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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綜合二館八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劉炯朗校長                             紀錄：趙淑華
出席：應出席人數 135 位（詳見會議簽名單）

壹、主席報告：
一、 確認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無異議通過。
二、 校務發展報告：

1.本校與陽明大學合併消息之過程說明。
2.科技管理學院預計下學年起開始招生。
3.教育部與國科會之追求卓越計畫，本校有多項計畫獲准通過。
4.系所評鑑已由統計所首次展開，將持續至明年四月份為止。

貳、 各委員會報告：
一、 校務監督委員會：謝召集人小芩

1.建議總務處應將「停車收費」及「教職員眷舍管理費」之收支上網公告，以昭公信。
2.與陽明大學洽談合併事宜請校方尊重程序，以公開方式進行。

二、 仲裁委員會：蔣召集人亨進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有關學術與行政主管之排除條款
是否適用於副主管？（秘書室提）
仲裁委員會解釋：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所稱之「學術
與行政主管」涵蓋依「國立清華大學設置副主管辦法」所產生之副主管。依組織
規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之排除條款，副主管不得擔任校務監督委
員會、仲裁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三委員會委員。其立法精神及意旨在於
使此三委員會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保持其超然之立場，若允許主管之幕僚擔此
三委員會之委員，則顯然與組織規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之立法精
神及意旨有所違背。

參、 各單位業務報告：(略，請參閱書面報告。)

肆、 提案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治處理實施辦法」（校務發展委員會提）。

     說明: (1) 88學年度第二次 (88.12.7)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2）修改「辦法」之第五、六、十、十一及十四條。

       結論：無異議通過。（詳如附件一）

二、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定: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校務發展委員會提）。
     說明: 88學年度第二次 (88.12.7)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結論：無異議通過。（詳如附件二）

三、國立清華大學各單位、建築、設施之（更）命名原則及審議規定再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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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委員會提）。
     說明:88 學年度第二次 (88.12.7)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結論：條文略做修改後通過。（詳如附件三）

四、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之審定（校務發展委員會提）。
     說明:88 學年度第二次 (88.12.7)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結論：條文略做修改後通過。（詳如附件四）

   五、請校方擬定「校內公共安全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交付下次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提案人:梅廣教授）

       說明: 梅廣教授說明。
希望藉此辦法讓執行公務人員提高警覺，以期減少不必要之傷害。

       建議:由總務處會同本校法律顧問或參考國內外相關案例，研訂一套傷害事
故處理辦法，以確定每次事故發生的責任歸屬，保障個人權益。

       結論：委由副校長進行成立「校園公共安全傷害事故處理辦法」擬訂小組，
討論研擬相關辦法，並儘速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註：擬訂小組委員為蔣亨進教授、梅廣教授、施純寬教授、葉銘泉
學務長、王明揚總務長及學生代表一人，並由蔣亨進教授擔任召集人。）

六、本所目前所參與之災後重建工作已有初步基礎，為求有效的長期工作計劃，提
議將本參與重建案列為本校認可之社團服務工作。（社會學研究所王俊秀教授提）

       說明：王俊秀教授簡報（詳如議程所示）
       討論：成立「工作小組」以推動相關事宜。（工作小組成員包含社會所、人類所、

歷史所、彭明輝教授、學務處或課指組、學生代表等，並由王俊秀教授擔任
召集人；另關於工作小組正式名稱則請王召集人再行斟酌。）

結論：無異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3

各單位主管報告事項附件

陳副校長信雄：

1. 特二號道路興建工程，原則上市府將採 3A 規劃案。在清華與交大兩校之

間將採路堤方式，而穿越本校校園及光明新村部份將採地下化，對清華校

園應不致造成影響。

2. 校長交付針對與陽明大學合併乙案組成小組，經致函瞭解各院系所意見

後，由回收資料顯示多半持正面肯定態度，並表示兩校互補性強，應可繼

續探討合併相關事宜。

王總務長：

本學期以來校內竊案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失竊物品以電腦及周邊設備、現金

為主，研判多為內賊所為。請同仁及同學提高警覺，注意門窗安全，以防失

竊。也請各單位主管指派專人負責門禁監控系統，監控錄影帶請保留一個月

備查。

王主任秘書：

1. 日後校務會議紀錄（稿）希望於會後一周左右送出，各委員收到紀錄後如

有修正意見也請於一周內向秘書室提出修正意見。

2. 另，各主管業務報告之內容如需列入會議紀錄，請於會後二日內送交秘書

室彙整列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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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治與處理實施辦法
八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86.6.24

八十六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通過 87.6.9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第二次修訂通過 88.12.21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為預防及處理性別歧視、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特訂定『性別

歧視及性侵犯防治與處理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目的在推動本校教師及員工生建立正確的兩性平權觀念，並就性別歧

視、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之相關問題，採取預防及處理措施，以提供一個免
於恐懼威脅的教育環境。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性別歧視、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是指以不正當性意涵、性引誘
之口語、文字或身體行為而造成他人心理、身體或其他權益受傷害之行為。

第二章、組織及職權
第四條 為處理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之申訴案件，特設置『性別歧視

及性侵犯防治與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直屬校長。
第五條 本小組由諮商中心主任、教師代表四名及職技工代表、研究生代表、大學部學生

代表各一名組成之，女性委員名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本小組之召集人由成員自
教師代表中推選產生之。

第六條 本小組教師成員由各院、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推男女代表候選人
各乙名，職技工代表由職技工互選男女各乙名，請校長就其中遴聘之；學生代表
由學生自治組織產生之。教師代表及職技工代表任期兩年，學生代表任期一年。

第七條 本小組可視個案需要延聘校外相關專業領域人員為諮詢顧問。
第八條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

一、教育及宣導：宣導兩性平權觀念，並推動防範性別歧視、性騷擾和性侵犯行
為之教育活動。

二、主動調查、公告防範：本小組應主動調查危害校園公共安全之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若確有其事應立即公告防範，並督促相關單位積極查詢。

三、調查、輔導及醫療：本小組在權限範圍內得對申訴者和被控者進行約談及適
度調查，提供危機處理，並視需要轉介至專責機構進行心理輔導、醫療或法
律諮詢。

四、評估及檢討：本小組應定期評估及檢討各項工作。
第九條 行政配合措施：

一、本小組工作所需的辦公室、諮商室，由秘書室視實際情形調配之。
二、秘書室指定行政人員一名，承辦本小組之行政事務。
三、本校相關單位應提供協助。
四、設置申訴專線和專用信箱。
五、本校各單位若接獲相關報案，應立即與本小組聯絡。
六、學校應指定相關單位定期舉辦宣導及教育活動，製發相關手冊與資料。
七、本小組有關校園安全防護之建議，由校長交付相關單位執行或交付相關會議

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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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申訴與處理

第十條   遭受本辦法第三條行為之本校教師及員工生，以正式具名之書面資料或口頭方
式向本小組提出申訴。申訴者得要求不向被控者暴露身份。

第十一條 處理程序如下：
一、 本小組受理申訴後，應於七天內展開處理，原則上於一個月內提出調查報

告，但重大案件者得於二個月內提出報告。本小組得視個案，成立專案小
組。

二、 處理期間，當事人可以要求由輔佐人一至二人陪同接受調查。申訴人得委
託代理人接受調查，但必要時本小組得要求申訴人接受調查。本小組亦得
邀請專業人員參與調查工作。

三、 申訴者如因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緩調查，本小組得視情況決定之。
四、 調查期間當事人應對進行調查中事件負保密責任，否則本小組得終止該事

件之調查。
五、 調查結束後，本小組應就調查過程及處置建議，向校長提出報告。校長應

根據報告或本小組協商達成共識後，作成裁量告知當事人，並交付相關單
位處理。

六、 學校教職員工生確涉性騷擾或性侵犯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
第十二條 申訴事項如涉及本小組成員本身，或有其他事由可能妨礙調查之公正者，該成

員應自行迴避，當事人亦得聲請其迴避。前項迴避與否，由本小組決定之。
第十三條 本小組若證實申訴案係屬誣陷，應向校長提出處置建議。
第十四條 本小組成員及參與處理過程之相關人員，對申訴之個案內容應盡絕對保密之義

務。如需對外說明，由本小組召集人為發言人。

第四章、調解及仲裁

第十五條 對於情節輕微或證據力不足之案件，本小組得斟酌情形，進行調解。
前項調解應徵詢雙方當事人之意願，以其共同接受之方式，作成解決事件之方案。
事件經調解成功者，應作成調解書，並應經雙方當事人簽字。調解不成者，本小組
仍應作成處置建議。

第十六條 當事人對裁量結果若有不服，得向校長提出異議，或逕向相關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五章、經費

第十七條 有關實施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之。

第六章、附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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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清華大學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訂

八十八學年第二次（88.12.21）校務會議通過

（原條文）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有關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成效之評鑑，並審查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 解聘等事項。
審查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級，分別由各教學單位、院及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之。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 …

第二十條 本大學研究人員研究及服務成效之評鑑，研究人員聘  任、聘期、升等、
停聘、解聘等事項之審查，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
究所所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及學生代表組成學務長為主席，
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上之重要事項，並審議學生重大獎懲事項。

（修訂條文）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有關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成

效之評鑑，並審查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
遣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事項。
審查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級，分別由各教學單位、院及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之。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 …

第二十條    本大學研究人員研究及服務成效之評鑑，研究人員聘任、聘期、升 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事項之審查，
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教學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軍訓室主任及學生代表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上之
重要事項，並審議學生重大獎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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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清華大學
各單位、建築、設施之命(更)名原則及審議規定

87 學年度第二次(87.12.22)校務會議通過
88 學年度第二次(88.12.21)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清華大學各單位、建築、設施之命(更)名，均須經以下會議之審議同意：

1. 列入組織規程（含附錄）之單位名稱，由校務會議審議。

2. 未列入組織規程之單位名稱，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送校 務會議核備。

3. 建築物及不附屬特定建築物之公共場所、設施，其名稱由行政會議審議。

4. 建築物內部或其附屬空間、設施之名稱，由使用單位審議通過後，依行政

程序簽報校長核定。

二、捐贈本校指定用途之捐款，符合下列條件者，該單位、建築或設施可由捐款

者命名，亦可由學校主動提出命名：

1. 其金額或對一單位之開辦、發展或經常運作有重大助益者，

2. 對一建築、設施之興建、改善或經常維護有重大助益者。

命名之審議依第一條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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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88 學年度第二次(88.12.21)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表揚本校校友之傑出成就或貢獻，以激勵後進，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本校校友，具下列資格之一，且非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研究人員或職

技人員者，得為傑出校友候選人：

    1.在專業或事業上有傑出之成就者。

    2.對社會有特殊貢獻者。

    3.對本校建設或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三、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由副校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聘請

校友代表及校內外委員若干人共同組成，副校長為召集人。

四、傑出校友候選人由遴選委員或各學院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提名，經遴選委

員會評議通過後為本校傑出校友。

傑出校友候選人名單在提名及評議過程中皆不對外公開。

五、傑出校友由校長頒給傑出校友證書，並於校慶活動時表揚。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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