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點：電資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重雨校長（報告後迴避，其後程序進行主席為李鎮宜研發長）
出席：傅恆霖、曾仁杰、李鎮宜、許尚華、林寶樹、楊永良、張靄珠、莊振益
（盧鴻興代）
、趙天生、吳培元、陳登銘、李威儀、陳秋媛、王念夏、陳
鄰安、陳信宏、陳紹基、林大衛（桑梓賢代）
、王蒞君、胡竹生、張振雄、
黃家齊（王協源代）
、黃遠東、崔秉鉞、蘇朝琴、鍾世忠、劉柏村、林一
平（張明峰代）、陳玲慧、曾建超（易志偉代）、謝續平、曾文貴、簡榮
宏、陳仁浩、許鉦宗、蔡春進、張新立、劉復華、吳宗修、李明山、虞
孝成（包曉天代）
、唐麗英、洪瑞雲、佘曉清、劉辰生、賴雯淑、莊明振、
李秀珠、簡美玲、李美華、陶振超、黃鎮剛、張家靖、黃憲達、趙瑞益、
孫治本、廖威彰、黃杉楹、葉秀雲、葉裕國、劉人豪、陳良敬、施哲儒、
張筑軒（林怡志代）
、徐晨皓、黃學惇、陳建都、孫承憲【共計 69 人】
請假：李嘉晃、許千樹、林進燈、林志忠、宋開泰、徐保羅、王國禎、陳俊勳、
傅武雄、張翼、劉尚志、謝文良、莊英章、黃美鈴、伍道樑、王旭斌、
林梅綉、楊喻名【共計 18 人】
缺席：洪士林、成維華、李弘祺【共計 3 人】
列席：會計室呂明蓉、楊明幸、魏駿吉、圖書館楊永良（黃明居代）、人事室譚
潔芝、計網中心林盈達（林惠敏代）、頂尖大學計畫黃志彬（陳永富代）
記錄：柯梅玉

壹、吳重雨校長報告
吳重雨校長報告
十分感謝各位同仁對我個人及行政團隊的支持，本人於任期內將全力以
赴、努力不懈，並順利移交予未來遴選出之新任校長，誠如我發表之公開
信「美好的仗我已打過」，因此我將不再參與校長遴選。我了解交大人懷
有更遠大的目標與夢想，讓學校邁向更美好的未來，衷心期待各位能平心
靜氣訂定出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並遴選出優秀的校長，繼續帶領交大往前
邁進。本人一向做事坦蕩、問心無愧且心安理得，惟為避免誤解，將採取
迴避，因二位副校長及教務長皆請假，擬請李鎮宜研發長代為主持本次會
議。

*因有校務會議代表提出依會議規範第十五條之規定，
因有校務會議代表提出依會議規範第十五條之規定，另推選主席之
動議，
動議，經舉手表決通過推選李鎮宜研發長為主席。
舉手表決通過推選李鎮宜研發長為主席。（同意
（同意 46 票，不
同意 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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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確認前次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99 年 3 月 3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7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無
二、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校務規劃委員會
原訂於 99 年 3 月 9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因無提案，爰取消會議。
（二）法規委員會
業於 99 年 1 月 18 日、99 年 1 月 25 日及 99 年 2 月 10 日召開
98 學年度第 3 次、第 4 次及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完竣。本校
「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已完成修正，業提本次會議討論。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無。
（四）舉薦委員會：無
（五）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
業於 99 年 3 月 15 日召開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
及審議委員會議，本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提案計 1 案，係前次
會議遺留之「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業提本次會議討
論。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
各單位報告事項：(另參單位
另參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單位報告事項附件)
報告事項附件)

肆、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附件 1，P.5
P.5 ）。
二、大學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運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國立者，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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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教育部訂定之「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件 2，P.6~P.7
P.6~P.7）
6~P.7）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三、本修正草案經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98.4.30)、98 學
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99.1.18)、9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
會議(99.1.25)及 98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99.2.10)修正
通過（
（附件 3，P.8
P.8~P.19
~P.19）
19）。
四、檢附資料如下：
(一) 現行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附件 4，P.20~P.21
P.20~P.21）
20~P.21）。
(二)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全
文（
（附件 5，P.22
P.22 ~P.30
~P.30 ）。
(三) 教育部對國立大學校長遴選相關事務所為函釋：
1、95 年 11 月 13 日台人(一)字第 0950160137 號函（
（附件
6，P.31
P.31）
31）。
2、96 年 5 月 2 日台人(一)字第 0960055145 號函及該函所
提 89 年 9 月 18 日台人(一)字第 89113383 號函釋（
（附
件 7，P.32
P.32~P.
32~P.34
~P.34）
34）。
3、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
（附件
8，P.35）
P.35）。
五、另檢附中央法規標準法、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相關法
規及部分國立大學對校長遴選相關事務之規定等資料供參（
（參考
資料請另參閱黃色資料附件】）
資料請另參閱-附件 9【黃色資料附件
黃色資料附件 ）。
決 議：
一、通過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名稱修正為「
通過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名稱修正為「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同意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同意 56 票，不同意 1 票）
二、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修正事項如下
第三條第一項修正事項如下：
修正事項如下：
（一）陳信宏代表提出之第一修正案：
陳信宏代表提出之第一修正案：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學
校代表九人：
校代表九人：教師代表九人。」
教師代表九人。」
（二）徐晨皓代表提出之第二修正案：
徐晨皓代表提出之第二修正案：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學
校代表九人：
校代表九人：含教師代表八人及學生代表一人。」
含教師代表八人及學生代表一人。」
（三）上述之修正案之表決紀錄如下：
上述之修正案之表決紀錄如下：
1、第二修正案經舉手表決未通過。
（同意
第二修正案經舉手表決未通過。
（同意 2 票，不同意 33
票）
2.第一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
（同意
2.第一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
第一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
（同意 29 票，不同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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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備註說明：
備註說明：第一修正案第一次舉手
第一修正案第一次舉手表決票數為
舉手表決票數為：
表決票數為：同意 26
票，不同意 28 票。因有代表對表決結果
因有代表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
代表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
發生疑問，提起
重行表決之動議，
重行表決之動議，經主席認可
經主席認可後
認可後重行表決，
重行表決，第二次舉手
表決票數為：
表決票數為：同意 29 票，不同意 27 票。
（四）依上述之決議，
依上述之決議，第三條第一項修正為「
第三條第一項修正為「本會置委員二十一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一、學校代表九人：
學校代表九人：教師代表九
人。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三、教育部遴派
之代表三人。
之代表三人。」
三、第三條第二項代表產生之方式，
第三條第二項代表產生之方式，劉復華代表提出之
劉復華代表提出之替代案：
替代案：請以
下列方式替代校方所提出之草案
「電機學院(156)
電機學院(156) + 光電學院(6)=162
光電學院(6)=162 -> 2 席
理學院(101)
理學院(101) + 生物科技學院(25)=126
生物科技學院(25)=126 ->2 席
工學院(89)
工學院(89) -> 1 席
人文社會學院(50)
人文社會學院(50) + 客家文化學院(25)=75
客家文化學院(25)=75 -> 1 席
管理學院(87)
管理學院(87) -> 1 席
資訊學院(72)
資訊學院(72) -> 1 席
其他（
其他（含體育室、
含體育室、教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
學務處、圖書館、
圖書館、電子與資訊研究中
心、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20) + 通識教育中心(19)=39
通識教育中心(19)=39 -> 1 席
共推選出 9 名教師委員、
名教師委員、9 名社會公正人士委員及候補委員各 9
名。校友會推薦 2 名委員及 2 名候補委員，
名候補委員，此 4 名取代他們畢業
學院所推薦的社會公正人士。
學院所推薦的社會公正人士。」
*上述替代案尚未完成討論及表決
上述替代案尚未完成討論及表決，
尚未完成討論及表決，為利討論，
為利討論，建請提案人於下次
會議參照法規格式敘明替代案之條文內容
會議參照法規格式敘明替代案之條文內容。
參照法規格式敘明替代案之條文內容。

因已達會議預定時間 15 時 30 分，未完成討論部分，
未完成討論部分，另召開會議
繼續討論。
繼續討論。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4

附件 1
教育部 98 年 6 月 24 日台高(二)字第 0980068906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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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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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民國 95 年 01 月 2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各大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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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遴委會) ，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以單數組成，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
任之：
一、學校代表：由學校校務會議推選，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依學校組織規程或其他相關規定產生，占
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 (薦) 或遴派時，應酌列候補委員。第一款學校代表
應包含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校長任期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屆滿者，遴委會組成時間，不受第一
項所定十個月規定之限制。

第 3 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第 4 條

學校應於遴委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遴委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 5 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 6 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
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議
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遞補之。

第 7 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
6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要酌
支交通費。

第 9 條

遴委會執行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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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交通大學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8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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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立陽委員、劉復華委員、曾文貴委員、簡榮宏委員、
王文杰委員、郭仁財主任秘書
請假：李威儀委員、莊雅仲委員、戴曉霞委員、蔡春進委員、黃美鈴委員
列席：人事室陳加再主任、秘書室翁麗羨組長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略)
貳、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8.3.16
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8.3.16 召開之 97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
次法規委員會)
*業於
*業於 98.4.1 以 e-mail 予委員確認，
予委員確認，無委員提出修正意見。
無委員提出修正意見。
會議紀錄確認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第三十三條定之。
二、檢附本校現行「校長遴選辦法」（
（附件 1，P.4~P.5
P.4~P.5）
4~P.5）、國立大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件 2，P.6
P.6）及教育部 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供參（
（附件 3，P.7
P.7）。
決 議：
一、本辦法之名稱依下列二修正意見進行舉手表決，
本辦法之名稱依下列二修正意見進行舉手表決，通過(
通過(一)之修正。
之修正。
（一）本辦法名稱修正為：
本辦法名稱修正為：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
運作辦法。（同意
。（同意 6 票）
（二）將遴選委員會之組織辦法及運作辦法分開訂定。
將遴選委員會之組織辦法及運作辦法分開訂定。（同意 1
票）
二、第一條有關本
第一條有關本辦法
有關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辦法訂定之依據，
訂定之依據，依現行大學法及本校
依現行大學法及本校校務會議通
本校校務會議通
過之組織規程
過之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修正為「
修正為「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以下簡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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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校長遴選事宜
為辦理校長遴選事宜，
理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
依大學法第九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
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三、第二條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
第二條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文字修正為：
文字修正為：「本校於校
「本校於校
長任期屆滿十
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長任期屆滿 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
會(以下簡稱本會)
以下簡稱本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四、第三條修正事項如下：
第三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一項：
第一項：
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之組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之組成，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修正為：「
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修正為：「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一、學校代表：
學校代表：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
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
選九人：
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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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人士：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
由校務會議推選九人。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
人。」
（二）第二項：
第二項：
1.依據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二條
1.依據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二條
第二項增訂「前項第一
前項第一款
第一款及第二款代表於推選
及第二款代表於推選 (薦
(薦) 或
遴派時，
遴派時，應酌列候補委員。
應酌列候補委員。」
2.候補委員之人數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2.候補委員之人數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候補委員之人數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3.原第二項
3.原第二項「前項所產生之遴選委員如為校長候選人或因
故不能參與遴選工作，
故不能參與遴選工作，經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員資
格，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
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將參考國立大
將參考國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有關委員之
資格，
資格，另增訂條文，
另增訂條文，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因已達會議預定時間13
因已達會議預定時間13時
13時30分
30分，案由一至案由三另召開會議繼續
討 論。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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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9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黃遠東主任委員
出席：林進燈委員、徐晨皓委員、王蒞君委員（鍾世忠代理）
、佘曉清委員、莊
振益委員（王念夏代理）
、趙天生委員、林建中委員、李美華委員
請假：張靄珠委員、洪士林委員、孫治本委員、李威儀委員
列席：人事室廖瓊華代理主任、秘書室翁麗羨組長
記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定之（
（附件 5，P.18
P.18）
18）。
二、本修正草案經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名稱為「國
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通過第一條、第
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委員之組成，第三條第二項尚待討論之事項
如下：
（一）候補委員之人數。
（二）原第二項「前項所產生之遴選委員如為校長候選人或因故
不能參與遴選工作，經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
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將參考國立大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有關委員之資格，另增
訂條文。
（三）檢附依97學年度第6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附件6
附件6，P.19
P.19）
19）
三、檢附本校現行「校長遴選辦法」（
（附件 7，P.20~P.21
P.20~P.21）
20~P.21）、國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件 8，P.22
P.22）
22）、教育部 95
年 11 月 13 日台人（一）字第 0950160137 號函（
（附件 9，P.31
P.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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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供參（
（附件
10，
10，P.24
P.24）
24）。
四、另檢附「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附件
11，
11，P.25~P.28
P.25~P.28）
25~P.28）、「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附件 12，
12，P.29
P.29）
2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
（附件 13，
13，P.30~P.33
P.30~P.33）
30~P.33）、「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第二十五條」（
（附件 14，
14，P.34
P.34）
34）及「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三
十四條」（
（附件 15，
15，P.35
P.35）
35）供參。
決 議：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校代表之組成條列各類代表之人數為：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校代表之組成條列各類代表之人數為：學
生代表及行政人員代表各一人，
（同意 8 票）
生代表及行政人員代表各一人，教師代表七人。
教師代表七人。
二、第三條第二項增訂學校代表、
第三條第二項增訂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產生
代表產生
方式，
方式，修正事項如下：
修正事項如下：
（一）教師代表之產生方式，
教師代表之產生方式，以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論（
以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論（同
意 7 票）
1.方式
1.方式(1)
方式(1)：
(1)：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教師代表候
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教師代表候
選人一人，
選人一人，經校務會議推選產生教師代表七人。
經校務會議推選產生教師代表七人。
2.方式
2.方式(2)
方式(2)：
(2)：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教師代表候
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教師代表候
選人一至二人，
選人一至二人，經校務會議推選產生教師代表七人，
經校務會議推選產生教師代表七人，各
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
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
（ 二） 行政人員代表之產生方式，
行政人員代表之產生方式， 以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
論：（同意 8 票）
1.方式
1.方式(1)
方式(1)：
(1)：推薦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推薦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代表一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2.方式
2.方式(2)
方式(2)：
(2)：推薦三名
推薦三名行政人員代表
三名行政人員代表候選人
行政人員代表候選人，
候選人，提請校務會
議選出一人，
議選出一人，另二人酌列為候補人員
另二人酌列為候補人員。
（三）學生代表之產生方式，
（同
學生代表之產生方式，以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論：
以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論：
意 8 票）
1.方式
1. 方式(1)
方式 (1)：
(1) ： 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學生
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 學生代表一
學生 代表一
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2.方式
2.方式(2)
方式(2)：
(2)：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三名學生代表
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三名學生代表
候選人，
候選人，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一人，
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一人，另二人酌列為候補人
員。
（四）行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依方式(1)
行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依方式(1)推薦候選人時
(1)推薦候選人時，
推薦候選人時，須酌
列候補人員。
（同意
列候補人員。
（同意 7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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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產生方式，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產生方式，由各學院及教學相
關單位推薦一人，
關單位推薦一人，提請校務會議推選產生七人，
提請校務會議推選產生七人，其中四人
由七位教師代表所屬學院或相關教學單位之外票數最高
之四位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選出
之四位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選出，
社會公正人士選出，另三位代表再由其
餘候選人中依得票數高低選出。
餘候選人中依得票數高低選出。即各學院及教學相關單位
至少應有一席之教師代表或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至少應有一席之教師代表或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
（同意 7 票）
（六）除前述由校務會議推選出之七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外，餘二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之產生方式，
餘二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之產生方式，以
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論：
（同意 6 票）
下列二方式送校務會議討論：
1.方式
1.方式(1)
方式(1)：
(1)：由校友會推薦二人
由校友會推薦二人，
推薦二人，並酌列候補人員一人，
並酌列候補人員一人，
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2.方式
2.方式(2)
方式(2)：
(2)：由校友會推薦 4 名候選人，
名候選人，提請校務會議選
出二人
出二人，另二人酌列為候補人員。
另二人酌列為候補人員。
三、第七條修正事項如下：
第七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一項第一款遴選作業第一階段之文字仍依現行條文
（同
第一項第一款遴選作業第一階段之文字仍依現行條文。
之文字仍依現行條文。
意 6 票）
（二）第一項第二款遴選作業第二階段之文字，
第一項第二款遴選作業第二階段之文字，將俟人事室提供
相關規定後再修正。
相關規定後再修正。
（三）第一項第三款遴選作業第三階段之文字修正為：
第一項第三款遴選作業第三階段之文字修正為：「第三階
「第三階
段：遴選委員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
遴選委員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獨立自主
之精神，
。
（同
之精神，經審查、
經審查、討論後選出一人
討論後選出一人，
選出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定」
報請教育部核定」
意 6 票）

會議進行至15
會議進行至15時
15時20分
20分，因已逾會議預定召開時間，
因已逾會議預定召開時間，故案由一及案
由二另召開會議繼續討論
由二另召開會議繼續討論。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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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9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 8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黃遠東主任委員
出席：張靄珠委員、佘曉清委員、洪士林委員、孫治本委員、莊振益委員（王
念夏教授代理）、趙天生委員、林建中委員、李美華委員
請假：林進燈委員、徐晨皓委員、王蒞君委員、李威儀委員
列席：人事室廖瓊華代理主任、秘書室翁麗羨組長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9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9 年 1 月 18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
次法規委員會)
一、決議事項二、(六)「校友總會」之文字修正為「校友會」。
二、會議紀錄修正後通過。
（同意 8 票）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定之（
（附件 1，P.6
P.6）。
二、本修正草案經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名稱為「國
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通過第一條、第
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委員之組成（
（附件 2，P.7~P.8
P.7~P.8）
7~P.8）。
三、依 98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第三條委員之組成及產生
方式等原則，研擬第三條修正條文（
（附件 3，P.9~P.11
P.9~P.11）
9~P.11），請再
討論確認。餘現行條文第三條及第七條尚待討論之事項如下：
（一）第三條第二項「前項所產生之遴選委員如為校長候選人或因
故不能參與遴選工作，經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
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須參考國立大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限制委員資格之規定，另增
訂條文。
13

（二）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遴選作業第二階段文字之修正，人
事室業依前次會議決議提供教育部89年9月18日台人(一)字
第 89113383 號 之 法 規 釋 例 及 96 年 5 月 2 日 台 人 ( 一 ) 字 第
0960055145號函供參（
（附件4
附件4，P.12~P.14
P.12~P.14）
12~P.14）。
四、檢附本校現行「校長遴選辦法」（
（附件 5，P.15~P.16
P.15~P.16）
15~P.16）、國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件 6，P.17
P.17）
17）、教育部 95
年 11 月 13 日台人（一）字第 0950160137 號函（
（附件 7，P.18
P.18）
18）
及 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供參（附件 8，
P.19
P.19）
19）。
五、另檢附「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附件
9，P.20~P.23
P.20~P.23）
20~P.23）、「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附
件 10，
10，P.24
P.24）
2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
（附件 11，
11，P.25~P.28
P.25~P.28）
25~P.28）、「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三
十四條」（
（附件 12，
12，P.29
P.29）
29）及「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五
條」（
（附件 13，
13，P.30
P.30）
30）供參。
決 議：
一、附件 6 研擬之修正條文第三條
研擬之修正條文第三條，
修正條文第三條，其修正事項如下：
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二項第一款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之教師代表及第二
款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款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經舉手表決以推薦方式產生
候選人：
候選人：
1.以推薦方式產生候選人
1.以推薦方式產生候選人。（
以推薦方式產生候選人。（同意
。（同意 5 票）
2.以
2.以候選人之產生以(1)
候選人之產生以(1)推薦及
(1)推薦及(2)
推薦及(2)普選
(2)普選二
普選二方式併陳
方式併陳，
併陳，提校
務會議討論。（
務會議討論。（同意
。（同意 2 票）
（二）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於方式(1)
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於方式(1)「
(1)「…教師代表候選人一人」
教師代表候選人一人」
及方式(2)
及方式(2) 「…教師代表候選人一至二人」
教師代表候選人一至二人」前增列「
前增列「單位
編制內專任」
編制內專任」之文字，
之文字，修正為：
修正為：方式(1)
方式(1)「
(1)「…單位編制內
專任教師代表候選人一人
專任教師代表候選人一人」
教師代表候選人一人」及方式(2)
及方式(2) 「…單位編制內專
任教師代表候選人一至二人」
教師代表候選人一至二人」。（同意
（同意 7 票，不同意 0 票）
（三）方式(2)
方式(2)之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後增列
(2)之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後增列「
之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後增列「各學院及相關教
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
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之文字，
之文字，修正為「
修正為「(一)教師代表：
教師代表：
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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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至二人，
表一至二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得票數最高之七位。
再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得票數最高之七位。
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
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
（四）方式(2)
方式(2)之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之產
(2)之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之產
生方式，
生方式，依前次會議紀錄修正為「
依前次會議紀錄修正為「由校友會推薦四名候選
人，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二人。
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二人。」
（五）第三項修正事項如下：
第三項修正事項如下：
1.通識教育委員會後之
1.通識教育委員會後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後之「及」字刪除，
字刪除，修正為頓號。
修正為頓號。
2.後段
2.後段「
後段「其推薦候選人方式，
其推薦候選人方式，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之
院務會議或單位會議定之。」
院務會議或單位會議定之。」修正為
。」修正為「
修正為「其推薦候選人方
式，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會議定之
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會議定之，
及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會議定之，其他單
位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合推薦之。
位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合推薦之。」（同意
」（同意 8 票）
（六）第四項依附件 6 研擬之條文文字通過。（
研擬之條文文字通過。（同意
。（同意 7 票）
二、第七條修正事項如下：
第七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林建中委員提出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修正案：
林建中委員提出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修正案：將「每
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修
，修
正為「
正為「每一候選人選票須完全統計
每一候選人選票須完全統計。」，
須完全統計。」，經舉手表決未通
。」，經舉手表決未通
過。（同意
。（同意 1 票，不同意 4 票）
（二）林建中委員提出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修正案：
林建中委員提出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修正案：將「上
列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計名投票，
列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計名投票，得投票
總數二分之一(
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修正為
。」，修正為「
修正為「上
列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計名投票，
列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計名投票，得投票
總數四分之三
總數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經舉手表決
，經舉手表決
未通過。（
未通過。（同意
。（同意 1 票，不同意 5 票）
（三）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文字為求條文之一致性於「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文字為求條文之一致性於「專任
教師」
教師」前增列「
前增列「單位編制內」
單位編制內」之文字。（
之文字。（同意
。（同意 7 票）
（四）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文字修正為「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階段之文字修正為「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遴選委
員會將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布
員會將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布，
人資料公布，由到校服務
滿一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
滿一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
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
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
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
意票為通過。
意票為通過。每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
時即中止。
時即中止。」（同意
」（同意 5 票，不同意 1 票）
15

（五）第七條遴選作業以二階段或三階段辦理，
第七條遴選作業以二階段或三階段辦理，於下次會議再討
論。
三、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前項所產生之遴選委員如為校長候選人
或因故不能參與遴選工作，
或因故不能參與遴選工作，經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
經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
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
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經參考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
參考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
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限制委員資格之規定，
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限制委員資格之規定，另增訂為第四
條：（同意6
同意6票）
1.第一項修正為
1.第一項修正為「
第一項修正為「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
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確認後，
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解除其職務：一、
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二、與候選人有配偶、
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
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遴
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
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
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
及事實，
及事實，經遴委會議決後，
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解除委員職務。」
2.第二項修正為
2.第二項修正為「
第二項修正為「所遺委員職缺，
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
按身分別依第三條第四
條第四項規定
遞補之。
遞補之。」
四、第二條「
第二條「…校長遴選委員會（
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以下簡稱本會）」修正為
）」修正為「
修正為「…校長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以下簡稱遴委會
遴委會）」，爰本辦法中
）」，爰本辦法中「
爰本辦法中「本會」
本會」之文字
皆據以修正為「
皆據以修正為「遴委會
遴委會」。
五、為利會議討論之進行，
為利會議討論之進行，請秘書室先研擬本辦法之修正草案後，
請秘書室先研擬本辦法之修正草案後，於
下次會議討論。
下次會議討論。

會議進行至14
會議進行至14時
14時40分
40分，因已逾會議預定召開時間，
因已逾會議預定召開時間，故案由一及案
由二另召開會議繼續討論
由二另召開會議繼續討論。
以下略

16

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9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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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燈委員（趙昌博副教務長代理）
、張靄珠委員、徐晨皓委員、王蒞君
委員、佘曉清委員、洪士林委員、孫治本委員、莊振益委員、趙天生委
員
請假：李威儀委員、林建中委員、李美華委員
列席：人事室廖瓊華代理主任、秘書室翁麗羨組長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9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99 年 1 月 25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
次法規委員會)
會議紀錄確認（同意 9 票）
。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定之（
（附件 1，P.6
P.6）。
二、本修正草案經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名稱為「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通過第一條、
第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委員之組成（
（附件 2，P.7
P.7~P.8
~P.8）。
三、業依 9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先研擬本辦法之修正
草案如附件
附件 3(P.9
3(P.9~P.14
~P.14）
14）。
四、檢附人事室依 98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提供之教育部
89 年 9 月 18 日台人(一)字第 89113383 號之法規釋例及 96 年 5
月 2 日台人(一)字第 0960055145 號函供參（附件 4，P.15
。
P.15~P.1
15~P.17
~P.17）
五、檢附本校現行「校長遴選辦法」（
（附件 5，P.18~P.19
P.18~P.19）
18~P.19）、國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件 6，P.20
P.20）
20）、教育部 95
年 11 月 13 日台人（一）字第 0950160137 號函（
（附件 7，P.21
P.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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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供參（附件 8，
P.22
P.22）
22）。
六、另檢附「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附件
9，P.23~P.26
P.23~P.26）
23~P.26）、「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附
件 10，
（附件
10，P.27
P.27）
27）、「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四條」（
11，
11，P.28
P.28）
28）「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件 12，
12，P.29~P.32
P.29~P.32）
29~P.32）及「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
（附件 13，
13，P.33
P.33）
33）供參。
決 議：附件 3 研擬之修正草案
研擬之修正草案，
其修正事項如下：
，其修正事項如下
：
修正條文第三條修正事項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修正事項如下
：
第二項方式(1)
(1)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款第一目，
於人選前增訂「
校友」
（一）第二項方式
(1)
第二款第一目
，於人選前增訂
「校友
」之文
修正為「
由校友會推薦校友
校友人選二人
人選二人、
後補一人，
字，修正為
「由校友會推薦
校友
人選二人
、後補一人
，提
請校務會議同意。」
。」（
請校務會議同意
。」
（同意 9 票）
第二項方式(2)
(2)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款第一目，
於候選人前增訂「
校友」
（二）第二項方式
(2)
第二款第一目
，於候選人前增訂
「校友
」之
文字，
修正為「
由校友會推薦四名校友
校友候選人
候選人，
文字
，修正為
「由校友會推薦四名
校友
候選人
，提請校務
會議選出二人。」
。」（
會議選出二人
。」
（同意 9 票）
第二項方式(1)
(1)及方式
及方式(2)
(2)之第二款第二目
之第二款第二目，
（三）第二項方式
(1)
及方式
(2)
之第二款第二目
，於候選人前增
社會公正人士」
之文字，
修正為「
由各學院及相關教
訂「社會公正人士
」之文字
，修正為
「由各學院及
相關教
學單位各推薦社會公正人士
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一人
候選人一人，
學單位各推薦
社會公正人士
候選人一人
，…」（同意 9 票）
第三項後段「
編制內教師」，
」，配合條文之一致性
配合條文之一致性，
（四）第三項後段
「編制內教師
」，
配合條文之一致性
，修正為
編制內專任
專任教師
教師」
「編制內
專任
教師
」。
通過修正條文第四條。（
。（同意
二、通過修正條文第四條
。（
同意 9 票）
通過修正條文第五條。（
。（同意
三、通過修正條文第五條
。（
同意 9 票）
通過修正條文第六條。（
。（同意
四、通過修正條文第六條
。（
同意 9 票）
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五、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依大學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刪
須具中華民國國籍，
如同時具有其他國籍者，
除「須具中華民國國籍
，如同時具有其他國籍者
，依國籍法第
條規定辦理，
之文字，
修正為「
若被選聘為校長，
20 條規定辦理
，且」之文字
，修正為
「若被選聘為校長
，擔任校
長職務期間，
不得兼任黨職及非學術性之政府職務。
」（同意
長職務期間
，不得兼任黨職及非學術性之政府職務
。」（
同意 9
票）
修正條文第八條修正事項如下
如下：
六、修正條文第八條修正事項
如下
：
經舉手表決通過莊振益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一）經舉手表決通過莊振益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第一項修正為
遴委會成立後，
應即公開徵求校長人選，
「遴委會成立後
，應即公開徵求校長人選
，依下列方式接受
推薦」。（
」。（同意
推薦
」。（
同意 7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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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校長人選之推薦方式及連署人數，
有關校長人選之推薦方式及連署人數，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同意 8 票）
七、修正條文第九條有關遴選之作業方式
修正條文第九條有關遴選之作業方式，
，經舉手表決以二案併陳方
式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式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
僅以方式(1)
(1)提校務會議討論
提校務會議討論。（
。（同意
（一）僅以方式
(1)
提校務會議討論
。（
同意 0 票）
以二案並陳方式提校務會議討論。（
。（同意
（二）以二案並陳方式提校務會議討論
。（
同意 8 票）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條。（
。（同意
八、通過修正條文第十條
。（
同意 8 票）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以下列二方式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同意
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以下列二方式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
同意 8 票）
方式(1)
(1)依
現行條文之遴委會開會出席及議決人數：「
：「遴委
（一）方式
(1)
依現行條文之遴委會開會出席及議決人數
：「
遴委
開會時應親自出席
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會開會時
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須全體委員四
分之三出席始得開議。
分之三出席始得開議
。依第九條由校長候選人遴選出一人
之決議，
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之決議
，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
方式(2)
(2)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
（二）方式
(2)
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
第三項之遴委會開會出席及議決人數：
遴委會開會時，
第三項之遴委會開會出席及議決人數
：「遴委會開會時
，
委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同意
十、通過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
同意 7 票）
十一、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同意
十一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
同意 6 票，不同意 1 票）
十二、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同意
十二
、通過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
同意 7 票）
十三、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同意
十三
、通過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
同意 7 票）
十四、
遴選委員會」
十四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依前次會議決議將「遴選委員會
」修正為「遴
委會」。（
」。（同意
委會
」。（
同意 7 票）
十五、
經舉手表決通過莊振益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增訂第十七條「
十五
、經舉手表決通過莊振益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增訂第十七條
「遴
委會應於新任校長就職後自動解散。
」（同意
委會應於新任校長就職後自動解散
。」（
同意 7 票）
十六、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其條次修正為第十八條。（
。（同意
十六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其條次修正為第十八條
。（
同意 7 票）
十七、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其條次修正為第十九條。（
。（同意
十七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其條次修正為第十九條
。（
同意 7 票）
檢附依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及 98 學年度第 3 次、第 4 次法規
委員會，
以及上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
委員會
，以及上述決議修正通過之本校
「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條文全文
正草案條文全文，
14(P.34~P.42）
對照表
」及修
正草案條文全文
，如附件 14(P.34~P.42
）。

會議進行至14
會議進行至14時
14時47分
47分，因已逾會議預定召開時間，
因已逾會議預定召開時間，故案由二及案
由三另召開會議繼續討論
由三另召開會議繼續討論。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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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6、6、11 八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86、10、15 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86、11、19 台(86)人(一)字第 86130371 號函核定
94.06.22 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依教育部 94.07.11 台人（一）字第 0940090839 號函修訂
教育部 94.07.21 台人（一）字第 0940099291 號函核定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六條
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七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校於校長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或校長因故出缺時一個月內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委員共十七人，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教師代表三人，理學院與
生物科技學院教師代表二人，工學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人文社會
學院與客家文化學院二人，其他單位教師代表二人，行政人員代表一
人，校友代表一人及社會人士代表二人組成之。教師代表及行政人員
代表由各單位選舉產生之，校友代表及社會人士代表，由前述代表推
選產生之。
前項所產生之遴選委員如為校長候選人或因故不能參與遴選工作，經
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依序遞補。
本會委員之選舉作業由本校秘書室辦理，並於完成委員選舉後兩週內
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由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並擔任會議主席。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任用資格，且未有任用限制
之情事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前瞻性、現代化之教育理念及卓越之行政與領導能力。
(二)具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望。
(三)若被選聘為校長，擔任校長職務期間，須具中華民國國籍，如同
時具有其他國籍者，依國籍法第 20 條相關規定辦理，且不得兼任
黨職及非學術性之政府職務。
校長候選人公開徵求，以下列方式接受推薦:
(一) 國內外教授、副教授或正、副研究員一人推薦，二人 至四人
連署。
(二) 學術團體或本校校友會推薦。
(三) 遴選委員推薦。
推薦人或團體必須徵得被推薦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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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遴選作業分下列三個階段辦理:
(一) 第一階段：遴選委員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參加之
座談會，遴選委員聽取有關學校發展、理想校長人選等意見後，
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干人為校長候選人。
(二) 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將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布，
分送到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上列教師對每一位校長
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
同意票為通過。每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
即中止。
(三) 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獨立自主
之精神，經審查、討論後，選二至三人，按其姓氏筆劃順序，
連同其個人詳細資料及書面意見，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擇聘之。
第八條 遴選委員會召集人為對外唯一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對外發言，遴選
作業應予保密。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須全體委員四分之三出席始得
開議。第三階段推薦人選之決議，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
第十條 遴選委員會於遴選工作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人事室妥善保存至
該校長離職日止。保管期間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五分之四以上簽名
同意，不得公開。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遴選委員會因故未能完成遴選任務時，應立即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重新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繼續辦理校長遴選工作。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本於權責，於遴選時，落實校長任用條件規定。若遴
選後遇有任用資格條件爭議時，原遴選委員會得召開會議，並向校
務會議報告。
第十三條 本辦法作業要點由本會訂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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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8 年 4 月 30 日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第
修正第 1 條、第 2 條、第 3 條第 1 項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修正第
99 年 1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
修正
第 3 條 、第 7 條
99 年 1 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第
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第 7 條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修正第
99 年 2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
修正
第 3 條至第 19 條

修 正 名

B

A

B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說

明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織及運作辦法

修 正 條

A

稱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
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事宜，依 簡 稱 本 校 ) 為 辦 理 校 長 遴 選 事
大學法第九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 宜，依大學法第六條暨本校組織
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規程第四十七條之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於校長任期屆滿十 第二條
本校於校長任期屆滿
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 九個月前或校長因故出缺時一個
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
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 第三條
本會委員共十七人，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由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教師代表
一、學校代表九人：含教師代 三人，理學院與生物科技學院教
表七人、行政人員代表一 師代表二人，工學院二人，管理
人及學生代表一人。
學院二人，人文社會學院與客家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文化學院二人，其他單位教師代
九人。
表二人，行政人員代表一人，校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友代表一人及社會人士代表二人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代表產 組成之。教師代表及行政人員代
生方式如下：
表由各單位選舉產生之，校友代
(※1)一、學校代表：
表及社會人士代表，由前述代表
1)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推選產生之。
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 前項所產生之遴選委員如為校長
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代 候 選 人 或 因 故 不 能 參 與 遴 選 工
表候選人一人，再由校務 作，經本會決議後即喪失遴選委
會議代表選出得票數最 員資格，其遺缺依前項規定名額
高之七位。
依序遞補。
(二)行政人員代表：由編
制內職員(含助教，不含
約用人員)推選代表一人
及候補代表一人，提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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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
程，修正本辦法訂定之
依據。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
三條修正。

1.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三條修正。
2. 修 正 委 員 之 身 分 類
別、人數及產生方
式。
3.第二項各款均以兩案
並陳方式【以(1)及
(2)表示】送校務會
議討論。
4.第三項明列各學院及
相關教學單位，及其
推薦候選人方式。
5.第四項說明投票方式
及候補委員產生方
式。

務會議同意。選務事宜由
人事室辦理。
(三)學生代表：由學生聯
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代
表一人及候補代表一
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
(一)由校友會推薦校友人
選二人、候補一人，提請
校務會議同意。
(二)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
單位各推薦社會公正人
士候選人一人，再由校務
會議選出七位票數最高
教師代表所屬學院外之
單位所推薦之四人，另三
人由完成票選後之得票
最高三位當選。
(※2)一、學校代表：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
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代
表候選人一至二人，再由
校務會議代表選出得票
數最高之七位。各學院及
相關教學單位至多選出
一人。
(二)行政人員代表：由編
制內職員(含助教，不含
約用人員)推選三名候選
人，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一
人。選務事宜由人事室辦
理。
(三)學生代表：由學生聯
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三
名候選人，提請校務會議
選出一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
(一)由校友會推薦四名校
友候選人，提請校務會議
選出二人。
(二)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
單位各推薦社會公正人士
候選人一人，再由校務會
議選出七位票數最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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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所屬學院外之單位所
推薦之四人，另三人由完
成票選後之得票最高三位
當選。
前項所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
單位係指：電機學院、資訊學院、
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生物科技學院、客家文
化學院、光電學院、通識教育委員
會、其他單位(含體育室、教務處、
學務處、圖書館、電子與資訊研究
中心、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其推
薦候選人方式，各學院及通識教育
委員會由院級會議訂定之，其他單
位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合推薦之。
第二項中票選各類代表方式
採無記名單記法。各類代表依選舉
得票數高低依序決定候補人選。

B

B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

1.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確認後，解
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委員喪失資格情形，修
正於本條，並依國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第六條，增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
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

定該項條文以外之委員
限制資格。

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
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
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
，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
別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

1.本條新增。

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2.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
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第三條，增定遴委
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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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
育部聘任。

A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
事項。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
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第六條
遴委會相關事務由本校 第四條
本會委員之選舉作業
秘書室辦理，並於委員產生後二十 由本校秘書室辦理，並於完成委
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遴委會由委 員選舉後兩週內召開第一次委員
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並 會 議 ， 由 委 員 互 選 一 人 為 召 集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
人，並擔任會議主席。
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B

B

B

第七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任用資格，且
未有任用限制之情事外，並應具備
下列條件:
一、具前瞻性、現代化之教育
理念及卓越之行政與領
導能力。
二、具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
望。
三 、 若被選聘為校長，擔任校
長職務期間，不得兼任黨
職及非學術性之政府職
務。

第五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任用資格，
且未有任用限制之情事外，並應
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前瞻性、現代化之教育
理念及卓越之行政與領
導能力。
(二)具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
望。
(三)若被選聘為校長，擔任校
長職務期間，須具中華民
國國籍，如同時具有其他
國籍者，依國籍法第 20
條相關規定辦理，且不得
兼任黨職及非學術性之
政府職務。
第六條
校長候選人公開徵
求，以下列方式接受推薦:
(一)國內外教授、副教授或
正、副研究員一人推
薦，二人至四人連署。
(二)學術團體或本校校友會
推薦。
(三)遴選委員推薦。
推薦人或團體必須徵得被推
薦人之同意。

1.修正條次。
2.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
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修正
文字。
1. 修正條次、款次。
2. 大學法第 8 條第二項
規定：「校長之資格，
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並得由外國人擔任
之，不受國籍法、私
立學校法及就業服務
法有關國籍法及就業
規定之限制」依該規
定修正第三款文字。

1.修正條次、款次及文
第八條
遴委會成立後，應即公
開徵求校長人選，依下列方式接受
字。
推薦：
2.校長人選推薦方式及
一、國內外教授、副教授或
連署推薦人數，提請
正、副研究員一人推薦，
校務會議討論。
二人至四人連署。
二、學術團體或本校校友會推
薦。
三、遴選委員推薦。
推薦人或團體必須徵得被推
薦人之同意。
第九條
( ※ 1)遴選作業分下列
第七條
遴選作業分下列三個 1.修正條次、款次及文
1)
階段辦理:
三階段辦理: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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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一、第一階段：遴委會舉辦由
(一)第一階段：遴選委員會舉 2. 有 關 遴 選 之 作 業 方
全校教師、學生、行政
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
式，台大及清大之作
法分述如下：
人員參加之座談會，遴
政人員參加之座談會，遴
選委員聽取有關學校發
選委員 聽取有 關學 校 發
(1)清華大學：由到校
展、理想校長人選等意
展、理想校長人選等意見
服務滿一年以上
見後，就推薦人選中選
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
之單位編制內專
出若干人為校長候選
干人為校長候選人。
任教師對每一位
人。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將第
校長候選人分別
二、第二階段：遴委會將第一
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
行使不記名投
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
資料公布，分送到校服務滿
票。
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上列
(2)台灣大學：由遴選
資料公布，由到校服務滿
一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
委員聽取有關學
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
校發展、理想校
專任教師對每一位校長
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得投
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
長人選等意見
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
後，就推薦人選
之同意票為通過。每一候選
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
中選出若干人為
一(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
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
校長候選人，選
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過。每一候選人選票之統
出一人，報請教
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就
育部核定。
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
時即中止。
中，本獨立自主之精神， 3. 參 考 台 大 及 清 大 作
三、第三階段：遴委會就第二
經審查、討論後，選二至
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
法，研擬兩案供討論
獨立自主之精神，經審
三人，按其姓氏筆劃順
【 以 (1) 及 (2) 表
查、討論後，選出一人，
序，連同其個人詳細資料
示】。
及書面意見，由學校報請
報請教育部核定。
( ※ 2) 遴委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
教育部擇聘之。
生、行政人員參加之座談會，遴選
委員聽取有關學校發展、理想校長
人選等意見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
若干人為校長候選人；本獨立自主
之精神，經審查、討論後，選出一
人，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十條
遴委會召集人為對外 第八條
遴選委員會召集人為 修正條次及文字。
唯一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對外發 對外唯一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
言，遴選作業應予保密。
對外發言，遴選作業應予保密。
第十一條
( ※ 1) 遴委會開會時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不 1.修正條次及文字。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 得委託他人代理，須全體委員四 2.以兩案並陳方式【以
2.
理，須全體委員四分之三出席始得 分之三出席始得開議。第三階段
(1)及(2)表示】送校務
開議。依第九條由校長候選人遴選
推薦人選之決議，須獲得出席委
會議討論。
出一人之決議，須獲得出席委員三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方式(1)：依現行條文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之遴委會開會出席及
(※2)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議決人數。
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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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方式(2)：依國立大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第四條第
三項，修正遴委會開
會出席及議決人數。

B

B
A

第十二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
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
料。

本條新增。依國立大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五條辦理。

第十三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
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
出席費，並視需要酌支交通費。

本條新增。依國立大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八條辦理。

第十四條
遴委會於遴選工作 第十條
遴選委員會於遴選工
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人事室 作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人
妥善保存至該校長離職日止。保管 事 室 妥 善 保 存 至 該 校 長 離 職 日

修正條次及文字。

期間非經遴委會委員五分之四以 止。保管期間非經原遴選委員會
上簽名同意，不得公開。但法令另 委員五分之四以上簽名同意，不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得公開。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A

第十五條
遴委會因故未能完 第十一條
遴選委員會因故未
成遴選任務時，應立即請求召開臨 能完成遴選任務時，應立即請求
時校務會議，重新組成校長遴選委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重新組成校

修正條次及文字。

員會，依本辦法繼續辦理校長遴選 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繼續辦
工作。
理校長遴選工作。

A

第十六條

遴 委 會 應 本 於 權 第十二條

責，於遴選時，落實校長任用條件
規定。若遴選後遇有任用資格條件
爭議時，原遴委會得召開會議，並
向校務會議報告。

遴選委員會應本於

修正條次及文字。

權責，於遴選時，落實校長任用
條件規定。若遴選後遇有任用資
格條件爭議時，原遴選委員會得
召開會議，並向校務會議報告。

第十七條 遴委會應於新任校長
就職後自動解散。

本條新增。增訂遴委會

A

第十八條
本辦法作業要點由 第十三條
本辦法作業要點由
遴委會訂定。
本會訂定。

修正條次及文字。

A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條次及文字。依大
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

B

任務完成後自動解散之
規定。

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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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規定，本辦法依教
育部『國立大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訂定，無需報部核定。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
織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
98 年 4 月 30 日 97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第
修正第 1 條、第 2 條、第 3 條第 1 項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修正第
99 年 1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
修正
第 3 條 、第 7 條
99 年 1 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第
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第 7 條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
修正第
99 年 2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
修正
第 3 條至第 19 條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條暨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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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
稱遴委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學校代表九人：含教師代表七人、行政人員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一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代表產生方式如下：

(※
(※1)一、學校代表：
1)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代表候
選人一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得票數最高之七位。
(二)行政人員代表：由編制內職員(含助教，不含約用人員)推選代表一人及
候補代表一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選務事宜由人事室辦理。
(三)學生代表：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代表一人及候補代表一人，提
請校務會議同意。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由校友會推薦校友人選二人、候補一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二)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一人，再由校務會議
選出七位票數最高教師代表所屬學院外之單位所推薦之四人，另三人由完
成票選後之得票最高三位當選。
(※
(※2)一、學校代表：
2)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代表候
選人一至二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得票數最高之七位。各學院及相關
教學單位至多選出一人。
(二)行政人員代表：由編制內職員(含助教，不含約用人員)推選三名候選人，
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一人。選務事宜由人事室辦理。
(三)學生代表：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薦三名候選人，提請校務會議選
出一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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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校友會推薦四名校友候選人，提請校務會議選出二人。
(二)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薦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一人，再由校務會
議選出七位票數最高教師代表所屬學院外之單位所推薦之四人，另三人
由完成票選後之得票最高三位當選。
前項所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係指：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生物科技學院、客家文化學院、光電學院、通識教育
委員會、其他單位(含體育室、教務處、學務處、圖書館、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其推薦候選人方式，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由院級會議訂
定之，其他單位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合推薦之。
第二項中票選各類代表方式採無記名單記法。各類代表依選舉得票數高低依序決
定候補人選。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
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
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第六條

遴委會相關事務由本校秘書室辦理，並於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遴委會由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七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任用資格，且未有任用限制之情事外，
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前瞻性、現代化之教育理念及卓越之行政與領導能力。
二、具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望。
三、若被選聘為校長，擔任校長職務期間，不得兼任黨職及非學術性之政府職務。

第八條

遴委會成立後，應即公開徵求校長人選，依下列方式接受推薦：
一、國內外教授、副教授或正、副研究員一人推薦，二人至四人連署。
29

二、學術團體或本校校友會推薦。
三、遴選委員推薦。
推薦人或團體必須徵得被推薦人之同意。
第九條 (※1)遴選作業分下列三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遴委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參加之座談會，遴選委
員聽取有關學校發展、理想校長人選等意見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干人為
校長候選人。
二、第二階段：遴委會將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布，由到校服務滿一
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得
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每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
通過或不通過時即中止。
三、第三階段：遴委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獨立自主之精神，經審查、
討論後，選出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定。
(※2)遴委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參加之座談會，遴選委員聽取有關學
校發展、理想校長人選等意見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干人為校長候選人；本
獨立自主之精神，經審查、討論後，選出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十條

遴委會召集人為對外唯一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對外發言，遴選作業應予保密。

第十一條 (※1)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須全體委員四分之三出
席始得開議。依第九條由校長候選人遴選出一人之決議，須獲得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2)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二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十三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要酌支交
通費。

第十四條

遴委會於遴選工作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人事室妥善保存至該校長離職日
止。保管期間非經遴委會委員五分之四以上簽名同意，不得公開。但法令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遴委會因故未能完成遴選任務時，應立即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重新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繼續辦理校長遴選工作。

第十六條

遴委會應本於權責，於遴選時，落實校長任用條件規定。若遴選後遇有任用資
格條件爭議時，原遴委會得召開會議，並向校務會議報告。

第十七條

遴委會應於新任校長就職後自動解散。

第十八條

本辦法作業要點由遴委會訂定。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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