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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第 176 次校務會議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1 月 6 日（三）中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 樓簡報室 
出席︰王德權委員、陸行委員、李酉潭委員、蔡政憲委員、蔡連康委員、魏百

谷委員、陳榮政委員、陳建維委員 
列席︰統計系翁久幸主任、企管系韓志翔主任、金融系黃台心主任、國貿系李

香瑩助教、資管系陳春龍主任、會計系劉純芬助教、科管智財所呂秋玲

助教、台文所吳慧玲助教、商學院鄭秀真秘書、經濟系王卓修老師、華

語文教學中心周惠民主任、附設實驗小學匡秀蘭校長、人事室唐惠香組

長，羅淑蕙專門委員、研發處楊建民副研發長，陳靜瑤組長、秘書處李

蔡彥主任秘書、張惠玲秘書、葛靜怡小姐 

主持人︰林召集人元輝                          記錄︰許怡君 

壹、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擬審閱本校第 176 次校務會議議案及排序，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次校務會議至 102 年 11 月 1 日止，共收到新案 16 案，無舊案，

共計 16 案。 
二、檢附本校第 176 次校務會議提案一覽表供參。 

決    議： 
一、 新一案、新二案、新四案、新五案、新六案、新七案、新八案及新九

案:統計學系提擬修正本校「統計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企業管理學

系提擬修正本校「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提擬修正本校「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國際經

營與貿易學系提擬修正本校「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系主任遴選辦

法」、資訊管理學系提擬修正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會計學系提擬修正本校「會計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科技管理與智

慧財產研究所提擬新訂本校「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所長遴選要

點」(草案)、台灣文學研究所提擬修正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遴

選辦法」辦法名稱及全文等核備案，提案單位已同意參照母法主管單

位人事室之意見進行條文文字修正，考量議事效率同意改列報告案。 
二、 新三案金融學系提擬修正本校「金融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及全

文核備案:提案單位同意刪除第十二點第二項略以:「不克出席得以書

面委託投票…以一人為限。」，並參照母法主管單位人事室之意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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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條文文字修正，考量議事效率同意改列報告案。 
三、 新十案商學院擬修正本校「商學院院務規程」核備案:退回提案，請

提案單位釐清調整以下疑慮後，另行提案: 
(一) 現行條文經簽報校長同意後實施，何以考量修正為送請校務會議

備查?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略以：「本辦法依…組織規程及相關規定訂定」，

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何條條文? 

(三) 請提案單位參考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之一條有關副主管設置相關

規定之精神，修訂所提之第五條條文。 

四、 新十二案華語文教學中心擬修正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審

議案:修正如下: 

(一) 調整第七條條次於第三條，其他條次依序變更。 

(二) 刪除第七條(原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項「本會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時，…列席人員無表決權。」等文字。 

(三) 請文學院審慎評估華語文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存廢之需要，視評

估結果另行提案。 

五、 新十一案周祝瑛等三名代表連署提擬修改現行政大學術研究獎之有

關條文，以保障本校同仁研究發表之多樣性審議案: 

(一) 請提案人參考委員會討論意見，重新思考是否調整本案之具體

修正建議(一)及(二)，如需修正提案內容請於 11月 8日下班前

將書面資料送達秘書處。 

(二) 有關具體修正建議(三)及(四)之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書之附表，因

現行學術研究獎勵申請作業已不再使用，故勿需審議。 

六、 新十四案人事室提擬修正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審議案:請

人事室協助瞭解他校是否具備分娩、重大疾病兩項以外影響升等期限

之因素。 

七、 新十五案周祝瑛等三名代表連署提擬修改現行政大英文校名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以充分反映本校之人文社會領域

特色審議案:經本會全體委員投票通過，本案牽涉校名更改係屬學校

發展重大議題，考量審慎評估及促進議事效率兩因素，請提案人先於

校務發展委員會提案，俾達成充分之意見交流與溝通，以凝聚全校師

生之共識後，再提校務會議審議。 

八、 新十六案 研發處提擬訂本校「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審議案:依據組

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本校因教學、研究…等需要並得增設其

他機構。」故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案，將於未來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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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處理。 

九、 法制幕僚所提其他體例及法制修正意見，請幕僚單位調整後提供各

單位再確認。 
十、 經審閱結果，列入議程之提案共 6 件，詳如提案排序表(紀錄第 4 頁)。 

 

第 二 案 
案   由:第 175 次校務會議交議本委員會事項之結論，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第 175 次校務會議交議本委員會研議事項如下: 
(一) 未通過教師基本績效評量之教師是否適合擔任校務會議代表，委請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列為研商議題，如需規範則配合修改相關辦法。 

(二) 校務會議代表如兼具二種身分，在選舉或行使其他權利時，須否有

所考量或限制? 

二、本委員會於第 175 次校務會議遴選召集人會議時，就以上研議事項交

換意見並研議完成相關結論，業憑為執行相關事項之據，提請追認。 
決   議:通過追認第 175 次校務會議交議本委員會事項之結論。(如紀錄附件

一)  
 

貳、臨時動議：  
提案人:李酉潭代表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八條條文，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 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人數自 96 學年度起，已由原二百餘人，精簡為 120
人，並於第 147 次校務會議依比例原則通過修正提起復議案之附署

人數由 20 人減為 10 人，提案連署人數由 5 人減至 3 人。 
二、 為提升本校校務會議議事效率及提案品質，參考國內他校之相關規

定及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擬修正提案連署人數，提請討論。 
決    議:經本會全體委員通過，同意提高校務會議代表提案連署人數為 5

人，請秘書處協助整理提案資料，列於本次校務會議議程討論事項

第六案。 

叁、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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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第 176 次校務會議提案排序表 
排
序 

新／舊 
提  案 提案單位 案                       由 提案日期

及會次 
1 新十三 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擬修正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組織規程」第

十一條條文，請 審議案。 
102.11.23 
176 次 

2 新十四 人事室 擬修正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請 審
議案。 

〞 

3 新十六 研發處 擬訂本校「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請 審議案。 
〞 

4 新十二 「華語文

教學中心 
擬修正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請 審

議案。 
〞 

5 新十一 周祝瑛等

連署 
擬修改現行政大學術研究獎之有關條文，以保

障本校同仁研究發表之多樣性。 
〞 

6 臨一 程序法規

委員會 
擬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八條條文，請

審議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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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學系 
擬修正本校「統計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

及全文，請 核備案。 

102.11.23 
176 次 

新二 
企業管理學

系 
擬修正本校「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三 金融學系 擬修正本校「金融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及

全文，請 核備案。 
〞 

新四 
風險管理與

保險學系 
擬修正本校「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系主任遴選辦

法」名稱及條文，請 核備案。 
〞 

新五 
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擬修正本校「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系主任遴選辦

法」名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六 
資訊管理學

系 
擬修正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

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新七 會計學系 
擬修正本校「會計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名稱及

全文，請 核備案。 
〞 

新八 
科技管理與

智慧財產研

究所 

擬新訂本校「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所長遴

選要點」(草案)，請 核備案。 
〞 

新九 
台灣文學研

究所 
擬修正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名

稱及全文，請 核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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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案，退回提案人/單位: 

新十 商學院 

擬修正本校「商學院

院務規程」，請 核備

案。 

102.11.23 
176 次 

請提案單位釐清調整以

下疑慮後，再行提案: 
(一) 現行條文經簽報校

長同意後實施，何

以考量修正為送請

校務會議備查?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略

以：「本辦法依…組

織規程及相關規定

訂定」係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何條條

文? 

(三) 請提案單位參考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八

之一條有關副主管

設置相關規定之精

神，修訂所提之第

五條條文。 

新十五 
周祝瑛等

連署 

擬修改現行政大英文

校 名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以充分反

映本校之人文社會領

域特色。 

〞 經本會全體委員投票通

過，本案牽涉校名更改係

屬學校發展重大議題，考

量審慎評估及促進議事

效率兩因素，請提案人先

於校務發展委員會提

案，俾達成充分之意見交

流與溝通，以凝聚全校師

生之共識後，再提校務會

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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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5 次校務會議交議程序與法規委員會事項之結論 

議題一：未通過教師基本績效評量之教師是否適合擔任校務會議代表，委請程

序與法規委員會列為研商議題，如需規範則配合修改相關辦法。 

結論：依據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第六條第一項：「教師整體評量未經校教

評會備查通過者，次學期起不得提出升等；不予晉薪；不得支領超支鐘

點費；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不得申請借

調、休假研究、出國研究、講學或進修。」僅限制未通過整體評量教師

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考量提供教師參與多元服務之管道，建議不

排除未通過整體評量之教師，參與校內其他會議為校服務之機會。 

 

議題二：校務會議代表如兼具二種身分，在選舉或行使其他權利時，須否有所

考量或限制?請程序與法規委員會研議。 

結論：校務會議各類代表係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四條及「校務會議教師

及研究人員代表選舉作業要點」產生之；本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選舉

業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及第 175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第二案決議辦理，

不致產生代表以兩種身分登記參選之情事發生。 

  本校師生兼具二種身分，如:教師兼行政主管或研究人員、研究人員

兼教師或行政主管、行政人員兼學生等各種可能組合情形不一，各類選

舉行使權利及迴避原則允宜因應個別事務特有之需要而做獨立之規

範，僅於現行校務會議規則或組織規程中明訂兼具二種身分者權利行使

之限制及迴避原則恐掛一漏萬；綜合前述兩項考量，建議維持現行作

法，由各單行法規各依需要自訂標準據以辦理相關事務。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