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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核定本)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學術單位分設學

院、系(科、學位學程)及中

心，其設置詳如附表一「國立

虎尾科技大學各學術單位設置

一覽表」。 

上列各學術單位之設立、變更與

停設，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本規程附表一

應於教育部核定後隨同變更，

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第三條  本校學術單位分設學

院、系(科)及中心，其設置詳

如附表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各學術單位設置一覽表」。 

上列各學術單位之設立、變更與

停設，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本規程附表一

應於教育部核定後隨同變更，

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1.內容修正。 

2.配合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0 日臺教技(一)字

第 1070106577 號函同

意本校設立「航空維

修學士學位學程」修

正部分文字。 

第二十八條  各系(科、學位學

程)置系主任(科主任、學位學

程主任)一人，辦理系務，由各

該系務會議就副教授以上教學

人員中選出二人，報請校長擇

聘之；新奉准設立之系主任，

由校長擇聘之。 

各系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者，

得設置副主任一人，輔佐系主

任推動學務，其任期配合系主

任之任期，由該系主任就該系

副教授以上教學人員中提請校

長聘兼。 

前項所稱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

者，係指具備下列條件者： 

一、所屬專任教師總數達三十

人以上者。 

二、日間部學生數達六百人以

上或日夜間部學生數達七

百五十人以上者。 

系主任、副主任之任期以三年為

第二十八條  各系置系主任一

人，辦理系務，由各該系務會

議就副教授以上教學人員中選

出二人，報請校長擇聘之；新

奉准設立之系主任，由校長擇

聘之。 

各系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者，

得設置副主任一人，輔佐系主

任推動學務，其任期配合系主

任之任期，由該系主任就該系

副教授以上教學人員中提請校

長聘兼。 

前項所稱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

者，係指具備下列條件者： 

一、所屬專任教師總數達三十

人以上者。 

二、日間部學生數達六百人以

上或日夜間部學生數達

七百五十人以上者。 

系主任、副主任之任期以三年為

原則，得連任一次，其產生、

1.內容修正。 

2.配合新設「航空維修

學士學位學程」，增

訂學位學程主任之資

格，並依大學法第 13

條第 1 項：「......

大學並得置學位學程

主任，辦理學程事

務。」、同條第 2 項

第 2 款：「系主任、

所長及學位學程主

任，依該校組織規程

規定之程序，就副教

授以上之教師中選

出，報請校長聘請兼

任之。」，及同條第

4 項：「院長、系主

任、所長、學位學程

主任與副主管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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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原則，得連任一次，其產生、

續聘、解聘程序在各系系務規

(章)程中訂定，經校長核備後

發布實施。 

依系科(學位學程)行政合一原

則，已設立系之科 (學位學

程)，不另置科主任(學位學程

主任)，由系主任兼任之，任期

配合系主任之任期。 

續聘、解聘程序在各系系務規

(章)程中訂定，經校長核備後

發布實施。 

依系科行政合一原則，已設立系

之科，不另置科主任，由系主

任兼任之，任期配合系主任之

任期。 

期、續聘、解聘之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於大學組織規程

定之。」等規定增修

部分文字。 

第三十二條  本校並設下列各種

會議： 

一、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國際產學服務處處長、圖書

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中心主任、校務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環保及安

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教學

發展中心中心主任、職涯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智能機械

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

心中心主任、各系(科、學位

學程)主任、附設進修學院校

務主任組成，校長為主席，

第三十二條  本校並設下列各種

會議： 

一、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國際產學服務處處長、圖書

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中心主任、校務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環保及安

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教學

發展中心中心主任、職涯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智能機械

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

心中心主任、各系(科)主

任、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組成，校長為主席，討論本

1.內容修正。 

2.配合新設「航空維修

學士學位學程」，修

正相關會議組成成

員。 

3.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業

務因有關教師教學研

發及學生課程資源等

相關整合業務，故新

增教務會議組成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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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及規

定，必要時校長得指定有關

人員列席。 

二、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圖書館館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體育室主

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

心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各系(科、學位學

程)主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

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列席，教務長為主席，

討論教務重要事項。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長、進修推廣部

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中心主

任、各系(科、學位學程)主

任、導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

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

列席，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研討規劃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校重要行政事項及規定，必

要時校長得指定有關人員列

席。 

二、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圖書館館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體育室主

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

心中心主任、各系(科)主

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

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

列席，教務長為主席，討論

教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長、進修推廣部

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中心主

任、各系(科)主任、導師代

表及學生代表組成，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研討規劃學

生事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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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總務會議：由總務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環保

及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

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中心

主任、各系(科、學位學程)

主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總務長為主席，討

論總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五、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國際長、國際產學

服務處處長、進修推廣部主

任、智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中心主

任、各系(科、學位學程)主

任及教師代表組成，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研發

長為主席，討論研究發展處

四、總務會議：由總務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環保

及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

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中心

主任、各系(科)主任、教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必要

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總

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

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五、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國際長、國際產學

服務處處長、進修推廣部主

任、智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中心主

任、各系(科)主任及教師代

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列席，研發長為主席，

討論研究發展處所掌理之重

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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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掌理之重要事項。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六、國際事務會議：由國際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

院長、各系(科、學位學程)

主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國際長為主席，討

論國際事務處所掌理之重要

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七、產學合作會議：由國際產

學服務處處長、研發長、智

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

系(科、學位學程)主任、業

界代表及校長遴聘之代表組

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

列席，國際產學服務處處長

為主席，討論國際產學服務

處所掌理之重要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八、進修推廣會議：由進修推

廣部主任、教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體育室主任、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六、國際事務會議：由國際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

院長、各系(科)主任、教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必要

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國

際長為主席，討論國際事務

處所掌理之重要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七、產學合作會議：由國際產

學服務處處長、研發長、智

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

系(科)主任、業界代表及校

長遴聘之代表組成，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國際

產學服務處處長為主席，討

論國際產學服務處所掌理之

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八、進修推廣會議：由進修推

廣部主任、教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體育室主任、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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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語言

教學中心中心主任、各系

(科、學位學程)主任及學生

代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進修推廣部主

任為主席，討論進修推廣重

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九、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

長、各系(科、學位學程)主

任及專任教師代表（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組成。院長為

主席，討論有關本學院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其

他院務事項。 

十、系(科、學位學程)、室、

中心務會議：由各該單位專

任教師、職員組成，並得邀

請學生代表一至三人列席。

以各該單位主管為主席，討

論各該單位重要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二次，必要時得

加開臨時會議。 

十一、處、館、室、中心、部

務會議：以各該單位主管為

主席，討論各該單位有關事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語言

教學中心中心主任、各系

(科)主任及學生代表組成，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進修推廣部主任為主

席，討論進修推廣重要事

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九、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

長、各系(科)主任及專任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組成。院長為主席，討

論有關本學院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及其他院務事

項。 

十、系(科)、室、中心務會

議：由各該單位專任教師、

職員組成，並得邀請學生代

表一至三人列席。以各該單

位主管為主席，討論各該單

位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

開二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

會議。 

十一、處、館、室、中心、部

務會議：以各該單位主管為

主席，討論各該單位有關事

項。 

前項第一款行政會議下設校園景

觀規劃暨審議委員會、建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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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前項第一款行政會議下設校園景

觀規劃暨審議委員會、建築空

間管理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其

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

政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各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經行

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

施。 

本校得設與教學研究、社會服務

及校務發展有關之其他會議，

其功能及組成方式由校務會議

訂定。 

間管理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其

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

政會議交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各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經行

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

施。 

本校得設與教學研究、社會服務

及校務發展有關之其他會議，

其功能及組成方式由校務會議

訂定。 

第三十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

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校設

校、院、系(科、學位學程)

中心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其中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但若本校任一性

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者，不在此限，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經

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

實施。 

(第 2款至第 6款) 略 

(第二項) 略 

第三十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

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校設

校、院、系(科)中心三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其中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但若本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

不在此限，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經核定後實施。 

(第 2款至第 6款) 略 

(第二項) 略 

1.內容修正。 

2.配合增設「航空維修

學士學位學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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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

級，其聘任由系(科、學位學

程)、室、中心及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之。教師之權利義務依教師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

級，其聘任由系(科)、室、中

心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聘任之。教師之

權利義務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1.內容修正。 

2.配合增設「航空維修

學士學位學程」修

正。 

附表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學術單位設

置一覽表 

學

院

別 

系所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１資訊工程系（含碩士

班） 

２電機工程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３光電工程系（含光電與

材料科技博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４電子工程系（含碩士

班） 

工

程

學

院 

１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２機械設計工程系（含碩

士班）、精密機械工程

科 

３動力機械工程系（含機

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附表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學術單位設

置一覽表 

學

院

別 

系所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１資訊工程系（含碩士

班） 

２電機工程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３光電工程系（含光電

與材料科技博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４電子工程系（含碩士

班） 

工

程

學

院 

１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

系（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２機械設計工程系（含

碩士班）、精密機械

工程科 

３動力機械工程系（含

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

1.依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0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106577 號函同意

本校設立「航空維修

學士學位學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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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４自動化工程系（含碩士

班） 

５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含

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

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６車輛工程系（含碩士

班） 

７飛機工程系（含航空電

子組、機械組、航空與

電子科技碩士班）、航

空維修學士學位學程 

管

理

學

院 

１工業管理系（含工業工

程與管理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２資訊管理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３財務金融系（含碩士

班） 

４企業管理系（含經營管

理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文

理

學

院 

１應用外語系 

２生物科技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３多媒體設計系（含數位

內容創意產業碩士班） 

４休閒遊憩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通識教育中心 

語言教學中心 

備

註 

本表自一○七年八月一日

生效 

班、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４自動化工程系（含碩

士班） 

５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含材料科學與綠色

能源工程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６車輛工程系（含碩士

班） 

７飛機工程系（含航空

電子組、機械組、航

空與電子科技碩士

班） 

管

理

學

院 

１工業管理系（含工業

工程與管理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２資訊管理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３財務金融系（含碩士

班） 

４企業管理系（含經營

管理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文

理

學

院 

１應用外語系 

２生物科技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３多媒體設計系（含數

位內容創意產業碩士

班） 

４休閒遊憩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通識教育中心 

語言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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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本表自一○七年八月一

日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