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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72 次校務會議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 月 3 日（四）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6 樓簡報室 
出席︰林遠澤委員、莊奕琦委員(湯京平代)、蔡連康委員、邱坤玄委員(鄧中堅

代) 
請假:陳恭委員、林元輝委員、黃台心委員、林楷翔委員 
列席︰英語系林質心主任，阿語系林長寬主任，語言所曾惠鈴助教，外文中心

張育如助理，歐文系吳昭儀助理，斯語系劉美莊助教，國際事務學院鄧

中堅院長，學生事務處何麗君組員、邱玉玲護理師，人事室羅淑蕙專門

委員、唐惠香組長，風管系王正偉代表，法學院楊兮鳳秘書、陳華恩助

理，秘書處李蔡彥主任秘書、張惠玲秘書、葛靜怡助理。 

主持人︰何召集人賴傑                          記錄︰許怡君 

壹、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擬審閱本校第 172 次校務會議議案及排序，請  討論。 

說    明： 

一、 本次校務會議至 101 年 12 月 25 日止，共收到新案 11 案，舊案 2 案，

共計 13 案。 

二、檢附本校第 172 次校務會議提案一覽表供參。 

決    議： 

一、本次新一案英國語文學系、新二案阿拉伯語文學系、新三案語言所、

新四案外文中心、新五案歐洲語文學系、新六案斯拉夫語文學系及第

七案國際事務學院所提擬修正本校「英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

法」、「阿拉伯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語言所所長遴選辦法」、「外

文中心主任遴選辦法」、「歐洲語文學程主任遴選辦法」、「斯拉夫語文

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及「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等共計七案，

配合本校院長遴選辦法及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相關條文及名稱，考

量議事效率列為核備報告案。各提案之法規體例、文字請依人事室及

秘書處法制建議調整，個別修正意見如下: 

(一)新一案英語系擬修正本校「英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及

全文: 

1、第二點(變更為第三點):第一項「本系…四個月前組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委會)，…，由系務…，每人自文學組、語言學及英

語教學組兩組中各圈選至多五人，以各組得票最高之前五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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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各組並保障助理教授或講師一名。」；第二項「系主任候

選人不得擔任遴委會委員；遴委會召集人由遴委會委員互推之。」 

2、第三點(變更為第二點)第一項「遴委會遴選前由系務會議以無

記名投票圈選副教授以上教師至多四位候選人，以得票數達本系

專任教師投票人數三分之一以上之前四高票者為系主任候選

人。如得票數達三分之一以上者未達三位則補選至三或四位候選

人後，送交遴委會遴選。」；第二項「記票過程由系主任、教師

一名、助教一名監票，票數不公開。」。 

3、第六點「遴委會應有…通過。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

不得委託他人行使職權。」。 

4、第七點第一項(一)「依第五點…人選。」；(三)「現任…依第九

點…職務時。」。 

(二)新二案阿語系擬修正本校「阿拉伯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

及全文: 

1、第二點「本系…由本系專任教師五至九人組成遴選委員會…。」。 

2、第六點「遴委會由出席…圈選，至多以獲高票之前三人為…候

選人。」。 

(三) 新三案語言所擬修正本校「語言所所長遴選辦法」名稱及全文: 

1、第二點第二項「遴委會置委員…；如遴委會委員因故出缺時……

遴選專任副教授以上候選人至少二人…報請校長核示。」。 

2、第四點第一項「遴委會應有…，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第二項「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

他人行使職權。」。 

3、第五點「遴委會由出席….，獲二分之一以上票數之最高票前二

人始得為本所所長候選人。」。 

(四)新四案外文中心擬修正本校「外文中心主任遴選辦法」名稱及全文:

第二點第四項「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行

使職權。」。 

(五)新五案歐文系擬修正本校「歐洲語文學程主任遴選辦法」名稱及全

文: 

1、第二點第二項「遴委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本系…，必要時得

經系務會議決議聘請系外學者專家擔任。」。 

2、第六點「遴委會應…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 

3、刪除第七點第二項有關院長諮詢續聘之內容。 

(六)新六案斯語系擬修正本校「斯拉夫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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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文: 

1、第三點第二項「若前項…應由院長推薦本系副教授以上人選報

請校長…。」 

2、第六點「遴委會由出席…圈選二位，至多以獲高票之前三人為…

候選人。」。 

3、刪除第七點第二項有關院長諮詢續聘之內容。 

4、第八點第一項「系主任若於任期內休假或連續請假超過三個月

者，應即辭職。」；第二項「系主任辭職或出缺，由院長推薦本

系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主任職務，並依第三點規定…。但其

期程不受第三點第一項之限制。」。 

5、第九點「系主任…罷免，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全

體代表三分…。」。 

(七)新七案國際事務學院擬修正本校「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名

稱及全文:第一點「國立政治大學…，特依本校院長遴選辦法第十

七條規定，…。」 

二、新九案學生事務處(性平會)擬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三條，係配合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訪視評鑑意見之修正，考量

議事效率改列核備報告案。 

三、新十一案王正偉等三位代表連署提為維護本校通識課程制度之完整

性，擬將 103 學年入學之大學部學生之通識課程必修學分採計標準，

回復為本校前一階段通識課程改革時相同之標準（即目前 99 學年入

學之通識課程學分標準） 審議案: 

(一) 鑒於 101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有關書院通識學分規定重新

評估案已有付委研議之決議，基於尊重通識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之

專業判斷 (詳如附件一)，建請提案人考慮將本案內容移送通識中心

專案小組併同研議。 

(二)前項建議如未獲提案人同意，則請提案人補充下列提案資料，俾利

大會討論時得以聚焦: 

1、103 學年入學大學部學生通識課程必修學分採計標準之具體條

文。 

2、本校「通識課程分類及畢業學分採計標準」之具體修正內容。 

3、如欲達成提案辦法所列二項要求，需具體配合修正之相關法規

條文為何? 

四、經審閱結果，列入議程之提案共 5 件，詳如提案排序表（紀錄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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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臨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法學院 

案  由：擬修訂本校「法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請 核備案。 

說  明： 

一、依 101 年 1 月 13 日第 16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政治大學院長遴

選辦法辦理。 

二、檢附本校「法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行條文各乙份。 

決    議: 

一、本案仍請完成人事室及法制幕僚會辦之程序，依其建議進行條文修

正，並應於院務會議中完成追認程序。 

二、本案雖未及於法定提案期限前送達秘書處，惟尚及於本會召開前踐行

提案程序，考量法學院院長任期將於下學期屆滿，有適用之急迫性且

為核備案，為考量議事效率同意列為核備報告案。 

叁、散會(中午 12 時 25 分) 

國立政治大學第 172 次校務會議提案一覽表 
排
序 

新／舊 
提  案 

提案單位 案                       由 
提案日期及

會次 

1 新十 人事室 
擬修正本校「特聘遴選辦法」第三條條文，請 審

議案。 

102.01.18 
172 次 

2 新八 
學生事務

處 
擬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十一及十二

條條文，請 審議備案。 
〞 

3 舊一 
校務發展

委員會 
為推動政大書院法制化，擬修正「組織規程」部

分條文，請審議案。 
101.11.24 

171 次 

4 舊二 
校務發展

委員會 
為推動政大書院法制化，擬新訂本校「政大書院

設置辦法」(草案)，請 審議案。 
〞 

5 新十一 
王正偉等

連署 

為維護本校通識課程制度之完整性，擬將 103 學年

入學之大學部學生之通識課程必修學分採計標

準，回復為本校前一階段通識課程改革時相同之標

準（即目前 99 學年入學之通識課程學分標準），請 

審議案。 

102.01.18 

172 次 

※以下提案經決議，改列報告案，請召集人於會中提請備查。 

新一 英語系 
擬修正本校「英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102.01.18
17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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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二 阿語系 
擬修正本校「阿拉伯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

法」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三 語言所 
擬修正本校「語言所所長遴選辦法」名稱及

全文，請 核備案。 
〞 

新四 外文中心
擬修正本校「外文中心主任遴選辦法」名稱

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五 歐文系 
擬修正本校「歐洲語文學程主任遴選辦法」

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六 斯語系 
擬修正本校「斯拉夫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

法」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七 國務學院
擬修正本校「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九 
學生事務

處(性平

會) 

擬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條文，請 審議案。 
〞 

臨一 法學院 
擬修訂本校「法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請 核

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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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會議記錄節錄 
時間：民國 101 年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09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7 樓第 1 會議室  

國立政治大學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會議記錄 

時間﹕101年12月17日(星期一)上午09時10分 

地點﹕行政大樓7樓第1會議室 

主席﹕詹教務長志禹紀錄﹕莊豐吉 

甲、 主席報告﹕略 

乙、 頒獎：頒發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優良數位學習課程: 略。 

丙、 專案報告：「網路申請文件系統」平台介紹(15 分鐘) 略。 

丁、 業務報告：略。 

戊、 報告上次教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略。 

己、 討論提案：  

【提案五】 

提案單位： 

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 

案 由：本校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通識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臨時

會)決議案暨「書院通識」學分規定重新評估案，提請審議。(附件 5，

頁次 27-33) 

說 明： 

一、本學期第 2次會議(臨時會)業於 101 年 12 月 6 日召開完畢，會議共

計報告案 1 案，討論案 1案，全案決議結果如附。 

二、本次會議主要討論「書院通識」學分規定重新評估議案，以投票方

式進行決議。 

三、本次會議討論議案如下：。 

提案序 案由 決議 

 專案報告  「國立政治大

學新開通識教育

課程審查要點」

修訂說明 

 依共識修改文字後通過實施  

 *討論案 

第一案  

 「書院通識」學

分規定重新評估

 一、決議(摘要)  

1.有關本案討論，以投票方式於四個

方案逐案表決。(各項方案請參閱附

件會議紀錄)  

2. 通過方案四，待書院通識具體提

出至少15學分之詳細課程規劃，送本

委員會下次會議重新審議後，再決定

是否取消最低1學分之規定。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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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帶決議：書院通識15學分以上

之課程規劃，可思考以下方向：  

(一)與現有導師課制度合作，規劃轉

換成1學分課程。 

(二)邀請現有一般通識課程中，符合

書院通識課程指標，且教學優良之課

程，改列書院通識領域。 

(三)依書院通識課程指標精神，邀請

理念相近之教師（例如參與「人文創

新、社會實踐」計畫之教師等）開設

書院通識。 

決議：本案經全體委員同意，與臨時動議一併案討論。 

一、 為尊重通識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之專業判斷，本案付委研議適宜之

學分數及課程規劃，送通識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通過後，再重新送

本會審議。 

二、 本研議小組應有通識中心主任、政大書院執行長、學務處代表 1 人、

教務會議學生代表 1 人、已參與或可能參與書院通識課程之教師 2

人共計 6人，由通識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三、 本研議小組之研議結果送通識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審議時，應邀請

教務會議學生代表一名列席說明。 

四、 本案研議應注意進度，研議結果若改變現行制度，須能適用於 102

學年度入學之新生。 

庚、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