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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0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3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妍華校長 

出席：林一平、許千樹、林進燈、傅恆霖、黃世昌、張翼（溫瓌岸代）、周世傑

（陳慶耀代）、林寶樹、楊永良、裘性天、盧鴻興（陳登銘代）、周武清、

李積琛、李威儀、石至文、孫仲銘、黃冠華、高文芳、陳信宏（林大衛

代）、杭學鳴、莊紹勳、張振雄、胡竹生、王蒞君、宋開泰、張仲儒、徐

保羅、黃遠東、紀國鐘（戴亞翔代）、崔秉鉞、曾煜棋、莊仁輝（陳永昇

代）、謝續平、徐慰中、李素瑛、莊榮宏、陳俊勳、方永壽、黃炯憲、洪

景華、潘扶民、高正忠、張新立（姚銘忠代）、楊千（劉復華代）、包曉

天、黃興進、吳宗修、唐麗英、洪瑞雲、郭良文、李俊穎、孫于智、陳

光興、周倩、賴雯淑、陶振超、許維德、黃鎮剛、吳東昆、張家靖、楊

勝雄、陳明璋（黃漢昌代）、廖威彰、黃杉楹、伍道樑、王旭斌、柯慶昆、

林鈺凭、巫榮賢、王冠翔、陳建都（林冠宏代）、焦佳弘、張育菖、王偉

庭、林巧鈴【共計 76人】 

請假：謝漢萍、許元春、黃家齊、曾建超、金大仁、吳耀銓、潘以文、劉尚志、

黃美鈴、宋福中、張柏韋、黃子維【共計 12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蘇義泰、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圖書館楊永

良（黃明居代）、教師會虞孝成、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黃志彬(陳永富代)、

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蔡德明、綜合

組張漢卿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業於 101 年 3月 10日及 3月 11日辦理「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諮

詢委員會議｣完竣，本次會議由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及各學院長提出有

關校務及中長程發展之簡報，以及頂尖計畫各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提

出研究中心發展方向之簡報，並邀請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王汎森

副院長、曾志朗院士、林耕華院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黃周汝吉教授、

哈佛大學孔祥重講座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伍焜玉院長、UCLA張懋中

教授、聯華電子公司宣明智名譽副董事長、建邦創業投資事業胡定華

董事長等 10 位校外委員，以及本校張俊彥講座教授等與會指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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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本校未來校務發展之相關建言及寶貴建議。 

二、藉由本學期第 1次正式校務會議，將針對校務整體發展及諮詢委員建

言提出簡報，期讓各位校務會議代表藉此知悉校務規劃相關資訊。 

三、為期於 100學年度完成撰擬本校之中長程計畫書，已請各單位及學院

依校務諮詢委員建言，配合各單位於該委員會會議之簡報，修正所擬

中長程計畫書，於 4月完成後，將依程序提送校務規劃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審議。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1年 2月 15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記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 1(P.6~P.10)。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業於 101年 3月 1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完竣，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通過「本校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擬自 102 學年度

起裁撤案｣，業提本次校務會議討論。 

本案之附帶決議為：請教務處全面檢視本校教學單位運作

之現況，並配合辦理相關變更程序後，再據以修正本校組

織規程或組織系統表。 

2、通過「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修正草

案｣。 
 

（二）法規委員會：無。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業於 101年 3月 6日召開 100學年第 3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

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建請學校或頂尖計畫辦公室將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

費分配之決策程序、分配原則及分配結果（以學院、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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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處室分項）提校務會議報告。 

2、經檢視本校「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勵補

助」經費使用狀況後，請研發處於二週內將修正過之經費

使用狀況統計資料提送本會，於下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討

論。 
 

（四）舉薦委員會  

1、100學年度第 1次舉薦委員會議於 100年 11月 29日召開，

經出席委員無記名投票，通過舉薦胡正明、張懋中等 2 人

為本校 100 學年度第二階段名譽博士候選人，及通過舉薦

王啟尚、李志恩、李祖添、郝挺、鍾子平等 5人為本校 100

學年度第二階段傑出校友候選人。 

2、100 學年度第 1 次舉薦委員會通過舉薦之傑出校友及名譽

博士候選人，經名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29 日至 101 年 1 月 4 日通訊投票，名譽博士審查

通過名單為胡正明、張懋中等 2 人，傑出校友審查通過名

單為王啟尚、李志恩、李祖添、郝挺、鍾子平等 5人。 

3、100 學年度第 2 次舉薦委員會會議與 100 學年度第 2 次名

譽博士學位暨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會議於 101年 3月 19日

同日召開，經兩會議出席委員無記名投票，以超過三分之

二票數通過尹衍樑、林百里等 2 人為本校 100 學年度名譽

博士。 
 
（五）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 

  本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提案計 2案，業經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

議以書面審查方式審議通過，提本次會議討論。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請參閱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擬自 102學年度起裁撤，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說明： 

(一)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自 97學年度成立迄今，電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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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資訊學院為求資源能集中以作最有效之運用，一直致

力於發展碩士學程，並於 100年通過教育部審核，將於 101

學年度秋季班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 

(二)本學士學位學程成立迄今未曾招生。學校建議若本學程暫

無招生規劃，須向教育部撤銷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

程，以免教育部來訪視或評鑑時，需要提出未招收學生之

解釋。 

二、教務處說明： 

(一)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於 97 學年度經教育部核准設

立，由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共同辦理。 

(二)本案屬於系所調整案，依據教育部總量作業規範，於 101

年 6月提報教育部。 

三、本案經 100年 11月 8日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 100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及學務委員會議（附件 2，P.11~P.12）、100 年 11 月 17

日電機學院 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附件 3，P.13~P.14）

及 100 年 11 月 24 日資訊學院 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附

件 4，P.15~P.16）審議通過。 

四、本案業經 101年 3月 1日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附件 5，P.17~P.19）。 

決  議： 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60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除校務規劃委員會外) 委員之選

舉，擬採行不同方式辦理，並修正原於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

議決議通過之提名及選舉方式案，請討論。(秘書室提-校長交

議)  

說  明： 

一、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委員，除校務規劃委員會另依其

設置辦法由各互選單位票選產生外，餘各常設委員會(程序委員

會、法規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及舉薦委員會) 均依 86學年

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提名選舉方式(附件 6，P.20)及

97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附件 7，P.21)辦理。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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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單位)校務會議代表產生後，由校務會議代表互相提

名、連署(會前及會議當日均可提名)，並於每學年開始時，召

開臨時校務會議辦理選舉。 

二、前述選舉方式採行多年，惟因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常有不足額

之情形，且為期校務會議代表均能有機會參與各常設委員會事

務，爰擬採行不同方式辦理。 

三、承上所述，擬於每學年初公告選舉日期及指定地點辦理選舉投

票，不另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辦理。並於選舉當日投票結束，統

計投票結果後公布名單。惟為確保各委員會足額提名，且為配

合前述選舉辦理，爰另擬訂「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各常設委

員會委員選舉作業要點(草案)｣，請參閱附件 8（P.22），以為後

續辦理選舉依據。 

四、本案依程序提案至校務會議討論，另每年度於臨時校務會議辦

理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同意權之行使，為考量該委員會

之運作，擬於辦理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選舉時併予辦理。 

五、檢附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選舉方式及提名要點修正對

照表供參（附件 9，P.23）。 

六、本案業經 101年 3月 2日 100 學年度第 20次行政會議通過（附

件 10，P.24~P.25）。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李威儀代表提出之延期討論動議。(同意 38

票，不同意 6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5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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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一) 

電子公文系統應思考如何改進流

程及時效之控管，並應建立追蹤機

制，另秘書室就整體行政事務，及

人事、會計等系統流程亦應併予檢

視改進，期於 3月前改善完竣，以

提升行政效能。 
 

一、公文系統時效控管： 

（一）已於 98 年建立自動發 e-mail

稽催功能： 

1、待處理公文通知：承辦人。 

2、待處理公文逾 2 日未處理

稽催：承辦單位之承辦人

及其主管、受會核者。 

3、已決行逾期未送歸檔或發

文：承辦人。 

（二）改進措施：將公文系統中之個

人資訊之 e-mail address 修

改為必填欄位，以確保能收到

稽催單或通知訊息。 

二、教育訓練： 

(一)文書組定期辦理文書處理相關

之各類研習，請人事室核發研

習時數。 

(二)文書組將研習資料放置文書組

網站供同仁們下載應用。 

(三)建議人事室建立教育學習網

站，請行政單位提供行政業務

之研習資料，將這些資料列入

數位學習課程中，並列為新進

同仁的必修課程，並規定新進

人員 3 個月內務必完成這些課

程研習時數。未能完成者，列

入不予正式聘用之要項之一。  

三、加強督導與考核機制： 

(一)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皆應關心所

簽辦公文之流向，並適時予以

查催。 

(二)對於公文逾期仍未辦理者，承

辦人或主管應提報秘書室，以

為考核依據。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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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會計系統流程之檢視改進 會計室目前實施會計作業全面電腦

化，透過會計網路請購系統與會計帳

務管理系統使用同一資料庫，利用網

路資訊傳遞，即時提供查詢各單位經

費執行及計畫收支情形。 

(一)經費控管人或計畫主持人可隨

時得知目前經費餘額。 

(二)請購人可透過請購系統得知，

自己申請的請購案，會計單位

審核或開立傳票與否及傳票編

號。 

(三)請購人也可隨時查詢先前的請

購或核銷記錄，或透過複製，

系統帶出先前請購資料，請購

人只需調整部分資料，即可完

成請購作業，使請購的程序更

為簡單和快速。 

(四)會計網路請購系統除了提供經

費申請外，也另外提供經費控

管人或計畫主持人，經費授權

機制，經費控管人或計畫主持

人可自行設定經費授權範圍及

金額予指定對象，後者即可利

用各自的帳號登入請購系統，

進行請購動支經費作業。 

(五)報表查詢功能可列出該經費全

部的請購或收支狀況，或依據

各單位自訂的經費分類列表；

並可轉出至 EXCEL，提供經費

控管人或計畫主持人進行報表

分析或運用。 

(六)另會計室統合控管及按月追蹤

管考，每月以電子郵件提醒各

單位經費控管人員核對系統資

料，若有不符情形以回執聯回

傳或來電洽詢，會計室應即儘

速查明並回覆處理情形。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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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人事系統流程之檢視改進 
 

一、人事室刻正建置各項人事業務
標準作業流程，同時檢討作業
簡化以改善時效。 

二、人事資訊系統 
 (一)本室目前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之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
統，資料庫資料為編制內教職
員，為人事室主要使用之系
統。另有教職員差勤系統目前
使用情形良好。 

 (二)人事室擬議建置之人事共同資
料庫目前有約用人員請核系
統，兼任人員臨時工請核系統
建置中，3 月 30 日完成。後續
擬議將約聘教師、約聘研究
員、博士後研究員等請核納入
系統中，並建置新進人員報
到、離職系統以利資料即時傳
送與建立。 

 (三)本校共同資料庫建置完成後可
透過系統提供各單位所需資
料，節省資料重複建置之作
業。目前共同資料庫相關系統
建置與維護委請資訊中心協
助，每週四下午共同會議研商。 

人事室 

一
(四) 

秘書室就整體行政事務之改善措
施 

一、設置行政品質改善意見調查系統 

(一)除於本校第三類公文周知各單

位外，並於本校首頁建立本系

統之連結。 

(二)本系統全面開放予本校教職員

工隨時提出相關建言。廣泛蒐

集教職員工生對行政品質改善

包括下列五項，就個別項目，

填寫對本校各單位之意見內

容: 

1、公務環境：整潔、安全、指

標系統、承辦人員告示牌標

示、服務說明簡介等。 

2、業務流程管理：作業流程、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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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面晤、書面及網站查

詢處理速度、業務代理制度

等 

3、業務電腦化：業務上網公

告、表格提供及辦理項目；

網頁資訊豐富性且及時更

新；設電子服務信箱或問答

區，並有專人負責答覆；相

關資料與文件能在網站下

載及便捷線上申辦等。 

4、公文品質與時效：主旨明

確、用詞簡淺明確、格式正

確；公文處理速度、公文控

管等。 

5、專業能力與服務態度：承辦

人對業務內容、流程與相關

法令規章熟悉度；單位內外

相關業務熟悉度及轉介能

力；良好溝通協調能力…；

面晤及電話服務用語溫和

親切有禮、願意傾聽、耐心

答覆問題；設有適當投訴管

道並主動追蹤及回覆；電話

鈴響幾聲接電話及答詢；網

路答詢機制等 

(三)秘書室定期彙整系統內之相關

意見，除即請各單位依限研提

改善措施，並定期追蹤改善情

形。 

二、組成本校健全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並定期召開會議： 

(一)業訂定「國立交通大學健全內

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經

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二)101 年度內控應辦事項，除依

「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
例」製作各單位作業程序書
外，尚需依教育部函指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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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統整製作本校「內部控制
制度」報部備查。 

(三)為準備開始作業，業由秘書室
發函，請全校各院級單位、一
級研究中心、一級行政單位及
二級行政單位各指定 1 人為聯
絡窗口及種子人員，將名單填
送秘書室完成彙辦，以利適時
辦理相關事務。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前次會議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填報 

單位 

一 
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七條
修正草案 

本案以 101年 3月 13日交大人字第
1011002496 號函周知全校各單位，
並於人事室網頁公告。 

人事室 

二 
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
十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修正
草案 

本案以 101年 2月 29日交大人字第
1011001737號函周知全校各單位，
並於人事室網頁公告。 

人事室 

三 
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一條及第
六條修正草案 

一、本案以 101年 2月 29日交大人
字第 1011001661 號函周知全校
各單位，並於人事室網頁公告。 

二、有關辦法內「講座｣或「講座教
授｣名詞之統一性，人事室擬研
議後提 5月份校教評會、校務會
議審議。 

人事室 

四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二條修正草案 

本案以 101年 2月 29日交大人字第
1011001661 號函周知全校各單位，
並於人事室網頁公告。 

人事室 

五 
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五條
修正草案 

本案以 101年 2月 29日交大人字第
1011001661 號函周知全校各單位，
並於人事室網頁公告。 

人事室 

六 

臨時動議： 
於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增訂
第十條，條文文字為「教授於休假
研究開始後不得撤銷，如有特殊狀
況須撤銷休假研究，應經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始得撤
銷休假研究。」 

本案以 101年 3月 13日交大人字第
1011002496 號函周知全校各單位，
並於人事室網頁公告。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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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3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3月 1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代理主持）    執行秘書：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黃世

昌總務長、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裘性天主任秘書、楊永良主

任委員、陳信宏院長、曾煜棋院長、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

郭良文院長（孫于智副院長代）、黃鎮剛院長、陳信宏代理院長(光電

學院)、黃遠東委員、李大嵩委員、紀國鐘委員（謝文峰教授代）、鍾

崇斌委員、陳榮傑委員、謝續平委員（張明峰教授代）、林清發委員、

韋光華委員、金大仁委員、黃華宗委員、陳永富委員、陳登銘委員、

林貴林委員、洪志真委員、任維廉委員、劉尚志委員、唐麗英委員、

劉復華委員、曾成德委員、馮品佳委員、李秀珠委員、趙瑞益委員、

莊雅仲委員、廖威彰委員、陳明璋委員、徐煊博委員、林玥妏委員 

請  假：傅恆霖學務長、林寶樹主任、盧鴻興院長、張新立院長、徐保羅委員、

崔秉鉞委員、蘇朝琴委員、林伯昰委員 

缺  席：林威辰委員 

列  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會計室葉甫文主任（魏駿吉組長代理）、綜合組張

漢卿組長、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董蘭榮副主任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0年 12月 1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一)前次會議通過之本校「電機學院及工學院共同設立之平面顯示技

術碩士學位學程，自 102 學年度起停招案｣、「102 學年度擬申請

增設『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案｣及「102學年度增

設亞際文化研究博士學位國際學程及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國際

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案｣，業經 100年 12月 21日 100學年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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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0年 12月 23 日交大教綜字

第 1001013440號函送教育部審查。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 

業於 100年 12月 29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

員會完竣，決議事項詳參會議紀錄（附件 1，P.4~P.5），重要決議報

告如下： 

(一)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申請懸掛帆布廣告一面於十三舍

西側外牆案，已於 100年 11月 10日經通訊審查通過本案。 

(二)同意電機學院(工程四館、交映樓、田家炳光電大樓)周邊植栽新

增及變更。 

(三)同意本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本案另提案討論。 

(四)同意人社三館新建工程於活動中心旁停車場規劃的量體及空間

配置，並進行報部程序。唯建築物之立面、材料、量體造型、景

觀、植栽移植計畫需請建築師考量委員意見再提案討論，並於會

中邀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代表出席。 

(五)同意梅竹後援會於中正堂外牆懸掛活動宣傳布幔，版面設計請與

建築所討論。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擬自 102學年度起裁撤，請  

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說明： 

(一)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自 97學年度成立迄今，電機學院

及資訊學院為求資源能集中以作最有效之運用，一直致力於

發展碩士學程，並於 100年通過教育部審核，將於 101學年

度秋季班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 

(二)本學士學位學程成立迄今未曾招生。學校建議若本學程暫無

招生規劃，須向教育部撤銷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以

免教育部來訪視或評鑑時，需要提出未招收學生之解釋。 

二、教務處說明： 

(一)電機資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於 97 學年度經教育部核准設

立，由電機學院及資訊學院共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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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屬於系所調整案，依據教育部總量作業規範，於 101 年

6月提報教育部。 

三、本案經 100 年 11 月 8 日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 10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及學務委員會議（附件 2，P.6~P.7）、100年 11月 17日電

機學院 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及（附件 3，P.8~P.9）100 年

11 月 24 日資訊學院 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附件 4，

P.10~P.11）審議通過。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6票，不同意 0票） 

附帶決議：請教務處全面檢視本校教學單位運作之現況，並配合辦理相關

變更程序後，再據以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或組織系統表。 

 

案由二：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修正草案，請討論。 

（總務處提） 

說  明：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採購案之評選方式與採購評選委員名單之決

定，不符政府採購法令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四條之

規定，擬刪除。 

二、本案業經 100 年 12 月 29 日召開之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建築與

景觀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附件 1，P.4~P.5）。 

三、檢附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5，

P.12~P.13）。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7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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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7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7年 11月 14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樓第 3會議室 

主席：黃遠東主任委員 

出席：林進燈教務長、郭仁財主任秘書、褚立陽委員、李威儀委員、戴曉霞委

員、曾文貴委員、蔡春進委員、簡榮宏委員 

請假：劉復華委員、莊雅仲委員、黃美鈴委員、王文杰委員 

列席：人事室陳加再主任、翁麗羨組長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為儘速完成議案之討論，將定期召開法規會審議。本次會議預

定召開至 15時。 
 

貳、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7.10.23召開之 97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 

     *業於 97.10.28以 e-mail予委員確認，無委員提出修正意見。 

    會議紀錄確認 
    

參、討論事項 

案由五：有關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候選人之提名程序，請討論。（秘書 

            室提） 

    說  明： 

        ㄧ、本校 97年 10月 1日召開之 97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交議法 

            規會討論有關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候選人之提名程序。 

        二、目前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之提名程序，業依 86學年度第 4次 

            校務會議決議：各委員會候選人之提名人及連署人各一人，提名

人及連署人需具備校務會議代表資格。校務會議代表在同ㄧ委員

會中只能提名(含連署)一人，或當場提名候選人列入。提名時須

獲得被提名人之同意。 

     決  議：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程序，建請仍依 86學年度第 4次校 

務會議之決議辦理，且除由各學院提名外，並請於舉行當學年度

選舉之校務會議前通知校務會議代表提名。 

以下略 

附件 7 



22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員選舉作業要點(草案)  

一、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除校務規劃委員會委員另依其設置辦法由各互選

單位票選產生外，餘常設委員會(程序委員會、法規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

會及舉薦委員會)委員之選舉，均依本選舉要點辦理。 

二、校務會議代表中，符合各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有關票選委員之規定者，均

依任期分列為一年期及二年期之候選人。 

三、各常設委員會委員依應選舉名額及得票數高低依序當選，同票時則以公開

抽籤方式決定之。另依得票數高低各酌列候補委員五名。 

四、校務會議代表每人以擔任二個常設委員會委員為限。 

五、當選之委員，除有特殊因素或依法不得擔任者外(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

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以不推辭為原則。 

六、投票方式採無記名連記法，每張選票連記三名候選人。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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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選舉方式及提名要點修正對照表 

擬訂之要點(草案) 現行方式 說明 

一、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

除校務規劃委員會委員另

依其設置辦法由各互選單

位票選產生外，餘常設委

員會(程序委員會、法規委

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及

舉薦委員會 )委員之選

舉，均依本選舉要點辦

理。 

二、校務會議代表中，符合各

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有關

票選委員之規定者，均依

任期分列為一年期及二年

期之候選人。 

三、各常設委員會委員依應選

舉名額及得票數高低依序

當選，同票時則以公開抽

籤方式決定之。另依得票

數高低各酌列候補委員五

名。 

四、校務會議代表每人以擔任

二個常設委員會委員為

限。 

五、當選之委員，除有特殊因

素或依法不得擔任者外

(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

員會委員)，以不推辭為原

則。 

六、投票方式採無記名連記

法，每張選票連記三名候

選人。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各委員會候選人由出席校

務會議代表一人提名，並

由另一代表連署。 

二、校務會議代表在同一委員

會中只能提名(含連署)

一人。 

三、在舉行校務會議之前或現

場均接受提名。 

四、提名時，必須獲得被提名

人之同意。 

五、各委員會投票，均採無記

名單計法。 

六、除由各學院提名外，並請

於舉行當學年度選舉之

校務會議前通知校務會

議代表提名。 

 

一、現行之校務會議各常設委

員會之選舉方式及提名辦

法，係依 86學年度第 4次

校務會議之決議及 97學年

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議決

議辦理。 

二、另擬訂選舉要點(草案)，

以為後續辦理選舉依據。 

三、修正提名方式及選舉投票

方式。 

四、增訂校務會議代表擔任常

設委員會委員之上限。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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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0學年度第 20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3月 2日(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妍華校長 

出  席：林一平副校長、謝漢萍副校長、許千樹副校長、台聯大黃志彬副校長（請假）、裘性

天主任秘書、林進燈教務長（傅武雄副教務長代理）、傅恆霖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

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陳信宏院長、理學院

盧鴻興院長（趙天生主任代理）、工學院陳俊勳院長、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人社學

院郭良文院長、生科學院黃鎮剛院長、客家學院郭良文代理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

院長、光電學院陳信宏代理院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楊永良館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楊永良主委、會計室葉甫文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聯會

徐煊博會長、學生議會焦佳弘議長 

列  席：台南分部陳信宏主任、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黃世昌召集人、頂尖計畫辦公室

黃志彬執行長（請假）、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 

記  錄：施珮瑜 

 

壹、主席報告 

一、3 月 10 日及 11 日本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各處室及學院中長程計畫簡報除內容外，

應注意字體統一及美工排版等，俾使簡報更瑧完善。 

二、請人事室於一週內完成職員員額編制表之修編並予各主管知悉，確認各單位目前人力配

置及需求，俾留住優秀公務人員使其永續在校服務；另教師員額編制表亦應儘速修編，

增加本校 faculty增為 1000至 1200員額，增加專任教師並降低生師比。 

三、請頂尖計畫辦公室與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確認物品管理機制系統（如墨水匣及紙張控管）

是否已啟用，並請各學術單位配合填列。 

四、最新公布之 2012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本校列亞洲地區第 4名（世界第 72 名）值得嘉許。

各學院應轉達所屬教師需即時更新學術論文數目等資料，俾本校於國際學術增加能見

度，使排名能再締佳績。 

五、請總務處、理學院於一週內提出基礎大樓空間分配及搬遷費用等需求，俾利於 3 月初分

配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另為活化博愛校區，計畫新建「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總務

處亦應儘速規劃，俾利預算分配及執行。 

六、交清二校「壬辰梅竹」賽將於今日下午 1時 30分開幕，請各主管撥空參加，至比賽場地

為選手加油、鼓勵。 

七、以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購置 500 萬元以上之儀器設備需依規於採購前辦理報送審查等事

宜，應請注意時限儘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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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1年 2月 17日召開之 100學年度第 19次行政會議）已 E-mail各主管

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99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P3-9） 

 

参、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除校務規劃委員會外) 委員之選舉，擬採行不同方式

辦理，並修正原於 86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提名及選舉方式案，請討論。

(秘書室提-校長交議)  

說  明： 

一、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委員，除校務規劃委員會另依其設置辦法由各互選單

位票選產生外，餘各常設委員會(程序委員會、法規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及舉薦

委員會) 均依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提名選舉方式(附件二，P10)及

97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附件三，P11)辦理。即於各學院(單位)校務會

議代表產生後，由校務會議代表互相提名、連署(會前及會議當日均可提名)，並於

每學年開始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辦理選舉。 

二、前述選舉方式採行多年，惟因各常設委員會之提名常有不足額之情形，且為期校務

會議代表均能有機會參與各常設委員會事務，爰擬採行不同方式辦理。 

三、承上所述，擬於每學年初公告選舉日期及指定地點辦理選舉投票，不另召開臨時校

務會議辦理。並於選舉當日投票結束，統計投票結果後公布當選名單。惟為確保各

委員會足額提名，且為配合前述選舉辦理，爰另擬訂「國立交通大學校務會議各常

設委員會委員選舉作業要點(草案)｣，請參閱附件四（P12），以為後續辦理選舉依據。 

四、本案將依程序提案至校務會議討論，另每年度於臨時校務會議辦理之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委員同意權之行使，為考量該委員會之運作，擬於辦理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選舉時併予辦理。 

五、檢附本校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之選舉方式及提名要點修正對照表供參（附件五，

P13）。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1：20 

 

../../../3議程/100/03(101.03.21)/10019行政會議紀錄(1010217).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