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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至 2時 50分 

地點：致宏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響亮                                            紀錄：詹琬渝 

出(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本校經過一個學期的發展，發現整個團隊合作的表現凝聚力極高。學生餐廳有很大的改

善，閱讀咖啡館也已經開放，人潮絡繹不絕；校園也在這學期舉辦了許多全校性的活動，

同仁及同學們在每個活動中盡心盡力，使個個活動都圓滿成功，更為我們增添更多的歡

笑，在此感謝學校的行政團隊，以及全體老師、同學們的付出，同時也希望在此向大家

拜個早年，希望新的一年招生順利，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貳、提案討論： 

一、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1，頁 2) 

        決議：修正通過。  

二、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2，頁 2) 

        決議：修正通過。  

三、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則」修正案。(附件 3，頁 3)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 (附件 4，頁 5) 

        決議：修正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主席結語：(略)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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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00 年 3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研議及推展通識教育相

關事宜，以落實全人教育理

念，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

四項之規定，比照學院一級單

位設置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研議及推展通識教育相

關事宜，以落實全人教育理

念，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

第二項之規定，設置通識教育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1.文字修訂。 

2.依本校新版

組織規程修訂

內文。 

第六條  本中心設置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識課程委員會，以及各

類通識課程教學小組，各委員

會及小組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六條 本中心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識課程規劃委員會，以及各

類通識課程教學小組，各委員

會及小組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1.文字修訂。 

2.依本中心會

議決議內容修

訂名稱。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1.文字修訂。 

 

附件 2 

台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96 年 6 月 27 日校務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0 年 3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

務，由校長兼任。本會置委員

十一至十五人，由副校長、教

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學

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館長、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處長、各學

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兼

任，委員為無給職。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校外委員酌支車馬費或出

席費。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

務，由副校長兼任。本會置委

員十一至十五人，由副校長、

教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

學務長、進修部主任、各學院

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兼

任，委員為無給職。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校外委員酌支車馬費或出

席費。 

1.文字修訂 

2.修正通識教

育委員成員名

單。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1.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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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台灣首府大學「學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89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91年1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91年4月12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91046506號函核准備查  

91年5月3日教育部台（91）特教字第91062466號函核准備查  

91年6月6日教育部台高字第91076560號函核准備查  

95年11月1日校務會議通過  

96年1月4日台高(二)字第0950194806號函核准備查  

96年6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8月6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118097號函核准備查  

97年4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2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2月6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017720號函核准備查  

99年7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0年11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7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8月29日臺教高(二)字第1020126082號函核准備查  

第5、6、8、19、22、26、29、31、33、37-40、41、42條 

103年1 月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三條  學生修讀學位修業年限

及應修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修業

年限為四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

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國外或

香港澳門地區畢(結)業年級相當

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同

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入

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增加

其應修之畢業學分數 12 學分。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

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學位學程)畢業學分並符

合其他畢業所需條件者，得依本校

「修讀學士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

點」申請提前畢業。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在二學

系(學位學程)重複修習之期限，不

列入轉入學系(學位學程)之最高

修業年限併計。 

二、修讀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修業年限

為二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

少於七十二學分。 

    上述二項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修

業年限內未能修足規定學分者，得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於延長修業年

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學位學程)

第三十三條  學生修讀學位修業年限

及應修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修業

年限為四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

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

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學位學程)畢業學分並符

合其他畢業所需條件者，得依本校

「修讀學士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

點」申請提前畢業。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在二學

系(學位學程)重複修習之期限，不

列入轉入學系(學位學程)之最高

修業年限併計。 

 

 

 

 

 

二、修讀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修業年限

為二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

少於七十二學分。 

    上述二項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修

業年限內未能修足規定學分者，得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於延長修業年

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學位學程)

1.依據教育部

102年12月12

日臺教高通字

第

1020169016

號函辦理，招

收國外或香港

澳門以畢業年

級相當於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

二年級資格報

考大學學士班

一年級新生且

入學者，應增

加畢業應修學

分或延長其修

業年限，爰增

列相關規定於

第一項。 

2.配合本校於

103 學年度增

設工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爰增列

該學制之修業

年限於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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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

學系(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學分

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三、修讀研究所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至

四年，其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

十四學分(不包含學位論文)，另碩

士班在職生及在職專班生（以入學

身份為準）若未能在規定修業年限

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論文者，得

酌予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四、修讀學士班之身心障礙生得視需要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延長四年。 

五、本校各學制之學生因懷孕、分娩或

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檢具

相關證明，專案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至多三年。 

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

學系(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學分

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三、修讀研究所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至

四年，其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

十四學分(不包含學位論文)，另碩

士班在職生（以入學身份為準）若

未能在規定修業年限修滿應修課

程或未完成論文者，得酌予延長修

業年限一年。 

四、修讀學士班之身心障礙生得視需要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延長四年。 

五、本校各學制之學生因懷孕、分娩或

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檢具

相關證明，專案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至多三年。 

第四十三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第四十三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

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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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台灣首府大學「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103年1 月1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 教務處：掌理全校教務及進修部之教

務事宜。分設註冊、課務、教學發展、

進修教務四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

之。 

二、 學生事務處：掌理全校學生事務及進

修部之學務事宜。分設生活輔導、課

外活動、衛生保健、心理輔導、進修

學務五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三、 總務處：掌理全校總務事宜。分設文

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五組，

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四、 研究發展處：負責研議校務發展中長

程計畫、整合規劃校務發展資源、推

動教師的學術研究，及學生的就業輔

導等，分設企劃、就業輔導、學術發

展三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五、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負責國際暨兩岸

教育合作、文化交流、陸生及外籍學

生相關事務辦理，並責成國際暨兩岸

學術交流、外賓接待、海外僑校推

動、海外招生宣導及國際師生相關之

行政支援事務，分設國際事務、兩岸

事務、境外生輔導三組，另設境外辦

事處，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六、 推廣教育處：負責本校推廣教育之推

展，分設行政、業務二組，必要時得

增設或合併之。 

七、 學生發展處：負責本校招生考試試

務、招生宣導、高中職夥伴學校經

營，並置執行長若干名負責高中職學

校聯絡、招生、公關之經營。分設行

政、業務二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

之。 

八、 軍訓室：負責本校學生軍訓教育與生

活輔導並協助有關學生事務工作之

策劃與督導。 

九、 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提

供資訊服務，支援教學研究等全校圖

第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 教務處：掌理全校教務及進修部之

教務事宜。分設註冊、課務、教學

發展、進修教務四組，必要時得增

設或合併之。 

二、 學生事務處：掌理全校學生事務及

進修部之學務事宜。分設生活輔

導、課外活動、衛生保健、心理輔

導、進修學務五組，必要時得增設

或合併之。 

三、 總務處：掌理全校總務事宜。分設

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五

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四、 研究發展處：負責研議校務發展中

長程計畫、整合規劃校務發展資

源、推動教師的學術研究，及學生

的就業輔導等，分設企劃、就業輔

導、學術發展三組，必要時得增設

或合併之。 

五、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負責國際暨兩

岸教育合作、文化交流、陸生及外

籍學生相關事務辦理，並責成國際

暨兩岸學術交流、外賓接待、海外

僑校推動、海外招生宣導及國際師

生相關之行政支援事務，分設國際

事務、兩岸事務、境外生輔導三組，

另設境外辦事處，必要時得增設或

合併之。 

六、 推廣教育處：負責本校推廣教育之

推展，分設行政、業務二組，必要

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七、 學生發展處：負責本校招生考試試

務、招生宣導、高中職夥伴學校經

營，並置執行長若干名負責高中職

學校聯絡、招生、公關之經營。分

設行政、業務二組，必要時得增設

或合併之。 

八、 軍訓室：負責本校學生軍訓教育與

為綜理本校各項

訴訟案件、協助校

內規章之審定等

事項，故增設新單

位：「法律事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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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資訊事宜。分設採編、典閱資訊服

務、系統發展三組，另設出版、藝文

中心二單位，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

之。 

十、 校史館：負責本校校史等事宜。得視

業務需要分組。 

十一、 秘書室：辦理秘書事務。得視業

務需要分組。 

十二、 人事室：辦理人事事務及人力發

展事宜。得視業務需要分組。 

十三、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統計

事務及財務規劃事宜。得視業務

需要分組。 

十四、 公共關係室：辦理新聞行政及公

共關係等事項。得視業務需要分

組。分設媒體公關、行銷企劃二

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十五、 法律事務室：綜理本校、附屬機

構及相關企業之法律相關事項。 

生活輔導並協助有關學生事務工作

之策劃與督導。 

九、 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

提供資訊服務，支援教學研究等全

校圖書資訊事宜。分設採編、典閱

資訊服務、系統發展三組，另設出

版、藝文中心二單位，必要時得增

設或合併之。 

十、 校史館：負責本校校史等事宜。得

視業務需要分組。 

十一、 秘書室：辦理秘書事務。得視業

務需要分組。 

十二、 人事室：辦理人事事務及人力發

展事宜。得視業務需要分組。 

十三、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統計

事務及財務規劃事宜。得視業務

需要分組。 

十四、 公共關係室：辦理新聞行政及公

共關係等事項。得視業務需要分

組。分設媒體公關、行銷企劃二

組，必要時得增設或合併之。 

第十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 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

展處、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推廣教育處、

學生發展處、圖書館、校史館分置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及兩岸事務處長、圖書館館長、校史

館館長各一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級以上教師

兼任；總務長、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長、

推廣教育處處長、學生發展處處長、圖

書館館長、校史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一般行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

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基準，得置

副主管。 

二、 軍訓室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

訓教官二至三人，由校長擇聘之。軍訓

室主任臨時出缺時，得依規定聘請相當

職級之軍訓教官代理，代理期限至多以

一學年為限。軍訓室並置軍訓教官、護

理教師若干人。 

三、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主任秘書由校

第十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 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

展處、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推廣教育

處、學生發展處、圖書館、校史館分置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長、圖書館館長、校

史館館長各一人，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級以上

教師兼任；總務長、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長、推廣教育處處長、學生發展處處

長、圖書館館長、校史館館長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一般行政單位符

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

基準，得置副主管。 

二、 軍訓室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

軍訓教官二至三人，由校長擇聘之。軍

訓室主任臨時出缺時，得依規定聘請相

當職級之軍訓教官代理，代理期限至多

以一學年為限。軍訓室並置軍訓教官、

護理教師若干人。 

三、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主任秘書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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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四、 人事室置人事室主任一人、會計室置會

計主任一人。人事室主任及會計主任

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規定聘（派）任之。 

五、 法律事務室置法律事務室主任一人。原

則上由校長聘請具法學背景或法律專業

背景之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六、 各處、部、館、室分設各組、辦事處中

心或中心，均置組長、辦事處主任或主

任一人，並得依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各組組長（辦事處主任、主任）均

得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學生事

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軍訓教官兼任

之。 

七、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得置醫師及護士各若

干人，由校長聘用之。 

四、 人事室置人事室主任一人、會計室置會

計主任一人。人事室主任及會計主任由

校長依有關法令規定聘（派）任之。 

五、 各處、部、館、室分設各組、辦事處中

心或中心，均置組長、辦事處主任或主

任一人，並得依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各組組長（辦事處主任、主任）均

得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

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學生

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軍訓教官

兼任之。 

六、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得置醫師及護士各

若干人，由校長聘用之。 

第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長、

推廣教育處處長、學生發展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

其他學術與行政主管、職員代表、學

生代表組成，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

必要時得由校長依需要邀請相關人員

列席。                               

校務會議之人數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 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

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

則。 

(二) 職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選

舉產生，以不多於參加會議人員

之十分之一為原則；各單位代表

至多二人。 

(三) 學生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會議

成員總額十分之一，由學生會自

行選出代表。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

第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長、推廣教

育處處長、學生發展處處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其他學術

與行政主管、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組

成，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必要時得由

校長依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之人數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 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

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

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

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二) 職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選舉

產生，以不多於參加會議人員之十

分之一為原則；各單位代表至多二

人。 

(三) 學生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

員總額十分之一，由學生會自行選

出代表。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

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為綜理本校各項

訴訟案件、協助校

內規章之審定等

事項，故增設新單

位：「法律事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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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

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決議事項。 

(七) 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 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研

發長、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長、推廣教

育處處長、學生發展處處長、體育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校史館館長、各

學院院長及其他各學術與行政主管組

成。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

事項；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三、 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體育

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學

程）主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專業

發展中心、教育實習中心中心主任、

音樂藝術中心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教務處各組組長、教師代表、學

生代表及有關單位主管組成。教務長

為主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每學

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 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所（學程）主管、

學生事務處各組主管、導師代表、學

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組成。學生事

務長為主席，討論日常學生事務重要

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五、 總務會議：以總務長、主任秘書、會

計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

任、行政人員代表、總務處各組組長

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總務長為

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 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教務長、

(一)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四)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

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決議事項。 

(七) 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 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

長、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長、推廣教育處

處長、學生發展處處長、體育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校史館館長、各學院院長

及其他各學術與行政主管組成。校長為

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每月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 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體育

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學

程）主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專業

發展中心、教育實習中心中心主任、

音樂藝術中心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教務處各組組長、教師代表、學

生代表及有關單位主管組成。教務長

為主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每學

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 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所（學程）主管、

學生事務處各組主管、導師代表、學

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組成。學生事

務長為主席，討論日常學生事務重要

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五、 總務會議：以總務長、主任秘書、會

計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

任、行政人員代表、總務處各組組長

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總務長為

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 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通識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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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法律事務室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所（學程）主管及

教師代表一人，及各組組長組成。每

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業

務有關之主管或人員列席會議。 

七、 院務會議：由院長所屬學系、研究所、

學程主任暨各互選產生之教師代表組

成。院長為主席，討論各院教學、課

程、研究及其他院務有關事項，每學

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八、 系、所（學程）務、中心、室會議：

由各學系、所（學程）、中心、室主管

及該學系、所（學程）、中心、室專任

教師組織之，並得邀請其他相關人員

或學生代表參加。各學系、所（學程）、

中心、室主管為主席，討論該學系、

所（學程）、中心、室教學、研究及其

他系、所（學程）務、中心、室有關

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九、 導師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體育

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所（學程）、中心主管、學

生事務處各組組長、班導師、各學系

教官及有關單位主管參加。校長為主

席，討論學生輔導有關事項；每學期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十、 各單位業務會議：以各單位主管及所

屬各組有關人員組織之。由各該單位

主管為主席，討論各單位主管重要事

項，有關業務人員得列席會議。 

本校必要時得增設其他會議，其設置

要點另訂之。 

心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各學系、

所（學程）主管及教師代表一人，及

各組組長組成。每學期開會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必要

時得邀請其他與業務有關之主管或人

員列席會議。 

七、 院務會議：由院長所屬學系、研究所、

學程主任暨各互選產生之教師代表組

成。院長為主席，討論各院教學、課

程、研究及其他院務有關事項，每學

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八、 系、所（學程）務、中心、室會議：

由各學系、所（學程）、中心、室主管

及該學系、所（學程）、中心、室專任

教師組織之，並得邀請其他相關人員

或學生代表參加。各學系、所（學程）、

中心、室主管為主席，討論該學系、

所（學程）、中心、室教學、研究及其

他系、所（學程）務、中心、室有關

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九、 導師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體育

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所（學程）、中心主管、學

生事務處各組組長、班導師、各學系

教官及有關單位主管參加。校長為主

席，討論學生輔導有關事項；每學期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十、 各單位業務會議：以各單位主管及所

屬各組有關人員組織之。由各該單位

主管為主席，討論各單位主管重要事

項，有關業務人員得列席會議。 

本校必要時得增設其他會議，其設置

要點另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