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11月 8日(星期二) 下午 2：00正 

地點：第 2綜合大樓 8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徐遐生校長 

出(列)席：全體校務會議代表，應出席人數 154位 

 
壹、 主席報告： 

ㄧ、校務年度報告(請參閱書面資料，或請上網  

     http://mx.nthu.edu.tw/%7Esecwww/secretary/index.html) 

二、針對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審查結果，本校已發出公開聲明，教育

部並已進一步說明回應。 

 

貳、各委員報告： 

一、 校務發展委員會：葉銘泉主秘報告(詳見 94.10.25 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                      

紀錄)。 

二、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金重勳教授報告 

1、 11月 3日本人監督下屆校長同意投票開票作業，過程合乎校內規範。 

2、 有教授檢舉通識中心行政失當，經調查結果，無行政上嚴重疏失；相

關會議紀錄公布於秘書室網站。 

3、 校務基金校長控存金額約 2.5億。 

4、 台積館等工程進度落後甚多，應督促廠商加緊趕工。 

三、 仲裁委員會：無。 

 

參、各單位業務報告： 

ㄧ、陳信雄副校長報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長遴選之委員，將留任至新    

校長到任後重新遴選。 

二、洪勝富副研發長報告：「第八屆新進人員研究獎」由工工系瞿志行助理

教授、原科所吳劍侯副教授、物理系張存續助理教授、資工系黃泰一助

理教授獲得。 

三、林士傑學務長報告：學務會議擬增設學生獎懲委員會，由具有法律專業

素養人士、行政業務主管人員及師生代表組成，議決學生重大獎懲事件，

提昇學務會議的功能。 

四、林士傑學務長報告：修訂學生獎懲辦法第二條、第七條第八款、第八條 
    第四款、第九條第五款、第十四條第一、二款、增訂第八條第二十一款 
及第九條第九款。（詳如參考資料一） 
 

        (其餘報告請參閱校務年度報告及書面資料) 

 

肆、選舉 94學年度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及議事小組新任委(成)員： 

http://mx.nthu.edu.tw/~secwww/secretary/index.html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30位。 

當然委員：校長、2位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理學

院院長、工學院院長、原子科學院院長、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生命科學院院長、電機資訊學院院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計 15位。 

續任委員：葉銘泉、開執中、吳泰伯，計 3位。 

新改選人數：計 12位。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7位。 

續任委員：蔡春鴻、王小川、吳鑄陶、金重勳，計 4位。 

新改選人數：計 3位。 

仲裁委員會委員：7位。 

續任委員：施純寬、阮約翰、張  翔、黎耀基、曾晴賢、曹逢甫，計 6

位。 

新改選人數：計 1位。 

議事小組成員：7位。 

    當然委員：主任秘書。 

    續任委員：朱國瑞、吳誠文，計 2位。 

    新改選人數：計 4位。 

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9位 

    當然委員：總務長。 

    續任委員：李雄略、方聖平，計 2位。 

    新改選人數：計 4位。 

學生委員：2位。 

 

   選舉結果：開票作業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人金重勳教授及葉銘泉主任

秘書負責。各委員會之委員已順利選出，惟有部份代表同時被選為不同

委員會之委員，依規定有部份委員會之委員不得重覆，因此需待金重勳

教授徵詢各當選人意願後才可定案，名單確定後再上網公佈。 

 

伍、核備案： 

一、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附件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議：無異議同意核備。 

 

陸、提案討論事項： 

一、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各教學單位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原則」部分

條文修正。【附件二】 

說明：本項修正業經 94年 5月 26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通過(同意 80票，不同意 0票)。 

      即：新增九、教師不服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對其個人權益

審議結果之申覆事項，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 

 

二、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附件三】 

說明：本項修正業經 94年 5月 26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通過(同意 84票，不同意 0票)。 

      即：新增第五條 四、關於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不服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對其個人權益審議結果之申覆事項。 

 

三、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附件四】 

說明：本項修正業經 94年 6月 16日 93學年度第 4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1、通過(同意 75票，不同意 1票)第六條條文修正案(原第十二條

改為第十三條)。 

         即：第六條  各系、所各級教師提名升等人數之上限為該系、

所該級（升等以前）教師人數之五分之一（餘數進一）。

但助理教授及講師升等名額，不在此限。 

      2、通過(同意 83票，不同意 0票)第十二條條文修正案。 

                即：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系（所）教評會之決定，得依各學

院有關規定提出申覆。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學院申覆之

決定者，應於知悉該決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校

教評會召集人申覆，召集人接獲申覆案應成立審查小組

進行審理，審理結果並以書面函復申覆人。申請升等教

師如仍不服申覆之決定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院教評會之決定，應於知悉該決定

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校教評會召集人申覆，召集

人接獲申覆案應成立審查小組進行審理，審理結果並以

書面函復申覆人。申請升等教師如仍不服申覆決定者，

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校教評會之決定，得向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覆以一次為限。 

    



四、 案由：訂定「國立清華大學聘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草案)。 

說明：本項修正業經 94年 5月 26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通過(同意 55票，不同意 0票)修訂如【附件五】。 

 

五、 案由：請校方徹底檢討並改進目前與國際化相關的各項措施。 

說明：目前本校有關國際化政策之實行分散在不同單位，宛如多頭馬車，

成效不彰，亟需改進。 

建議：請學校籌設一專門單位處理與國際化相關的各項問題（包括學校

英文網站管理、對外文宣、招收外籍學生等）。 

提案人：外語系郭賽華主任 

決議：無異議通過；請校方積極辦理。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參考資料一 

 

 

 

 

修訂學生獎懲辦法第二條、第七條第八款、第八條第四款、第九條
第五款、第十四條第一、二款、增訂第八條第二十一款及第九條第

九款。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94.10.05 台訓(二)字第 0940131547 號書函，請各校審視學

生現行校規，對於不合宜之規定於 2 月內修訂，對於學生懲處事項，函

示重點為懲處學生前須給予陳述理由與申辯機會，並提供輔助措施，懲

處決定後則須有相關救濟措施，經審視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擬修訂第二條

增加學生消過實施要點法源、第十四條第一款增加學生犯過事實經學生

獎懲委員會裁定後，獎懲委員會本教育理念，得要求犯過學生實施強制

諮商輔導或修習相關教育課程。 

(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94002申請調查案調查報告，建議配合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２條第３及第４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２條第１項及性騷

擾防治法第２條之規定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七條第八款、第八條第四

款、第九條第五款有關猥褻、性騷擾、性侵害、強制性交等名詞定義及

懲處層次及類別區分。 

(三)依據本校性別平等及工作實施辦法第三章第十五條規定本校調查處理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及檢舉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

量者外，應予保密，擬增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惟有關違

反性別平等相關案件，為顧及學生尊嚴避免重複詢問，得由調查單位代

為說明。 

(四)依據教育部 94.08.10 台高通字第 0940100985 函辦理。為杜絕各大學在學

學生參與校外升學考試舞弊情事，特訂定此類情事之懲處規則，俾警惕

在學學生勿參與校外升學舞弊，擬增訂第八條第二十一款及第九條第九

款參與校外升學考試發生舞弊情事者之處罰。 

(五)本修訂案業經 94 年 10 月 12 日 9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會議及 94



年 10 月 25 日提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修訂條文對照及說明：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學生之獎勵分
為：嘉獎、小功、大功等
三種；學生之懲罰分為：
申誡、小過、大過、定期
察看、退學等五種。 

第二條  學生之獎勵分
為：嘉獎、小功、大功等
三種；學生之懲罰分為：
申誡、小過、大過、定期
察看、退學等五種。但學
生初犯本辦法之規定而未
達記大過之處分者，得依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消過
實施要點」消過，「國立
清華大學學生消過實施要
點」由學務會議另訂之。 

依據教育部 94.10.05台訓
(二)字第 0940131547號書
函辦理（懲處決定後則須
有相關救濟措施） 

第十四條  學生獎懲處
理程序： 
1、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有關
人員書面通知學務處，由
學務處會同該生之導師及
該系所主管查明簽辦，必
要時得請諮商中心老師協
助處理。 

第十四條  學生獎懲處
理程序： 
1、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有關
人員書面通知學務處，由
學務處會同該生之導師及
該系所主管查明簽辦，學
生犯過事實經學務會議裁
定後，學務會議本教育理
念，得要求犯過學生實施
強制諮商輔導或修習相關
教育課程。 

依據教育部 94.10.05台訓
(二)字第 0940131547號書
函辦理（以達到積極正
向、協助、教育）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記申誡或小
過處分： 
８、有猥褻、公然暴露或

其他妨害風化行為，
情節較輕者。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記申誡或小
過處分： 
８、有猥褻、性騷擾或其

他妨害風化行為，情
節較輕者。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２
條第３及第４項、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２條第１項
及性騷擾防治法第２條之
規定修正。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記大過、定期
察看處分： 
４、有妨害風化行為，情

節嚴重者。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記大過、定期
察看處分： 
４、有猥褻、性騷擾、性

侵害或其他妨害風化
行為，情節嚴重者。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２
條第３及第４項、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２條第１項
及性騷擾防治法第２條之
規定修正。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退學處分： 
５、嚴重傷人、強暴或以

暴力破壞學校安全
者。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退學處分：   
５、嚴重傷人、強制性交或

以暴力破壞學校安全
者。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２
條第３及第４項、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２條第１項
及性騷擾防治法第２條之
規定修正。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記大過、定期
察看處分： 
 

增列： 
21、參與校外升學考試發
生舞弊情事者。 

依據教育部 94.08.10 台高
通字第 0940100985 函辦
理。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退學處分： 

增列： 
９、參與校外升學考試發
生舞弊情事者。 

依據教育部 94.08.10 台高
通字第 0940100985 函辦
理。 

第十四條  學生獎懲處
理程序： 
2、嘉獎、小功、申誡、小
過由學務長核定，大功以
上陳校長核定；學生受大
過以上之處分，須經學務
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
開會時得通知該生及相關
人員列席說明。 

第十四條  學生獎懲處
理程序： 
2、嘉獎、小功、申誡、小
過由學務長核定，大功以
上陳校長核定；學生受大
過以上之處分，須經學務
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
開會時應通知該生及相關
人員列席說明，惟有關違
反性別平等相關案件，為
顧及學生尊嚴避免重複詢
問，得由調查單位代為說
明。 

依據本校性別平等及工作
實施辦法第三章第十五條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 

                                                    94年 11月 8日  94學年度第 1 次 校務會議核備 

 

一、本要點依本校 93學年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訂定。 

二、本校校務會議由秘書室負責錄音，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七日內於本校網

頁公布。 

三、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不公布其發言錄音於網頁者，其發言不予

公布。 

四、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未聲明，但事後要求不公布其發言錄音者，經議

事小組同意後不予公布。 

五、校務會議紀錄(文字檔)經確認公布於網頁後，錄音檔自網頁移除，轉由

檔案室及校史館以光碟或其他方式保存，供校內單位需要時調用及校史

資料之保存。 

六、校務會議之正式紀錄，以校務會議確認後之文字檔為準。 

七、自 94學年度起，校務會議之錄音電子檔公布於本校網頁。 

八、本要點經議事小組通過，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各教學單位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原則 
 
                94年11月8日94學年度第1次 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原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訂定。 

二、各系、所、室及教學中心 (以下簡稱各教學單位) 及院(或共同教育委員會，

以下同)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分為推選委員及當然委員。推選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 

三、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由教授擔任之。推選委員之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 

四、院長(或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下同)為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當然委員兼

召集人。其他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之人數及其產生方式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

成細則規定，該組成細則由各院院務會議 (或共同教育委員會議) 擬訂，送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五、各教學單位之主管為該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以由教授擔

任為原則。但教授人數較少之單位，除本單位教授外，亦得推選其他單位教授、

具教授資格之研究員及（或）本單位副教授若干人，經所屬院長同意後聘為推

選委員。 

六、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審查聘任資格和升等時，職級低於被審查職級 

(升等審查以升等後之職級為準) 之委員不得參與審查。 

七、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評審，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且

人數達五人（含）以上之出席。 

八、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由各系、所、室、中心會議擬訂，經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九、教師不服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對其個人權益審議結果之申覆事項，由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 

十、本原則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 

94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第五條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設置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共同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學院院長、各學院所推選具有教授資格之代表男

女各一人、校長圈選共同教育委員會及研究人員所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

表各一人組成，副校長為主席；如未置副校長時，由教務長為主席。 

共同教育委員會及研究人員代表，應由該二類人員先推選代表男女各一

人，再由校長視當然委員及學院推選委員性別人數後圈選之。 

第三條 推選委員之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關於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聘期審查事項。 

 二、關於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升等晉級審查事項。 

三、關於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停聘、解聘之審查事項。 

四、關於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不服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對其個

人權益審議結果之申覆事項。 

 五、其他與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權利義務相關之重要事項。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 94年 11月 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參照教育法例及本校組織規程訂定之，凡本校教師升等之提名，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講師擬升助理教授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或得碩士學位後從事與所任教學科有關之專門

職業四年以上，或具有博士學位。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優良，有研究成果發表，其水準相當於博士論文。 

第 三 條 助理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或得博士學位後從事與所任教學科有關之

專門職業四年以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相當價值之研究成果發表。 

第 四 條 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或得博士學位後從事與所任教學科有關之專

門職業八年以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優良，研究成績優異，有重要之學術成就。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提名之審查程序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初審由各教學單位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別辦理，複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決審由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之。初審審查細則由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擬

訂，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複審審查細則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第 六 條  各系、所各級教師提名升等人數之上限為該系、所該級（升等以前）教

師人數之五分之一（餘數進一）。但助理教授及講師升等名額，不在此

限。 

第 七 條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升等採不記名投票，得同意票三分之二

(含)以上者，始得提名至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第 八 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升等採不記名投票，得同意票二分之一

(含) 以上者為通過。 



第 九 條  教師極端傑出者，其升等之年資不受前第二條至第四條之限制。 

 引用本條文升等者，於各級審查之不記名投票中均須獲四分之三（含）

以上同意票始能升等。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提名經初審、複審通過後，於每年五月底前提出，俟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審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報部核備期間依規定應仍以原

職任教及支領原職級薪資，俟發給證書後，再補發正式聘書及補發薪資

之差額。 

第十一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聘任並繼續任教

而未中斷之講師，任滿三年，其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合於第三條第（二）

款升副教授之規定者，得申請自講師逕升副教授。因在職進修獲得博士

學位，得申請自次學期起改聘為助理教授，或申請經升等程序逕升為副

教授。 

第十二條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系（所）教評會之決定，得依各學院有關規定提出

申覆。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學院申覆之決定者，應於知悉該決定之次日

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校教評會召集人申覆，召集人接獲申覆案應成立審

查小組進行審理，審理結果並以書面函復申覆人。申請升等教師如仍不

服申覆之決定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院教評會之決定，應於知悉該決定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以書面向校教評會召集人申覆，召集人接獲申覆案應成立審查小組進

行審理，審理結果並以書面函復申覆人。申請升等教師如仍不服申覆之

決定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校教評會之決定，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申覆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國立清華大學聘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 

94年 11月 8日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九條訂定

之。 

二、本校各教學單位因特殊需要，得簽請校長核准提聘專家，擔任特定任務之教學及專業相關之

工作。 

三、本校專家之聘任、聘期、資格審定、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與國際級大獎之界定

及年限之酌減等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四、本校聘任專家以兼任為原則。 

五、專家依其特殊專業成就、專業工作年資及績效審定職級及敘薪。其職級及薪資待遇，比照教

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講師級四級，但不送教育部辦理教師證書。 

六、各等級專家應具資格如下： 

（一）教授級專家：曾任副教授級專家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或曾從事與應聘

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二）副教授級專家：曾任助理教授級專家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或曾

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三）助理教授級專家：曾任講師級專家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或曾從

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四）講師級專家：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 

前項各款所稱年資係指專任年資，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七、專家之年資、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依專業領域之不同，由各教學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訂定細則，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八、提聘之專家如獲有國際級大獎，其應具資歷年限得予酌減，酌減年限由所屬單位提出，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九、各單位擬聘專家時，應檢附專業技術工作證明，及其曾從事與擬任教科目有關之具體事蹟或

特殊造詣或成就證明，提教學單位、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其中具體事蹟、特殊造詣

或成就之認定，應辦理外審。 

十、專家之兼課鐘點費，依同級教師支給標準給與。 

十一、兼任專家之聘任程序及聘期，比照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辦理，惟有關外審依本要點第

九點規定辦理。 

十二、兼任專家不辦理升等，以初聘方式審查。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定，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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