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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理學院第 108 次（103 學年度第 6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4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公館校區物理系 F104 會議室 

主席：賈院長至達           記錄：羅  瑰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甲、 報告事項 

壹、主席報告（略） 

貳、上次院務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no 案 由 決議 執 行 情 形 

提

案

1 

數學系、化學系、生科系、

資工系基礎課程免修作業

要點修訂案。 

照案通過。 
已提4月29日的教務

會議審議。 

提

案

2 

本學院擬與日本橫濱市立

大學奈米生命科學研究院

簽訂學術合作交流協議書

案。 

決議： 
同意簽約，後續提本校國合會審

議。 
附帶決議： 
一、 協助規劃外籍生課程模

組的老師，每一計畫由學

院給予 3 萬元之金額（該

筆款項可用於支應規劃

課程所需之差旅費及辦

公室耗材費）。 
二、 擬於 9 月底、10 月初再次

赴越南招生，請各系所預

先規劃招收外籍生之機

制。 

一、 簽約案已送6月
份的國合會審

議。 
二、 其餘事項依決

議辦理。 

提

案

3 

有關本院擬成立雲端高速

計算中心，其經費配套措施

案 

先將下列 3 方案，陳報校長討論

各方案之可行性後，再提 4 月 28
日臨時院務會議討論。 
甲案：本案因屬全校共通性之事

項，故請學校責成資訊中

心成立該雲端高速計算中

心。 
乙案：本院 1 年不申請大項儀器

設備費，將相關費用轉為

雲端高速計算中心之建置

費。 
丙案：原提案（即未來 3 年本校

大項儀器設備費補助本院

一、 已於4月16日向

校長報告此事。

二、 校長之意見為：

甲案可行性不

高，乙、丙2案

則尊重學院之

意見。 
三、 已將校長之意

見轉知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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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案 由 決議 執 行 情 形 

之總額將平均每年減少

500 萬）。 

提

案

4 

本校課程意見調查辦法施

行迄今已六年，實務上衍生

諸多弊端，有修改相關條文

之必要，故擬建請修改該

法，俾符回歸立法之初衷一

案 

一、 同意不應將學生課程意見

調查結果作為單一量化指

標，並成為教師升等或評

鑑時通過與否的門檻。 
二、 應加強意見調查中學生對

教師教學改善具體意見的

收集，並能即時反應給教

師，作為改善教學的參考。

三、 建請學校成立專案小組通

盤檢討本校課程意見調查

辦法，同時該小組之成員

應納入各學院之教師代

表。 
四、 全案通過，併同前述決議

送教務會議討論。 

一、 本案原已提案

至4月29日的教

務會議討論。 

二、 但因課程意見

調查之結果如

何運用，是否得

做 為 教 師 評

鑑、升等、進修

等 之 參 考 一

節，以超出教務

處之權責，故教

務處建議提學

術暨行政主管

會報討論。 

三、 已簽案奉准提4

月29日的學術

暨行政主管會

報討論。 

提

案

5 

擬訂定本院院長遴選準則

一案 

一、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

為 

「一、 院內遴選委員： 

每學系自系務會議

各推選委員二人，

獨立研究所自所務

會議各推選委員一

人。 

遴選委員不得為院

務會議代表。」 

二、 第七條院長遴選程序採甲

案（遴委會審查後推薦候

選人，送院務會議同意），

第十條院長續任之方式採

甲案（由院務會議行使同

意權）。 

三、 全案修正如附件 6。 

四、 後續將修正後之草案行文

各系所，請系所協助再次

徵詢院內師長意見後，於 4
月 28日臨時院務會議做最

後確認。因本案屬重大事

項，故該次會議出席之院

務會議代表應達三分之二

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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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案 由 決議 執 行 情 形 

以上。 

決定：確認備查。 

 

乙、 提案討論 

提案 1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由：擬訂定本院院長遴選準則一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校業於組織規程中修正院長產生之方式，明訂應由遴選產生，並自101年12月14日

生效，惟實施時程自各學院下下任院長開始實施（即本院105年之院長續任或改選必

須改依新法），相關內容詳附件之公文。 

二、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中與院長遴選有關之第34、36及37條規定如附件（相關修正係經本

校第108次、109次、113次校務會議通過）。 

三、 本案原已經本院第106、107次院務會議決議，重要決議如下： 

（一） 第106次院務會議 

1. 第七條（院長遴選程序）刪去乙案之選項，所餘之甲、丙案交由院務會議代

表帶回各系所徵詢院內同仁意見後，再提下次院務會議討論。 

2. 同意應有院長續任之程序，但刪去第十條丙案之選項，所餘之甲、乙案交由

院務會議代表帶回各系所徵詢院內同仁意見後，再提下次院務會議討論。 

（二） 第107次院務會議 

1. 第七條院長遴選程序採甲案（遴委會審查後推薦候選人，送院務會議同意），

第十條院長續任之方式採甲案（由院務會議行使同意權）。 

2. 後續將修正後之草案行文各系所，請系所協助再次徵詢院內師長意見後，於

4月28日臨時院務會議做最後確認。… 

四、 惟因下列因素，故擬重行討論本院院長遴選準則（檢附新修正之草案如附件1） 

（一） 前述會議決議第七條（院長遴選程序）採甲案，但甲案所參考之教育學院的規

定，卻於經人事室審核發布後，又被人事室告知有違本校組織規程第34條「各

學院遴選委員會應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遴選出一名院長人選，報請校長聘請

兼任之」之規定，需再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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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之前徵詢人事人員意見時，渠表示尊重學院討論之決果，惟近日再次徵詢人事

人員意見時，卻告知本校組織規程第34條之精神為：院長應經由遴選產生。 

五、 另檢附藝術學院、音樂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依新法修正並已實施之院長遴選準則如

附件2供參。 

決議： 

一、 第 10 條刪除丙案之選項（院長續任同遴選新院長之方式）。 

二、 將新的草案再次行文各系所討論，於下次院務會議再議。 

 

提案 2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案由：本院生命科學系之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提送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

一覽表，提請審議。 

說明：本案已經生命科學系103學年度第3次系務會之審議通過，檢附一覽表如附件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3 提案單位：地科系 

案由：地科系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修訂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為因應台灣大學聯盟成立，本校將開放學生赴台大參加基礎學科認證考試，此外為因

應本校成績將改採等第制等變革，故教務處來函希望開設基礎課程之相關學系配合修

正其學士班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 

二、 檢附地科系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如附件4（p.A4-1~ p.A4-2），本校學士班學生基礎

課程免修辦法（草案）如附件p.A4-3~ p.A4-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4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院教師評審準則部分條文暨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

規定中本院新聘教師之資格條件乙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檢附本院教師評審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之全文草案如附件5，此次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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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為與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規定中本院新聘教師的資格

條件之規定一致，故於新聘之資格條件中加入科技部(原國科會)研究計畫。 

（二）新增專書論文得為本院新聘及升等得採認之學術著作，並將部分文字予以更明確

之說明。 

（三）刪除續聘考核之落日條款。 

（四）為能順利徵聘優秀研究人員來校，故擬新增若升等申請人學術成就卓越、或有相

關傑出事蹟時，得經系所教評會推薦，且經院教評會同意後，免除升等論文以在

本校現職內出版、刊登或被接受者為限之限制（第9條第3項）。此外，考量到升等

作業尚在進行中，為保障升等申請人之權益，故第9條第3項之修正，擬請同意該

項修正於報校教評會備查通過後，追溯至104年2月1日起生效。 

二、 擬同步修正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規定中本院新聘教師之資

格條件，檢附修正草案如附件6。 

三、 本案已經104年4月24日本院103學年度第7次教評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5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擬成立雲端高速計算中心，其經費配套措施一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因高速計算（HPC，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已為本院師生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為支持並加速相關研究，故本院擬請學校成立高速運算中心。 

二、 為籌設旨揭中心，本院已於103年11月18日，及104年2月5日召開該中心之籌備會，並

依會議決議撰寫旨揭中心之籌建計畫書（詳如附件7）。 

三、 該計畫書除說明緣由（p.A7-1~ p.A7-2）、成立該中心對本院/本校之益處外（p.A7-2~ 

p.A7-3），亦對該中心之設備需求（詳計畫書 參、需求調查，p.A7-3）、經費需求及來

源（詳計畫書 肆、期初建置經費，p.A7-3）、營運計畫（詳計畫書 伍、營運計畫，p.A7-3~ 

p.A7-4）及發展目標（p.A7-4）予以分析。 

四、 旨揭中心所需之期初建置經費預算為1,772萬元，目前擬向校方爭取補助，惟若欲獲得

校方此筆補助，本院於經費上需有相關配套措施，全案經前次會議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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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下列3方案，陳報校長討論各方案之可行性後，再提4月28日臨時院務會議討論。 

        甲案：本案因屬全校共通性之事項，故請學校責成資訊中心成立該雲端高速計算中心。 

乙案：本院 1 年不申請大項儀器設備費，將相關費用轉為雲端高速計算中心之建置費。 

丙案：未來 3 年本校大項儀器設備費補助本院之總額將平均每年減少 500 萬（亦即

從原先約 1,630 萬/年[近 3 年之平均值]，限縮至 1,130 萬/年）。 

五、 本案經報告校長後，校長之意見是：甲案可行性不高，乙、丙2案則尊重學院之意見。 

決議：採丙案。 

附帶決議：須獲得超過五成系所同意後再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申請。 

 

丙、 臨時動議：無。 

丁、 散會（ 14:35 ） 

記錄：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