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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6月 22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一p.139。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92學年度分類通識課程優良教師：歷史系蕭瓊瑞副教授、軍訓室郭文良教官。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附件二p.140) 

1.校務基金管監辦法下所規範相關辦法，雖已提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部，但未來應修訂相關條文，於條文中明訂需提校務會議通過。 

     2.新興工程有關捐贈部份，應增訂更完整之規範，以增加對學校之保

護。 

     3.教育部審議回來後，會請校務代表確認，是否與會中決議有所出入。

若為秘書室作業疏忽將予以改正，若與代表之認知不同，將至會議

中再行確認。 

  (二)94年 4月 27日 93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附件三p.142) 

二、主席報告： 

(一)國軍斗六醫院於今年 7月 1日正式移交本校，其實國軍已於 4月 1日

撤走,至 7月 1日前，醫療不能中斷，因此本校附設醫院實際已進駐

服務。派駐管理者是由吳明和醫師擔任院長，行為醫學研究所陸汝斌

教授擔任執行長，正式改名為成大醫院斗六分院。今年 7月底新卸任

暨續任主管研習會在劍湖山世界舉行，將討論發展世界一流大學之計

畫，並參觀斗六分院。除為進駐之同仁加油打氣外，也讓大家了解該

地有 4.7公頃，是本校在雲林斗六之新據點，未來各院系推廣教育相

關之活動可以在那裡辦理。 

(二)四年前教務處決定老師在五年之內必須進行評量，明年底將是教師評

量之最後期限，有些單位已開始進行評量，由於老師具備一些固定條

件下可免予評量。故最近教務處提出之報告有 246位老師經過院系教

評會之討論已通過評量或不須評量。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副教授目前已

通過了評量。因此再次提醒各位老師，明年底前一定要完成評量。 

(三)五年五百億發展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教育部 5月 16日來

函要求各校於 6月底前提計畫構想書，該計畫將通過 2所學校發展為

國際一流大學，10 所大學頂尖研究中心。本校當然希望能爭取成為

國際一流大學之一，以提昇學校之氣勢，由各種客觀指標本校應是台

灣第二。然很多跡象顯示，教育部及審議委員會，似有意推動清華大

學與交通大學合併，將成為另一競爭者。最近，學校部份熱心老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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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也都很關心，透過各種管道在努力。近日本人四處奔走，拜會

相關人士，希望同仁也能利用可能的途徑及相關的人物來幫學校的

忙，希望不要造成不公平競爭。讓政府知道全體同仁的心聲，莫讓政

府以為我們不在乎，以致做出本校所不願見到的決策。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報告案： 

一、學務處 
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設置辦法於 94 年 4 月 27 日 93 學年度第 4 次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定；教育部於 94年 5月 20日以台訓（二）字第

0940066532號函請本校將第 4條第 1項修正為「本會委員 27至 30人，

『均為無給職』，．．．」及第 7 條修正為「．．．由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處理」後同意核定，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p.144。 

二、研發處 
 本校與美國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 Althens)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議書案(附件五p.146)，已於本(94)年 3月 25日

奉核同意。經統計系陳占平教授居中聯繫，該校亦已同意本簽約案，並

將由副校長 Dr. Dunning代表校長於 6月 20日來台簽約。惟本案未及提

請校務會議討論，提請准於教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後，再於校務會議提請

報。 

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選擧：(請王富美、許霖雄、楊福來三位代表監票) 

文學院：外文系劉開鈴教授 

理學院：生命系麥愛堂教授、化學系陳淑慧教授 

工學院：材料系蔡文達教授、環工系林素貞教授 

電資學院：電機系詹寶珠教授 

設計學院：建築系孫全文教授 

管理學院：交管系張有恆教授 

醫學院：神經學科賴明亮教授 

社科院：教育所于富雲教授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4 至 95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

校務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

遴選（名單如說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

規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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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

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

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

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

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

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別

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

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二、由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一）法律學者：法律系郭麗珍主任 

（二）教育學者：教育所陸偉明所長 

（三）學校行政人員：研發長黃肇瑞教授 

（四）社會公正人士：王成彬律師 

擬辦：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自 93.6.23 公布實施，各校相關委員會

之組成應於一年內調整之規定，上項新任委員將於校務會議同

意，並由秘書室連同其他委員統一簽聘後開始任期，至下屆新任

委員產生為止。 

決議：照案通過，由秘書室連同教師會推薦之教師會代表王琪教授及票

選委員 10名統一簽聘。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5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4 年 5 月 17 日台高通字第 0940066552 號函如附件(略)

及「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 25

以下，申請增設研究所之學院生師比應在 15以下。 

（二）師資結構：申請設立碩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 8

位，且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6 位）以上，其中

應至少有 3位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且其學術專長須與該系領域相

符。 

（三）設立年限：申請設立碩士班者，申請時須已設有相關學系 3年以

上（於 91學年度已設立之學系）；申請碩士在職專班者，申請時

須已設有相關碩士班 2年以上（於 92學年度已設立研究所碩士

班）。 

（四）跨系所設立之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應歸屬獨立設所案，應

依規定格式提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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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

理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不

含醫、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

及農學類 

醫學系、

牙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

校舍樓地板面

積（單位：平

方公尺） 

大學部    10   13   17   23 

研究所   13   17   21   29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93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

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5.29；日間部生師比為 22.41 ；各

學院生師比詳附件(略)，師資結構符合規定。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39,893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692,726.51平方公尺。                   

四、經 94年六月 8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

（調整案）申請案優先順序（以得票數排列）如下：  

【增設碩士班】 

1. 社科學院  經濟學系（15名） 

2. 電資學院  醫學資訊研究所（15名） 

3. 非屬學院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10名） 

4. 社科學院  認知科學研究所（15名） 

5. 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50名專收外籍生） 

【增設博士班】 

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班（6名專收外籍生） 

【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研究所（15名） 

【停招進修學士班】 

1.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會計學系 

【停招碩士在職專班】 

化學系 

【系所更名】 

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五、本校已提報之95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法律學系、教育研究所、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等3博士班。 

六、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

明」略以：「外籍生、僑生…新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 

七、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增設研究所各學院生師比，如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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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7 學年度各學院增設、調整系所計畫一覽表，如附件(略)供請參

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核定後，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三案 提案單位: 生物科技中心、教務處 

案由：為成立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3.12.15第 165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產業已被多數先進國家視為二十一世紀重點發

展之科學與產業，是跨領域科技結合的高科技產業，也是政府大力

提倡支持的重點產業。基於成功大學在理、工、醫藥、農等相關領

域上都有相當充沛的人才，透過成立生命與生物科技相關的學院，

以整合教學、研究的人力與資源，方能因應未來生物技術產業的發

展所需的人才與人力。 

三、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將以現有的「生命科學系所」、「生物科技研究

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及生科中心已建立具有特色之生物訊息

傳遞及水產生物疾病與醫藥的跨領域研究團隊為主體，橫向結合醫

學、理、工、電資、及管理等相關學門，並與鄰近之南部科學園區

加強產學合作，以建構成具有國際競爭力與特色性之跨領域研究型

學院。 

四、本案經提 94年 6月 8日 93學年度第 6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以 24票贊

成、2票反對，表決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報部核定後成立，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核定後成立，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

條文。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學與研究資源的運用效能，整合人才資源，改進

經營管理策略，建立健全之組織運作制度，使學校發展為國際一流

之大學，擬向教育部申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特依申請條件擬具「國立成功大學法人化推動計畫書」，並承

諾優先法人化，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我國大學因限於經費、師資及設備，較不易達到一定的規模與效率，

使得教學研究之能量及水準不易提升；又因公立學校一如公務體

系，缺乏競爭與創新壓力，僵化的制度使得內部組織、人才任用、



 138 

財務運作、行政決策等都無法靈活調整因應。今教育部正推動「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為獲得充足的財務支援，本

校實有必要積極爭取；並透過改制為法人化之方式運作，進行體制

之改革，使學校有最大幅度之學術自由與自主決策之空間，而邁入

世界一流大學之林。 

二、法人化之實施，可藉組織的調整，達到經營模式、人事與財務運作

之鬆綁，實質達到大學自治及績效課責的目標，進而建立學校經營

管理、組織運作之積極效能，強化學校之競爭力，而發展為國際一

流大學。 

三、其他實施法人化之優點詳計畫書。 

擬辦：討論通過後，連同申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書報部核定。 

決議：依教育部 94年 5月 16日台高字第 0940066557號函示「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規定，本校為申請「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計畫」，原則承諾研擬推動法人化，惟目前相關法令尚未完成立

法程序，本校將持續推動法人化相關議題之研議。俟相關立法程序

完成後，俾依相關法律、法定程序及教育部所定大學法人化基本原

則，研擬本校法人設置條例草案，多方徵求意見，充分討論，形成

共識，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若教育部上開函所定「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法人化要求條件如有變更，或申請

案未能獲得審議通過，則本承諾書自動失效。 

 

第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提請  討

論。 

說明：依 94.4.13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修訂對照表如附件(略)。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下（94）學年度實施。 

決議：退回校務發展委員會再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2時 40分(第六案至十二案因時間不及討論，於下學期續予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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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4年 6月 22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張志強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陳彥仲代）   吳萬益  

陳振宇 賴溪松 閔振發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蕭慧如代）張文昌 曾永華 利德江 江建俊 陳昌明  廖美玉 

王偉勇 陳璧清 邱源貴 劉開鈴（邱源貴代） 王健文 王 琪   

蕭瓊瑞 柯文峰 陳若淳  傅永貴（蔡錦俊代）田  聰 周維揚       

孫亦文（王小萍代） 何瑞文 吳培琳（黃福永代） 江威德 曾清涼 

張素瓊 麥愛堂 王建平  楊惠郎  陳宗嶽 朱銘祥  張錦裕     

李驊登（李榮顯代） 林大惠 李榮顯 黃金沺 楊毓民（劉瑞祥代） 

陳進成 李振誥 曹紀元 吳致平 陳東陽（李宇欣代） 游保杉   

黃吉川 許泰文（羅偉誠代） 黃明哲 李國賓 張憲彰 趙儒民   

黃明志 黃正弘 邱仲銘 蔡俊鴻（李文智代）高銘木  胡潛濱   

趙怡欽（胡潛濱代） 黃啟鐘 蕭樂群 王覺寬（黃啟鐘代） 謝錫堃 

王 醴（張簡樂仁代）許謂州  陳志方 蔡宗祐 楊家輝 陳中和 

陳 敬 朱治平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 陳裕民（鄭進財代）

王清正 陳彥仲 陳國祥（馬敏元代） 陸定邦 王泰裕（陳梁軒代） 

李賢得 林正章 呂錦山 陳文字（廖俊雄代） 劉宗其 王明隆  

吳清在 吳鐵肩 陳占平（趙昌泰代） 陳洵瑛（吳豐森代） 賴明德 

劉校生 吳華林（賴明德代） 許桂森 王新台 陸汝斌（柯慧貞代） 

黃朝慶（王新台代）吳俊忠 吳梨華 蔡瑞真 黎煥耀（賴明德代）   

黃美智 駱麗華 謝淑珠 葉才明 徐阿田 卓瓊鈺 施陳美津  

吳明宜 蘇慧貞（林佳瑩代）  劉明毅 徐畢卿 張明熙 薛尊仁    

陳志鴻 林錫璋 沈延盛 賴明亮 楊俊佑（張志偉代）張智仁     

顏經洲 宋鎮照 丁仁方 王富美 謝文真（田維華代） 郭麗珍   

陸偉明 趙梅如（董旭英代） 黃永賢 王苓華 李劍如（洪甄憶代）

詹錢登 許霖雄 李聰盛（熊志強代）李金駿 盧宜忠 張榮輝 楊福來 

列席：王三慶 李建二 黃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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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因應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發布後，本校
各單位配合新訂或修訂校內之相關
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修訂通過， 
二、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通過。委員應
有教師會代表一人，由各學院推薦教
師會成員若干人，供校長遴選之。 

三、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契
約書修訂通過。 

四、新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 

五、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契
約書修訂通過。 

六、新訂「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
建設控管辦法」照案通過。本辦法
為全國首創，未來視實際執行情
形，必要時再行修訂。 

七、將「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師生出國參
加國際學術及競賽活動辦法」修訂
為「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修訂通過。 

八、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實施要點」，並將「國立成功大學建
教合作計畫結餘款運用及管理要
點」及「國立成功大學行政人員協
辦建教合作計畫業務人員支領酬勞
費管理要點」之內容併入，同時廢
止該兩要點，修訂通過。 

九、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
辦法」修訂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設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
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國立成功

秘書室：照案辦理。其中一、二、
六、七、八、九於 94
年 3 月 31 日以成大秘
字第 0940001693 號函
陳教育部核定中。 

 
 
 
 
 
 
 
 
 
 
 
 
 
 
 
 
 
 
 
 
 
 
 
 
 
 
 
 
 
 
 
 
 
經費稽核委員會： 
已修正，並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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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
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
員會內部稽核之施行細則表』（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依教育部 94 年 3 月 22 日台高(三)
字第 0940024829號函，無須報部。 

一、「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
要點」修訂通過。 

二、「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推選要點」，修訂通過。 

三、「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
稽核實施要點」，修訂通過。 

四、「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
稽核之施行細則表」，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條文、「本校各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各學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訂通過。 
二、「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訂通過。 
三、「本校各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訂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

擔任教學辦法」為「國立成功大學聘
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並修訂
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設

置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辦法改為要點，修訂通過， 

 
 
 
 
 
 
 
 
 
 
 
 
 
 
 
 
教務處：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2條第 2項條文修正案
經教育部 94.06.02 台學審字第
0940062112號函：建請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16條規定修正為「…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該學院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擬依上開
函示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2條有關條文內容。 
人事室：遵照辦理，並已更新本
室「人事法規」網頁資料。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人事室：遵照辦理。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並報部核
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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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有關附設醫院分院組織規程
草案及組織系統表，提請  討
論。  

決議：修訂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如說明，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請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增列

有關軍訓室主任任用之條文內容，如
說明，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為：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

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
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擔任
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
務長代理或由學務長自本校職
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
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醫學院：斗六分院組織章程業奉

教育部 94 年 6 月 3 日
台 高 ( 二 ) 字 第
0940073820號函核定。 

 
 
秘書室：已奉教育部 94年 5月 5

日 台 申 字 第
0940060528號函核定。 

 
 
 
人事室：已上網公告於本室網頁

及 E-mail 轉知各單
位。  

總務處：照案辦理。 
 
 
學務處：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設
置辦法於 94年 4月 27日 93學年
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後，於 94
年 5 月 13 日以成大學字第
0940002498 號函報教育部核
定；本處依據教育部於 94 年 5
月 20 日 以 台訓 ( 二 ) 字 第
0940066532 號回函之修正意見
修正相關條文，提本校 93學年度
第 5次校務會議報告。 
 
學務處：本案已由研發處依決議

情形修訂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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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研發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學務處：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修
訂通過後，已於 5月 30日發函各
系，請各系經系務會議討論，訂
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送學務處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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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核定通過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及其個人權益，經

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

生學生代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及學校教

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

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另由學校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

詢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

長輪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

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生活輔導組、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列席，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學生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

受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

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之申訴得就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於不

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時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

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四、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

關係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

處理特殊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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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

申訴人如有不服，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學生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

項，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者，應即通知本會，本會應即

中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八、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

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

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

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

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

體建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

採取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呈報校長，

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標準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標準依現行『大學校院學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表』之規定辦理。 

四、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

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

學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

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

定辦理復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學生性騷擾等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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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AND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EORGIA, U.S.A. 

 

This Agreemen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on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hereto, 

by and between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by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will 

perform all obligations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under this Agreement.  

 

Wherea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sire 

to engage in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institution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I. The parties will jointly develop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rograms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greement.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to be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may include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s, study abroa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and service programs. 

II. Each activity to be performed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be undertaken 

pursuant to an addendum that will contain the specific terms and conditions 

governing the activity.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two institutions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III.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seeking funds to support its 

involvement in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contemplated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all such activities will be dependent upon th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s of 

the parties.  

IV. All activities developed hereunder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and host institutions, and all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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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V.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ppoints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ppoints the Director of Academic 

Coordination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VI.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execution and may be renewed for additional five (5) year periods by the 

parties. Either party giving ninety day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such termin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completion of any activity underway at the time or any previously advertised 

activity in which commitment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been made.  

VII. All modifications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 System of Georgia On behalf of   

By and on behalf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Michael F. Adams        Chiang Kao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148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ADDENDUM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on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hereto, 

by and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rough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and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UGA) will perform all obligations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ereby agree to an 

exchange of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furthering the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of 

our students.  The faculty coordinator of this exchange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is Dr. Dezso Benedek and the faculty coordinator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s Dr. Pi-hsueh Shirley Li. 

 

I.  Selection of Participants 

   A. All students shall be bona fide students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be 

engaged in a degree-oriented course of study.  Prospective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for the exchange by the faculty coordinator at the participant’s 

home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the admission of each student nominated for the 

exchange. Selection for 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does not confer 

the right to pursue a degre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B. At least six months before the anticipated date of enrollmen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that particular year will be decided mutually by the 

UGA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NCK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hat the exchange program shall operate on a 

reciprocal basis. Parity in numbers of exchange students is required over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However, each party should be prepared to 

consider a disparity in any given semester or year during the term of 

agreement. Any imbalances should be resolved by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II.  Admission 

   A. Exchange participants hosted by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admitted as 

visiting, non degree-seeking students, will have the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fee waived, and must submit all documents request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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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university. 

   B. Students must possess the language ability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ir 

academic plan.  Students hosted by UGA must present a minimum score 

of 550 (paper-based test) or 213 (computer-based test) on the TOEFL 

(Test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 qualify for participation on 

the exchange. 

   C.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receive participants’ applications and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six months prior to their expected date of 

enrollment.  

 

III.  Free Payment and Accommodation 

   A. Students will pay the normal tuition f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 exchange.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waive tuition fees for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f students of unlike academic status are 

exchanged (for example, undergraduate for graduate) and there is a cost 

differential, the student whose tuition is greater is responsible for paying 

the difference. 

   B. Students coming to UGA will pay the $50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required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is fee will be paid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mester.  

   C.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assist the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housing in 

residence halls or 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 as may be necessary.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their accommodation.  

   D. Exchange particip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arranging and paying for their 

own in-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passport and 

visa application fees, textbooks and personal items. 

 

IV.  Other Related Articles 

   A. Exchange participants hosted by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insuranc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 Exchange participants shall be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any course 

offer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it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C. Selected students shall abide by all applicabl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and host universities and by all applicable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In case of violation, either 

university ha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has the right to expel the student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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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alidity of Agreement  

   A.   All modifications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B.   This addendum becomes effective when sign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and shall remain effective until the termination 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During 

the final year of the agreement, renewal for an additional five-year period 

will be considered. If the exchange is out-of-balance at the time any 

notice of renewal is given, a mutually agreed upon means of “balancing” 

the exchange must be achieved before the agreement can be renewed. 

  C.   Either party giving ninety (90) day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ddendum provided that such termin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completion of any activity underway at the time. If future activity has 

been advertised and either party has made commitments to students 

concerning such activity, such termination will not affect that activity. If 

the exchange is out-of-balance at the time the notice of termination is 

given, a mutually agreed upon means of “balancing” the agreement must 

be achieved before the agreement can be terminated.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 System of Georgia       On behalf of                            

By and on behalf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chael F. Adams                             Chiang Kao 

President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