組 
   ｜   │           └─財務金融組 
   ｜   │ 
   ｜   │ 
   ｜   ├─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   │        │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   │       ├─英語教學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傳播研究所（設碩士班） 
   ｜   ｜       ├─應用藝術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教育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音樂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建築研究所（設碩士班） 
   │   ｜       ├─師資培育中心 
   ｜   │       └─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   │ 
   ｜   │ 
   ｜   ├─生物科技學院┬─生物科技學系（設碩士班、博士班） 
   ｜   │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 
   ｜   ├─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   │       │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   │       ├─傳播與科技學系 
   ｜   │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   │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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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 電 學 院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   │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   │       ├─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   │       ├─光電系統研究所 (設碩士班) 
   ｜   │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設碩士班) 
   ｜   │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設碩士班) 
   ｜   │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   │ 
     ｜   │ 
   ｜   ├─ 科技法律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設碩士班、博士班） 
   ｜   │ 

                                               ｜                                             │ 
   ｜   ├───────┬─電機資訊學士班(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跨學院辦理) 
                                                              │                        ｜                                                 ├─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工學院 

│   ｜       ｜   跨學院辦理，停招) 
│   ｜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 
│   ｜       ｜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 
│   ｜       ｜   (支援系所：工學院、理學院、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 

                                                            │                                              │                                                 │  └─材料科學組 
                                                              │                        │                             │  └─電子工程組 
                                                              │                                             │                                                  │  └─光電工程組 

 │    │                                              │  └─生物科技組 
                                                              │                                                                  │                                                  │  └─環境工程組 

│   ｜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與 
│   ｜       ｜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 
│   ｜       ｜   (支援系所：工學院、理學院、電機學院、生物科技學院) 

                                                            │                                                                   │                                                 │  └─材料科學組 
    │   │        │  └─電子工程組 
    │   │        │  └─光電工程組 

                                                           │                                            │                                                   │  └─生物科技組 
    │   │        │  └─環境工程組 
      │   ｜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工學 

│   ｜       ｜   院、理學院與生物科技學院跨學院辦理) 
      │   ｜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 
      │   ｜       ｜   工學院與人文社會學院跨學院辦理) 

│   ｜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與資訊學 
│   ｜       ｜   院跨學院辦理) 
│   │       ├─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電機學院資訊學院 
│   │       ｜   院跨學院辦理) 
│   │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             ｜   (支援系所：外國語文學系、人文社會學系、社會與 
│   │             ｜   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外國文 
│   │             ｜   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   │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   │       ｜   (支援系所：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碩士班博士 
│   │              ｜    班、電子物理學系、應用數學系、物理研究所) 
│   │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             ｜   (支援系所：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   │             ｜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   │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   │             ｜   (支援系所：生物科技學院、理學院、電機學院、資訊學 
│   │             ｜   院、工學院、光電學院) 
│   │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                  (支援系所：電機學院、光電學院) 

    ｜   │ 
    ｜   │ 

｜                             │ 
   ｜   ├─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   │        └─藝文中心 
   ｜   │ 
   ｜   ├──────────體育室 
   ｜   │ 
   ｜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行政組 
   ｜   │          └─技術組 
      ｜      ｜ 
      ｜   ├──────────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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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   ├──────────聯發科-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   ├──────────交大-台積電聯合研發中心 
      ｜   ├──────────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      ｜ 
   ｜   ├─教 務 處┬─註冊組 
   ｜   │      ├─課務組 
   ｜   │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   │      ├─綜合組 
     ｜   │      ├─推廣教育中心 
   ｜   │      └─教學發展中心 
   ｜   │ 
   ｜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   │   │  ├─課外活動組 
   ｜   │   │  ├─衛生保健組 
   ｜   │   │  ├─住宿服務組 
    ｜   │   │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   │   │  ├─諮商中心 
   ｜   │   │  └─服務學習中心 
   ｜   │   │   
   ｜   │   └────軍 訓 室 
   ｜   │ 
   ｜   ├─總 務 處┬─文書組 
   ｜   │      ├─事務組 
   ｜   │      ├─出納組 
   ｜   │      ├─營繕組 
   ｜   │      ├─保管組 
   ｜   │      ├─圖書儀器購運組         
   ｜   │      ├─校園規劃組 
   ｜   │      └─駐衛警察隊 
   ｜   │ 
   ｜───┼─研究發展處┬─研發企劃組 
   ｜   │      ├─計畫業務組 
   ｜   │      ├─跨領域研究中心 
   ｜   │      ├─貴重儀器中心 
   ｜   │      └─產學運籌中心 
   ｜   │ 
   ｜   │ 
   ｜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   │      ├─國際招生組 
   ｜   │      ├─產業合作組 
   ｜   │      ├─專案行政組 
   ｜   │      └─國際及兩岸服務組 
   ｜   │ 
   ｜   │ 
   ｜   ├─圖 書 館┬─採購編目組 
   ｜   │      ├─典藏閱覽組 
   ｜   │      ├─推廣服務組 
   ｜   │      ├─特色典藏組 
   ｜   │      ├─視聽組 
   ｜   │      └─數位圖書資訊組 
   ｜   │       
   ｜   │ 
   ｜   ├─秘 書 室┬─綜合業務組 
   ｜   │      ├─文牘議事組 
   ｜   │      ├─對外事務組 
   ｜   │      └─校友聯絡中心 
   ｜   │ 
   ｜   ├─人 事 室┬─第一組 
   ｜   │      └─第二組           
   ｜   │ 
   ｜   ├─主 計 室┬─第一組    
   ｜   │      ├─第二組 
   ｜   │      └─第三組 
   ｜   │ 
   ｜   ├─ 資訊技術 ┬─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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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服務中心 ├─網路系統組 
   ｜   │      ├─校務資訊組 
   ｜   │      └─諮詢服務組 
   ｜   │ 
   ｜   ├─環保安全中心┬─環保輻射組 
   ｜   │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組 
   ｜   │        └─綜合規劃組 

｜   │ 
   ｜   ├─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 ┬─行政作業組 
   ｜   │                       ├─研究及發展組 
   ｜   │                       └─動物飼育組 

 ｜   │ 
   ｜   └─台 南 分 部 ──總管理處 
 

                            以下空白                           
 



77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103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 104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點：電子與資訊研究大樓 207 室            

主席：林寶樹主任 

委員：謝漢萍副校長、蔡文祥教授、溫瓌岸教授、曾煜棋院長(莊榮宏副院長代

理)、陳信宏教務長、張翼研發長、杭學鳴院長、李鎮宜教授(請假)、陳

伯寧副主任、林甫俊副主任(出國) 

記錄:陳素蓉 

 

壹、 討論事項： 

(略) 

 

案由三：電資中心組織章程法修正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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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修訂。 

(二) 檢附電資中心組織章程修正對照表(如 P.8- P.9 附件四)及修正

草案(如 P.10- P.11附件五)供參。 
決議:通過本修正案。 

 

以下略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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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組織規則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

心組織章程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

心組織規則 

修正辦法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中心於七十三年三月

十六日奉行政院(73)教字第七

六五三號函核定成立。 

第一條  本中心係於七十三年三

月十六日奉行政院(73)教字第

七六五三號函核定成立，並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直

屬校長督導。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具

國際聲望之專任教授兼任之，

負責綜理中心一切事務之推

動，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

原則。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具

國際聲望之本校專任教授兼任

之，負責綜理中心一切事務之

推動。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40條規定(103

年12月17日103學年度第2次校會

議修正)，修正本中心主任任期，

以利本中心中長程發展之延續性

及規劃執行研究計畫需要，保留選

才之彈性空間。 

第五條  本中心設各委員會： 

一、指導委員會 

二、學術諮詢委員會 

三、技術諮詢委員會 

四、重點研究群召集委員會 

第五條  本中心設各委員會： 

(1) 指導委員會 

(2) 學術諮詢委員會 

(3) 技術諮詢委員會 

(4) 重點研究群召集委員會 

條文款次修正。 

第六條  本中心指導委員會聘請

指導委員若干人，不定期召開

會議，提供中心研究方向與有

關政策之指導。 

第六條  本中心指導委員會聘請

指導委員若干人，不定期召開

會議，提示中心研究方向與有

關政策之指導，並審議中心工

作報告。 

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本中心下設二組，各組

分置組長一人；另置秘書一

人，組員、技士及技佐若干人： 

一、行政組：負責中心行政業

務。 

二、技術組：負責支援各相關

整合實驗室之研究工作。 

第十三條  本中心下設二組，各組

分置組長一人；另置秘書一

人，組員、技士及技佐若干人： 

(1) 行政組：負責中心行政業

務。 

(2) 技術組：負責支援各相關整

合實驗室之研究工作。 

條文款次修正。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本校校務會

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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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組織章程修正草案 
 

依據85年5月15日校務會議決議修正 

教育部85年9月5日台(85)高(三)字第八五０七六二五０號核定 

104年2月2日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103學年度第3次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中心於七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行政院(73)教字第七六五三號函核

定成立。 

第二條 本中心以推展前瞻性電子與資訊科技研究為宗旨。在校內結合各相

關系所成立重點研究群，建立整合實驗室；對外加強國防科技與電

子資訊工業界之合作，全面提昇研究水準，成為國內電子與資訊尖

端科技之重點研究機構。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具國際聲望之專任教授兼任之，負責綜理中

心一切事務之推動，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第四條 本中心得置副主任一至二人，由本校專任教授兼任之，協助中心主

任處理與協調中心內外之事務。 

第五條 本中心設各委員會： 

一、 指導委員會 

二、 學術諮詢委員會 

三、 技術諮詢委員會 

四、 重點研究群召集委員會 

第六條 本中心指導委員會聘請指導委員若干人，不定期召開會議，提供中

心研究方向與有關政策之指導。 

第七條 本中心學術諮詢委員會聘請海外知名之專家學者若干人擔任之，提

供研究計畫之評估與學術技術之交流。 

第八條 本中心技術諮詢委員會聘請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若干人擔任

之，提供本中心研究發展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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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中心重點研究群召集委員會聘請校內各相關領域之系所及單位之

專任教授若干人擔任之，以有效結合校內電子與資訊之研究人才，

共同協調整合研究方向，並發揮群體研究之效果。 

第十條 本中心得不定期召開中心會議，由中心主任擔任主席，中心副主任

及各重點研究群召集委員為會議代表，決議本中心重要工作事項。 

第十一條 本中心為結合相關專長之教師，爭取大型研究計畫，以執行電子與

資訊前瞻性科技研究及培育電子與資訊碩、博士人才，得設立整合

性跨系所、校際之重點研究群。 

第十二條 本中心置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若干人，以配合支援各相關系所之教

學及相關整合實驗室之研究工作。 

第十三條 本中心下設二組，各組分置組長一人；另置秘書一人，組員、技士

及技佐若干人： 

一、行政組：負責中心行政業務。 

二、技術組：負責支援各相關整合實驗室之研究工作。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1 

 

 

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4年 3月 4日(三)中午 12:00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唐麗英委員 

出席：黃瑞彬委員、林正中委員、唐麗英委員、黃惠萍委員、巫慧萍委員、林聖欽委員、吳

皊誼委員、廖仁壽委員、許家菻委員、王珮瑜委員、陳粵光委員、張沐春委員 

請假：郭心怡委員、鍾文聖委員、林伯昰委員、梁美智委員、蔣淑貞委員、胡正光委員 

記錄：施珮瑜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前次會議其他事項：請於會後向相關單位查詢以下二點，俾利修正本會辦法時參考

之用： 

        (一)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職工代表七人：職員

三人、約聘(僱)二人、工友二人，……，以抽籤決定之。｣本校駐衛警察其身分

應屬職員、約聘(僱)人員、或工友? 

        (二)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十一條｢本會對申訴案件之答復

或申訴決定，……，職員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提出再申訴。｣然本校約聘(僱)人員、駐衛警察及工友之再申訴管道為何? 

    二、前述事項經於 103 年 10月 3日會請人事室及駐警隊就職掌部分惠示意見，俾為本校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修正之參考，該簽案如附件二（P7-9）。相

關意見如下： 

        (一)人事室 10 月 3 日簽會意見：本校約聘（僱）人員可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74 條第

1項規定：｢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

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再申訴管道目前法無明文規定。 

        (二)總務處 10月 7日簽會意見：經向新竹市警察局詢問，表示內政部警政署及警察

局並非駐衛警察再申訴受理機關，應由駐衛警察聘僱單位自行處理及決定申訴

事項。 

        (三)人事室 10月 7日簽會意見：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40條規定：｢各機關、學校、

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據此訂定｢各機關學校

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其中第 7 條規定：｢駐衛警察由各駐在單位依第八

條規定遴選適當人員，送請直轄市警察局或縣 (市) 警察局審查合格後自費僱

用之。…｣同辦法第 9 條第 2 款規定：｢駐衛警察之升職、獎懲、考核、考成、

解僱，由駐在單位自行核定辦理後，函請直轄市、縣 (市) 警察局備查。｣故駐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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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警察與本校為僱傭關係。 

    三、檢附其他國立大學有關職工申訴之再申訴管道及代表是否含駐衛警察之資料供參（附

件三，P10）及書面資料三，本校法律顧問提供之法律意見書如附件四（P11-12）。 

    四、綜上，擬修正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增列｢駐衛警察｣及｢非屬公

務員之人員其再申訴單位｣，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五（P13-18）。 

    五、本辦法修正後，擬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通過。 (經舉手表決同意 11 票，不同意 0票) 

 

以下略 
 

file:///C:/Users/USER/Desktop/職申會/10302書面資料三(其他學校申訴辦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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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申訴對象 再申訴管道 
代表是否含駐衛

警察 

備註及

頁次 

國立臺灣大學 編制內職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P2 

國立清華大學 

編制內職員、技術人員、

駐衛警、工友 

除駐衛警及工友外，向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

再申訴。 

駐衛警一人 P4 

國立成功大學 

職員、駐警及工友 職員若不服第一項評議決

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

訴。 

駐警或工友，若不服第一項

評議決定，得依其他有關法

令規定提起救濟。 

駐警代表一人 無職工

申訴 

 

P7 

國立中央大學 

   無職工

申訴相

關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 

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

約用人員、中華民國八十

六年三月廿一日起聘任

之助教（以下簡稱助

教）、駐衛警及技工工友 

評議書應依人員類別分別依

相關規定教示救濟途徑 

技工工友（含駐

衛警） 

P1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編制內職員、稀少性科技

人員、依本校約用人員管

理要點進用之約用人

員、駐衛警察及技工工友 

評議書應分別依人員類別附

記救濟途徑如下： 

（一）職員：如不服評議，

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二）稀少性科技人員、駐

衛警察：如不服評議，得依

訴願法規定，於評議書送達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訴

願。 

（三）約用人員、技工工友：

如不服評議，得逕向臺北市

政府勞工局提起勞資爭議。 

駐衛警察一人 P14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 

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

約用人員、駐衛警、技工

（含駕駛）及工友 

評議書應依人員類別分別依

相關規定教示救濟途徑。 

駐衛警一人 P20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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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見書 

 103 年 11 月 14 日 

就 貴校關於「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茲提供本所相關法

律意見如下： 

壹、依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辦法第 1條：「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本

校 )為保障職員、校技工、駐衛警察以及約用人員等本校職工之權益，加強意見溝通增

進團隊和諧權益，加強意見溝通增進團隊和諧權益，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勞基法、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之規定訂定本辦法」；第 11條規定：「本會對申訴案件之答復或申

訴決定，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十日，並通知申訴人。逾

期未函復者，職員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

訴」；第 17條第 2項規定：「申訴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指明之再申訴機關提出再申訴」。其中部分非屬公務員之職工，得否依上

開規定提出再申訴，即非無疑。 

貳、所謂再申訴，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4條第 1 項及第 2項規定：「公務人員權益之救濟，

依本法所定復審、申訴、再申訴之程序行之。公務人員提起之復審、再申訴事件 (以下

簡稱保障事件)，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以下簡稱保訓會) 審議決定」，此係公

務人員權利救濟之特別規定。換言之，僅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職員，始有再申訴之救濟管

道。其他非屬公務人員之職工，對於校內申訴決定如有不服，其救濟方式則為依民事訴

訟或勞資調解等其他方法處理。 

參、茲就  貴校申訴辦法之適用對象「學校職員、校技工、駐衛警察以及約用人員」，是否各

具公務員身分說明如下： 

一、學校職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

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職員」；及依同法第 102

條第 1款規定「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

經銓敘合格之公立學校職員」，是以當公立學校之職員符合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3條

及第 102條規定時，為具有公務人員身分，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對於申訴案件不

服時，得依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辦法之救濟程序進行再申訴。 

二、校技工：依「國立交通大學工友工作規則」壹總則中第 3點：「本規則所稱工友，

係指本校年度預算員額內之非生產性之技術工友及普通工友」；復依壹總則中第 2

點：「本校與工友間一切權利義務，悉依本規則規定辦理。本規則未規則者，適用

『工友管理要點』、『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是以校技工非屬公務

人員保障法所稱之公務員，亦不適用再申訴救濟程序。校技工於不服學校作成之申

訴決定時，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74條規定為申訴，或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至 6

條，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調解或仲裁，或尋求民事救濟管道。 

三、駐衛警察：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40條規定：「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

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訂定之「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

第 7條第 1項前段規定：「駐衛警察由各駐在單位依第八條規定遴選適當人員，送

請直轄市警察局或縣 (市) 警察局審查合格後自費僱用之」，復依同辦法第 9條第 2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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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駐衛警察之升職、獎懲、考核、考成、解僱，由駐在單位自行核定辦理

後，函請直轄市、縣 (市) 警察局備查」，是以駐衛警察與學校之法律關係為民事

僱傭關係，駐衛警察並非公務人員保障法所稱之公務員。因此，駐衛警察對於學校

申訴不服時，亦不適用再申訴救濟程序，而應尋求民事救濟管道。 

四、約用人員：依「國立交通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 3 條：「本規則所稱約用人員，

為本校以校務基金、特定經費、各項管理費及本校所設立各種專款，並依本規則進

用之專任工作人員或諮商人員」；復依同規則第 6條規定：「本校依業務需要與約用

人員簽訂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前項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之認定及規範約定事

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是以約用人員應不具有公務員身分，於不服學校作

成之申訴決定時，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74條規定為申訴，或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 4至 6條，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調解或仲裁，或尋求民事救濟管道。 

肆、如前所述，僅具備公務員身分學校職工者始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對於申訴決定提起再

申訴，惟觀諸 貴校所訂定之之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並未將適用對象以

是否具公務員身分區分之，是以本所修正如下： 

一、第 11條：「本會對申訴案件之答復或申訴決定，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日起六十日內為

之，必要時得延長十日，並通知申訴人。逾期未函復者，具公務員身分之職員得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二、第 17條：「申訴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証明文件

號碼、服務單位、職稱、住居所。(二)主文(含具體之建議補救措施)。(三)事實及

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四)本會主席署名。(五)評議決定之年

月日。申訴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具公務員身分之職員，得於評議書送達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指明之再申訴機關提出再申訴」。 

伍、依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本會委員由

下列成員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二、職工代表七人：職員

三人、約聘(僱)二人、工友二人，全體職工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任一性別人數至少

三人…」。另依國立交通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本辦法所稱之約用人員

為本校以特定費用、各項管理費、本校所設立各種專款及研究計畫進用並依本辦法管理

之專任工作人員或諮商人員（不包含全時工讀生）」、國立交通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

5條第 2項：「約用人員類別依工作性質、職責程度及專業知能條件分為以下三類：一、

行政類：資深管理師、管理師、副管理師、助理管理師、助理員。二、技術類：資深工

程師、工程師、副工程師、助理工程師、技術員。三、諮商類：總諮商督導、諮商督導、

資深諮商師、諮商師」，可知駐衛警與學校間之關係雖屬雇傭關係，但並非上開工作規則

定義之約用人員。又，依國立交通大學勞務策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條：「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評審本校工友及駐衛警察人事事項，…設置勞務策進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可知工友及駐衛警察應屬不同之人事。綜上所述，本申訴辦法委員會之組

成，其中職工代表 7 人部分，並未有駐衛警代表。至於是否增設駐衛警代表，或與其他

類別合計代表人數，再請  貴校斟酌。 

立言法律事務所 

                                   張訓嘉律師 

                                   何嘉昇律師 

                                   李元棻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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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保障職員、工

友、技工、駐衛警察以及約

用人員等本校職工之權益，

加強意見溝通，增進團隊和

諧，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

勞基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

十五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保障職員、校技

工、駐衛警察以及約用人員

等本校職工之權益，加強意

見溝通，增進團隊和諧，參

照公務人員保障法、勞基法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

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修正校技工之人事正式職稱。 

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職員、工

友、技工及駐衛警察對學校

下列措施認為不當，致損害

其合法權益者，得依本辦法

向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提出申訴。 

       (一)考績(或考核)結

果不公事項；(二)記過以上

之懲處事項；(三)依法令規

定應享有之待遇、福利事

項；(四)獎勵或升遷不公事

項；(五)揭發弊端後受報復

之情事；(六)其他不當之行

政管理措施。 

      本校約用人員對學校所

提供之工作條件及所為之管

理認為不當，致損害其個人

權利或利益者，得準用本辦

法向學校提出申訴。 

      前二項所列事項於相關

法規中已有救濟程序規定

者，或懲戒機關依法所為之

懲戒處分者，或該項人事措

施係屬人事法制、全盤人事

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職員及校

工、技工對學校下列措施認

為不當，致損害其合法權益

者，得依本辦法向本校職工

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提出申訴。 

       (一)考績(或考核)結

果不公事項；(二)記過以上

之懲處事項；(三)依法令規

定應享有之待遇、福利事

項；(四)獎勵或升遷不公事

項；(五)揭發弊端後受報復

之情事；(六)其他不當之行

政管理措施。 

      本校約聘僱人員對學校

所提供之工作條件及所為之

管理認為不當，致損害其個

人權利或利益者，得準用本

辦法向學校提出申訴。 

      前二項所列事項於相關

法規中已有救濟程序規定

者，或懲戒機關依法所為之

懲戒處分者，或該項人事措

施係屬人事法制、全盤人事

一、本條救濟對象增列「駐衛

警察」。 

二、修正校技工之人事正式職

稱及統一約用人員職稱。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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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整體公務人員之待遇

福利者，不得提出申訴。 

政策及整體公務人員之待遇

福利者，不得提出申訴。 

第四條  本會委員由下列成員

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通識教育委員會、共同

科及其他單位，各推選

代表一名，任一性別人

數至少四人。若推選任

一性別人數不足四人

時，由本會決定推選方

式。 

  二、職工代表八人：職員三

人、約用人員二人、工

友及技工二人、駐衛警

察一人，全體職工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推選，任

一性別人數至少三人。

各類代表推選按應選出

之名額，以得票數較多

者為當選；如任一性別

當選人少於三分之一

時，按應當選之性別比

例以得票數較高者優先

當選或遞補。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決定之。 

  三、全數委員於每學年開學

一個月內產生，並報請

校長聘任之。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連選連任，均為無給職。 

      本校職工評審委員會委

員不得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 

第四條  本會委員由下列成員

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通識教育委員會、共同

科及其他單位，共十一

個單位，各推選代表一

名，任一性別人數至少

四人。若推選任一性別

人數不足四人時，由本

會決定推選方式。 

  二、職工代表七人：職員三

人、約聘(僱)二人、工

友二人，全體職工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推選，任

一性別人數至少三人。

各類代表推選按應選出

之名額，以得票數較多

者為當選；如任一性別

當選人少於三分之一

時，按應當選之性別比

例以得票數較高者優先

當選或遞補。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決定之。 

  三、全數委員於每學年開學

一個月內產生，並報請

校長聘任之。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連選連任，均為無給職。 

      本校職工評審委員會委

員不得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 

一、教師代表人數依據學校組

織規程第六條所列學術單

位-學院推派，刪除單位數

之限制，以因應本校校務

發展之陸續增加學院。 

二、職工代表增列｢駐衛警察｣

一人，修正為八人。 

三、修正校技工之人事正式職

稱及統一約用人員職稱。 

第十一條  本會對申訴案件之

答復或申訴決定，應自收受

申訴書之日起六十日內為

之，必要時得延長十日，並

第十一條  本會對申訴案件之

答復或申訴決定，應自收受

申訴書之日起六十日內為

之，必要時得延長十日，並

刪除本條文職員之救濟程序，

於第十七條統一增列各類人員

依其類別之相關規定教示救濟

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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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訴人。 通知申訴人。逾期未函復

者，職員得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規定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第十七條  申訴評議決定書應

載明：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証明文件號

碼、服務單位、職稱、

住居所。 

二、主文(含具體之建議補救

措施)。 

三、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

決定者，得不記載事

實)。 

四、本會主席署名。 

五、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申訴評議書應附記如不

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

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指

明之再申訴機關提出再申

訴。救濟途徑如下： 

  一、職員：如不服評議，得

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

申訴。 

  二、工友、技工及約用人員：

如不服評議，得逕向新

竹市政府勞工處提起勞

資爭議。 

  三、駐衛警察：如不服評議，

得依訴願法規定，得於

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提起訴願。 

第十七條  申訴評議決定書應

載明：(一)申訴人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証明文件號

碼、服務單位、職稱、住居

所。(二)主文(含具體之建議

補救措施)。(三)事實及理由

(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

載事實)。(四)本會主席署

名。(五)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申訴評議書應附記如不

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

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指

明之再申訴機關提出再申

訴。 

一、修正第一項款次之標號。 

二、增列各類人員依其類別之

相關規定教示救濟途徑： 

    編制內職員依據公務人員

保障法，工友、技工及約

用人員依據勞基法，駐衛

警察則依據訴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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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修正草案 

86年 10月 15日 86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8年 10月 28日 98 學年度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月 6 日 98學年度第 5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4月 23日 102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職員、工友、技工、駐衛警察以及約用人員等

本校職工之權益，加強意見溝通，增進團隊和諧，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勞基法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職員、工友、技工及駐衛警察對學校下列措施認為不當，致損害其合法

權益者，得依本辦法向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申訴。 

        (一)考績(或考核)結果不公事項；(二)記過以上之懲處事項；(三)依法令規定應享

有之待遇、福利事項；(四)獎勵或升遷不公事項；(五)揭發弊端後受報復之情事；(六)

其他不當之行政管理措施。 

        本校約用人員對學校所提供之工作條件及所為之管理認為不當，致損害其個人權利

或利益者，得準用本辦法向學校提出申訴。 

        前二項所列事項於相關法規中已有救濟程序規定者，或懲戒機關依法所為之懲戒處

分者，或該項人事措施係屬人事法制、全盤人事政策及整體公務人員之待遇福利者，

不得提出申訴。 

第三條  職工若欲提出申訴，應於接獲處分通知或知悉相關措施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會提出 

(以雙掛號寄本校秘書室轉「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公啟)。 

第四條  本會委員由下列成員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共同科及其他單位，各推選代表一名，

任一性別人數至少四人。若推選任一性別人數不足四人時，由本會決定推選方

式。 

  二、職工代表八人：職員三人、約用人員二人、工友及技工二人、駐衛警察一人，

全體職工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任一性別人數至少三人。各類代表推選按應

選出之名額，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如任一性別當選人少於三分之一時，按

應當選之性別比例以得票數較高者優先當選或遞補。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

之。 

  三、全數委員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產生，並報請校長聘任之。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連選連任，均為無給職。 

        本校職工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連選連任，均為無給職。 

        本校職工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第五條  本會每任期之第一次會議於學年開始時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行政人員召集之，並由

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連選以連任一次為限。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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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議；評議之決定，應就「申訴有理由」及「申訴駁回」兩項同時進行投票，

以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選項為評議決定。若兩選項均未獲得三分之二

以上多數同意，應就該案繼續評議。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同意

行之。 

        委員中有應行迴避者，不列入委員人數計算。 

第七條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申訴人姓名、身分証字號、年齡、服務單位、職稱、住所、

事實及理由、改善建議或希望獲得之補救、年月日等項，並應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証

據。 

第八條  提起申訴不合前條規定者，本會得經決議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第九條  本會評議申訴案件以不公開之書面審理為原則，必要時得邀請申訴人及相關人員列

席說明或陳述意見。 

第十條  申訴人於本會評議前得舉証事實向本會申請與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委

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請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前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第十一條 本會對申訴案件之答復或申訴決定，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必要時

得延長十日，並通知申訴人。 

第十二條 申訴提起後，於申訴決定或函復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

本會毋須評決，應即終結，申訴人亦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第十三條 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及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

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規定之期間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本辦法規定之申訴範圍或應循其他救濟程序審理之事項者。 

         四、申訴已無實益者。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第十四條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決定；申訴有理由者，應作成評議決定書。 

第十五條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應對外嚴守秘密。 

第十六條 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

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第十七條 申訴評議決定書應載明：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証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職稱、住居所。 

         二、主文(含具體之建議補救措施)。 

         三、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四、本會主席署名。 

         五、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申訴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指明之 

再申訴機關提出再申訴。救濟途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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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職員：如不服評議，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二、工友、技工及約用人員：如不服評議，得逕向新竹市政府勞工處提起勞資爭議。 

         三、駐衛警察：如不服評議，得依訴願法規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提起訴願。 

第十八條 評議書之函復以本校名義為之，除函送申訴人外，並應副知申訴之對造單位或人員。 

第十九條 本校相關單位對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應即採行；如確屬窒礙難行者，由相關單

位人員列舉具體理由，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交由本會覆議。 

第廿條   本會覆議時，如維持原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本校得函請教育部依有關法令裁示。 

第廿一條 本會對申訴有關處理程序，除本辦法規定者外，得參照教師申訴評議相關規定辦理。 

第廿一條 本會會務工作人員由本校秘書室調兼之。 

第廿二條 未徵得本委員會同意，任何人不得調閱本委員會所有已評議之申訴案或正在審議中

之申訴案相關資料。 

第廿三條 本辦法由本會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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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3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民國 104年 3月 5 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妍華 

出席委員：裘性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王旭斌副總務長

代)、諮商中心許鶯珠主任、林志潔副教授、柯富祥教授、余沛慈教授、許維德副

教授、黃兆祺副教授、李翹宏助理教授、學生代表蔡律安、學生代表周俞希、職

工代表尤淑芬、職工代表韋玉蘭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 

請假：賴郁雯助理教授 

記錄：秘書室陳雪君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略)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二：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第二十條第一項中規定調查案之

調查報告應提送性平會「報告」，與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第

二項關於調查報告應提送性平會「通過」之規定不一致，爰予修正。 

二、 檢附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第二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4，P12-25) ，本案通過後，將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

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相關規定，訂定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於 102

年 12月 18召開之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實施。迄於 103 年 9月首次受理

適用該要點之申訴調查案，經實務運作發現，需予新增或修正相關規定，俾使調查

作業有所依據，以臻完備。 

二、 檢附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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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全文(如附件 15，P26-30)，本案通過後，將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新增修正第一點前段文字中「教職員工」為「教職員工生」，刪除「工作環境」為「環

境」，即修正為「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教職員工生免於性騷擾之環

境，保護被害人之權益…」，餘通過。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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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第二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本校性平會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

請調查事件授權推動小組調

查處理，推動小組應在調查

後完成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

提送性平會通過。 

      推動小組得成立調查小

組調查之。調查小組成員以

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

之組成，應具性別平等意

識，女性人數比例應佔成員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其成員

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

學者之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

部份小組成員得外聘。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

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

參與該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

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

輔導工作。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

校時，應有申請人學校代

表。 

      本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

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

記，交通費或相關費用由負

責調查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支

應。 

第二十條  本校性平會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

請調查事件授權推動小組調

查處理，推動小組應在調查

後完成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

於性平會報告。 

      推動小組得成立調查小

組調查之。調查小組成員以

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

之組成，應具性別平等意

識，女性人數比例應佔成員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其成員

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

學者之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

部份小組成員得外聘。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

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

參與該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

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

輔導工作。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

校時，應有申請人學校代

表。 

      本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

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

記，交通費或相關費用由負

責調查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支

應。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本會之會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

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一般事項

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調查報告之通過

等重大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

之。爰本條文中關於調查案之

調查報告提性平會調查之文字

修正為提送性平會通過，俾臻

規定之一致性。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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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修正草案 
 

96年 10月 17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97年 4月 30日 96學年度第 4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99年 6月 24日 98學年度第 3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0年 3月 30日 99 學年度第 3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1年 3月 28日 100 學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1年 7月 12日 100 學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2年 10 月 17日 102 學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2年 12月 18日 102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預防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三十四條，訂定「國立交通

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

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

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

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

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係指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本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他方為學生者。  

五、教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

師、護理教師、教官及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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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六、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

之人員。 

七、學生：係指在本校具有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

換學生。 

第 三 條     本校為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

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採取下列措

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

霸凌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及負責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辦理

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

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規定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

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

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六、鼓勵校內老師開設性別平等教育或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

凌防治課程，並予以減授鐘點或其他獎勵。 

第 四 條     本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應採取下列措施改

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

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

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理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間，

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前項第一款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

能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方

式；其範圍，應包含校園內所設之宿舍、衛浴設備、校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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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應依據檢視報告編列校園危險空間改善經費，並於完成改

善後製作年度校園空間改善成果。 

第 五 條     本校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

者、教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檢視

報告及相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 六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

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 

第 七 條     本校教師或職員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考核、管理、

輔導或提供學生及下屬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

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本校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或下屬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訓練、評鑑、考核、管理、

輔導、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或陳報學校處理。 

    本校教職員工如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本校應採取適當之處置。 

第 八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

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衝突。 

第 九 條     本校應蒐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及救濟等資訊，

並於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時，主動提供予相關人

員。  

    前項資訊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本校性平會或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 十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為本

校教師、職員、研究人員、工友或學生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本校申請調查或檢舉。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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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教育部)申

請。 

二、行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者，應向該兼任學校申請。 

第 十 一 條     行為人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與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本校受理

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

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第十條但書第二款之情形，本校為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行為

人兼任學校，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派代表參與調

查，被通知學校不得拒絕。 

    本校完成調查後，其成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

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 

第 十 二 條     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同時具有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

生二種以上不同身份者，以其與被害人互動時之身分定其受調查之

身分，並由該身分之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 

    無法判斷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之身分，或於學制轉銜期間，尚

未確定行為人就讀學校者，以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責調

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第 十 三 條     行為人在二人以上，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

之行為人所屬學校負責調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第 十 四 條     本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無管轄權時，應將該案件於七個工作

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學制轉銜期間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

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

之。 

第 十 五 條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本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依性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立

即通報本校軍訓室，由軍訓室依相關法律規定向各該主管機關通

報。 

    依本條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或

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

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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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

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收件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

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

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年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

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如有相關證據，

亦應記載或附卷。 

第 十 七 條     本校以軍訓室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收件單位。

收件單位收件後，除有性平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

三日內將申請人或檢舉人所提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之性別平等推

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由推動小組組成三人以上小組決定。

未達受理調查要件者，僅由性平會備案。 

    性平會未受理調查之事件，應由收件單位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

政事宜，本校相關單位應配合協助。 

第 十 八 條     性平會應於接獲申請或檢舉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是否受理。 

    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其相關權益；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

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

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性平會提出申復。 

    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本校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申復有理由者，本校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付性平會處理。 

第 十 九 條       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視同檢

舉，本校應主動將事件交由本校性平會調查處理。疑似被害人不願

配合調查時，本校仍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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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處理霸凌事件，發現有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事

者，視同檢舉，由學校防治霸凌因應小組依前條規定辦理。 

第 二 十 條       本校性平會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請調查事件授權

推動小組調查處理，推動小組應在調查後完成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

提送性平會通過。 

    推動小組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成員以三人或五人

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數比例應佔成

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必

要時，部份小組成員得外聘。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

件之調查工作；參與該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

人之輔導工作。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本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交通費

或相關費用由負責調查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支應。 

第二十一條       前條所稱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

學者，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調查知能培訓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者。 

二、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具體績效，

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

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第二十二條       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

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

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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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

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

覽或告以要旨。 

四、本校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

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

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本校得經

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 

六、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

結果之影響。 

第二十三條       依前條第四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為本校參與處理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姓名之原始

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察、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人

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受邀協助調查之

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二十四條       為避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過度渲染，影響事件

當事人之權益和隱私，本校性平會應指定專人為發言人。 

第二十五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受

教權或工作權，本校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

課業或職務，得不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

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理，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103 
 

 

第二十六條       調查小組依法進行調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

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接受調查之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若為未成年

者，得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陪同。 

    本校應適時告知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

救濟途徑，並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以提

供必要之協助。但本校就該事件仍應依性平法為調查處理。 

    申請者如因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緩調查時，調查小組得視情

況決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校於必要時並應對於當事人提供下列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  

    前項協助得委請醫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

為之，其所需費用，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之。  

    本校應提供足夠措施保護行為人、申請人、檢舉人、受邀協助

調查及調查相關人員，並嚴懲報復、恐嚇、誣告及其他不當行為。 

第二十八條       性平會應於受理調查或檢舉案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

得延長之，延長以兩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及行為人。 

    性平會於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本

校提出報告。 

第二十九條       本校應於接獲性平會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屬

實之報告二個月內，依相關法規懲處，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

關懲處。 

    性平會調查報告之懲處建議涉及改變行為人身分時，本校權責

單位為懲處決定前，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三 十 條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學校或主管機關對於

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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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調查報告。 

    行為人依性平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於召開會議審議前，應通知行為人提出

書面陳述意見。 

二、教師涉性侵害事件者，於性平會召開會議前，應通知行為人

提出書面陳述意見，並依前款規定辦理。 

    行為人前項所提書面意見，除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之情形外，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

自行調查。 

第三十一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本校性平會查證屬實後，

應自行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懲處。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

有懲處權限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其經證實

有誣告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懲處。 

    本校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應命加害人接受心理輔

導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校園性騷擾、性霸凌事件情節輕微者，本校權責單位得僅依前

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

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本校執行，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

以確保行為人配合遵守；其第二項第二款之處理，應由教育部規劃。 

第三十二條       本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

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單位。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於前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

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

理由向本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

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後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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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章。惟以一次為限。 

    本校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由學生事務處或秘書室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

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

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組成員之組成，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

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

得邀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

定。 

七、依前款規定重新開啟調查程序時，處理小組應另組調查小組

調查。 

八、申請人或行為人對申復結果不服者，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三十四條規定提起行政救濟。 

第三十三條       本校應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行為人之檔案

資料，應分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以密件文書歸檔保存。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行為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行為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背景等。 

  第二項報告檔案，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三十四條       行為人原就讀或服務於本校，後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

本校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行為人現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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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前項規定通報時，其通報內容應限於行為人經查證屬實

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間、樣態、行為人姓名及職

稱或學籍資料。 

    行為人經本校追蹤輔導後，評估無再犯情事者，得於前項通報

內容註記行為人改過現況。 

    本校接獲行為人原就讀或服務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通報

後，應對行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並不得公布

行為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第三十五條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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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 

第一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提供教職員工生免於

性騷擾之環境，保護被害人

之權益，特依「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十三條、「性騷擾

防治法」第七條第二項、「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二條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提供教職員工免於

性騷擾之工作環境，保護

被害人之權益，特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七

條第二項、「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訂定準則」第二條訂定

本要點。 

因原條文僅敘明「教職員工」，

爰新增「生」字；原條文敘明

立法意旨為「免於性騷擾之工

作環境」，因本要點不僅侷限於

「工作環境」，爰刪除「工作」

兩字。 

五、本校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負責

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之審議

與調查。性平會收受申訴

書後之相關調查與處理，

得比照本校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中

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校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負責處理性騷擾申訴案

之審議與調查。 

一、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防治規定第 17 條

第 1 項規定，本校以軍訓

室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收件單位。

收件單位收件後，應於三

日內將申請人或檢舉人所

提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之

性別平等推動小組(以下

簡稱推動小組)，由推動小

組組成三人以上小組決

定。第 20條規定，本校性

平會將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申請調查事件

授權推動小組調查處理，

推動小組應在調查後完成

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於性

平會報告。推動小組得成

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

小組成員以三人或五人為

原則，其成員之組成，應

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

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二分

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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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其成員中具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

者之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

時，部份小組成員得外聘。 

二、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

處理要點第 5 點中，僅規

定由性平會負責處理性騷

擾申訴案之審議與調查，

惟未敘明調查如何進行；

爰新增收受申訴書之調查

與處理，得比照前述本校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規定之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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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修正草案 

           102年 12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教職員工生免於性騷擾之環境，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性騷擾防治

法」第七條第二項、「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

則」第二條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含約聘僱人員)發生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及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條之性騷擾事件者，適用本要點。但適用性別平等教育

法者，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三、 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係指當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1. 本校教職員工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

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

其工作表現。 

2. 本校主管對同仁或應徵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其獲得、減損或喪失與工

作有關權益之交換條件。 

(二)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

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

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

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四、 本校為防治性騷擾發生，辦理性騷擾防治措施與推動之工作如下： 

(一) 辦理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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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頒布禁止性騷擾之書面聲明。 

(三) 規定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程序。 

(四) 設置專線電話(03-5729158)、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

(geec@nctu.edu.tw)等接受申訴，並於本校網頁或適當場所公

告之。 

(五) 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

利之待遇。 

(六) 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處理方式。 

五、 本校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負責處理性騷擾申訴案

之審議與調查。性平會收受申訴書後之相關調查與處理，得比照本校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中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並得於法律規定之申

訴時效內(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於事件發生後十年內；依性騷擾防治

法規定於事件發生後一年內)，以言詞或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訴。以書面

為之者，應簽名或蓋章；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

照號碼、服務或就學 之單位與職稱、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二) 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三) 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並應檢附

委任書。 

(四)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

通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補正。 

七、 本校接獲申訴時，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是否受理。 

性騷擾之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 逾期提出申訴者。 

(二)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未於前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補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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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將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者。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載明再申訴之期間及受理

機關，通知當事人。如屬性騷擾防治法之事件，另需副知新竹市政府。 

八、 本校接獲申訴後，應於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並應通知當事人。 

調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如屬性騷擾防治法之事件，另需

通知新竹市政府。 

前項書面通知內容應包括處理結果之理由、再申訴之期間及受理

機關。 

九、 本校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得依下列方式提出

申復或再申訴： 

(一) 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

書面向本校秘書室提出申復。 

(二)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新竹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十、 本校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

提供心理輔導及法律協助。 

十一、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當之懲

處，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