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10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八樓會議廳 

主    席：高為元校長                               紀錄：邱雪蘭 

出(列)席：應出席人數 111位，實際出席人數 91位(詳如名單)。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11年 5月 10日行政會議)：確認通過。 

參、 專題報告 

一、 違法/友善的一線之隔：通報義務與支持措施（報告人：性平會林文蘭副主委） 

二、 學術期刊、資料庫訂購評估程序調整－支援跨領域研究、因應資訊成本高漲時

代（報告人：圖書館林登松館長） 

三、 受贈業務程序說明（報告人：財務規劃室李敏主任） 

肆、 業務報告(略) 

伍、 討論事項 

一、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決議：第 7條刪除「送校長核定」字句後通過，餘照案通過。 

二、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生物安全運作管理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決議：無異議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4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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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11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出席名單 

應出席主管 111人（*為重複列記），實際出席 91人。 

行政單位主管-15人  理學院主管-6人 

高為元校長 戴念華副校長  理學院 牟中瑜院長 

呂平江副校長 簡禎富副校長  數學系 邱鴻麟主任 

巫勇賢教務長 詹鴻霖學務長（劉奕汶副教務

長代理） 
 

物理學系 張存續主任（請假） 

顏東勇總務長 邱博文研發長  化學系 江昀緯主任 

嚴大任全球長 王俊堯計通中心主任  統計學研究所 黃禮珊所長 

林登松圖書館館長 徐宗鴻主任  天文研究所 張存續所長* 

楊淑蘭主計室主任 謝傳崇師培中心主任  理學院學士班 鄭志豪主任 

蘇郁惠藝文總中心主

任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牟中瑜院長* 

   計算與建模科學研究所 葉麗琴所長 

原科院主管-6人  
量子科學暨尖端材料博

士學位學程 

張存續主任* 

原子科學院 江啓勲院長（柳克強副院長代

理） 
 

  

工程與系統科學 張廖貴術主任  人社院主管-10人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

系 

葉秩光主任（彭旭霞教授代

理） 
 

人文社會學院 李卓穎院長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

所 

陳紹文所長 
 

中國文學系  李貞慧主任 

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

所 

周秀專所長 
 

外國語文學系 蘇怡如主任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黃郁棻主任  歷史研究所 毛傳慧所長 

   語言學研究所 張月琴所長 

   人類學研究所 臧振華所長 

科管院主管-9人  社會學研究所 古明君所長 

科技管理學院 林哲群院長（廖肇寧教授代

理） 
 

哲學研究所 鄭喜恒所長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蔡怡純主任  台灣文學研究所 王鈺婷所長 

經濟學系 廖肇寧主任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

碩士學位班 

呂玫鍰主任（請假） 

科技管理研究所 張元杰所長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張嘉鳳主任 

科法所所長 蔡昌憲所長 
 

 

華文文學研究所 丁威仁所長（請假） 

服務科學研究所 許裴舫所長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李卓穎主任*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林勤富主任    
IMBA 謝英哲主任    

MBA 張元杰*、許裴舫*  電資院主管-8人 

EMBA 林世昌主任  電機資訊學院 徐碩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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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B 索樂晴主任（請假）  資訊工程學系 王廷基主任 

MPM 趙相科主任  電機工程學系 劉靖家主任 

   通訊工程研究所 黃元豪所長 

生科院主管-6人  電子工程研究所 盧向成所長 

生命科學院 高瑞和院長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邱瀞德所長 

生命科學系 汪宏達主任  光電工程研究所 楊尚達所長 

分子醫學研究所 高茂傑所長  資訊安全研究所 楊舜仁所長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

所 

林立元所長（請假）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韓永楷主任（王廷基

主任代理） 

生物科技研究所 周裕珽所長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

研究所 

楊立威所長（請假） 
 藝術學院主管-4人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羅中泉所長（請假） 

 

 

藝術學院 許素朱院長 

醫學科學系 陳令儀主任（李佳霖教授代

理） 

音樂學系 張芳宇主任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蘇士哲主任（請假） 藝術與設計學系 蕭銘芚主任 

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

程 

高瑞和主任* 
 

藝術學院學士班 邱誌勇主任 

學士後醫學系主任 周宏學主任（彭明德副系主任

代理） 
 

科技藝術研究所 邱誌勇所長* 

     

工學院主管-9人  竹師教育學院主管-9人 

工學院 蔡宏營院長  竹師教育學院 林紀慧院長 

化學工程系 蔡德豪主任(楊東翰教授代理)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顏國樑主任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丁川康主任（李昇憲所長代

理） 
 

幼兒教育學系 孫良誠主任 

材料科學工程系 陳柏宇主任  特殊教育學系 朱思穎主任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學系 

吳建瑋主任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張婉菁主任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

究所 

李昇憲所長 
 

運動科學系 劉先翔主任（請假）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鄭兆珉所長  英語教學系 簡靜雯主任 

工學院學士班 林鶴南主任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鄭國泰主任 

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

聯學位學程 

侯建良主任 
 

數理教育研究所 林碧珍所長 

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

士學位學程 

闕郁倫主任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

所 

劉秀雪所長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廖冠智所長（邱誌勇

所長代理） 

清華學院主管-5人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王淳民主任（請假） 

清華學院 林福仁執行副院長 
 

華德福教育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成虹飛主任（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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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翁曉玲主任（請假） 
 

竹師教育學院跨領域

STEAM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林紀慧主任* 

體育室 陳國華主任  學前教育特殊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 

林紀慧主任* 

語文中心 蔡英俊主任  

住宿書院 董瑞安執行長（請假）   

清華學院學士班 吳志明主任  台北政經學院主管-1人 

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

主任 

陳宜欣主任 
 台北政經學院 

陳添枝代理院長(黃

朝熙副院長代理) 

  
 

 

研究中心主管-2人 學位學程主管-1人 

奈微與材料科技中心 朱英豪主任  跨院國際碩士班學位學程 李瑞光主任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

心 

葉宗洸主任（趙得勝教授代

理） 
 

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 李瑞光主任* 

  智慧製造跨院高階主管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簡禎富主任* 

半導體研究學院-1人  智慧生醫博士學位學程 楊立威主任* 

半導體研究學院 林本堅院長  精準醫療博士學位學程 周裕珽主任* 

    

清華附小主管-0人  

 

 

清華附小 温儀詩校長(請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