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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參考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及本校

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訂定本系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大 36，

成 23） 

第二條：本系以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服務社會及促進科技發展為宗旨。（大 1，成 2） 

第三條：本系在學術自由之保障下，從事教學、研究、輔導及社會服務。（大 1，成 3）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四條：本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對外代表本系。其產生方式另訂『國立成功大

學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續聘及解聘辦法』辦理之。（大 13，成 28） 

第五條：本系因業務需要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處理系務。（大 13） 

第六條：本系置實習工廠主任一人，協助主任辦理實習工廠業務，並協助主任、副主

任處理系務。（成 10） 

第七條：本系設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置教師若干人，並得視需要置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助教及工友若干人，名額依有關規定辦理。（成 6） 

第八條：本系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公用儀器室 

化工實習工廠 



電腦教室 

上列各單位得視需要置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若干人。 

第九條：本系因教學、研究、輔導及社會服務之需要設下列委員會，負責研議及協辦

系務會議或主任委託之相關業務： 

一、學生事務委員會：學生生活、課務、就業等之輔導，大學部招生之宣導，學士班

及跨碩博士班獎助學金之審查及推薦標準，轉系之審查，學分

抵免之審核等事項。 

二、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有關研究生入學甄試、轉入本系碩士班與博士班之審查、學

分抵免之審核、碩博士班獎助學金、學位考試、論文資格、

畢業資格等事項。 

三、經費及空間委員會：本系經費運用、規劃及相關辦法制定，以及空間管理、環境

衛生與安全規範及相關辦法制定。 

四、儀器委員會：公用儀器、貴重儀器、電腦室及網路之維護使用辦法。 

五、課程委員會：課程之規劃、新開課程之審核、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課程助教工

作之分配辦法。課程之規劃、新開課程之審核、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

金課程助教工作之分配辦法與校外實習相關業務諮詢。 

 

六、國際事務委員會：對外學術單位聯絡窗口，處理有關外籍生招生、招生簡章訂定、

入學資格審核、獎學金分配、TA 或 RA 工作分配、生活輔導、

外國學者參訪接待等事項。  

七、研究發展委員會：蒐集化工相關領域發展狀況，未來本系發展方向，建教合作之

推動。 

八、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蒐集各項榮譽資料並推薦本系師生申請各項榮譽獎項事宜。 

九、系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甄選系友傑出成就獎人選事宜。 

十、系友事務委員會：處理系友事務事宜。 

十一、諮詢委員會：對重大系務工作，如認證、評鑑、系務發展等事項，提供建言與

諮詢，俾供系務推動及發展之參考。 

以上一至六項委員會每年由每位專任教師（不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上

者）依志願優先次序填選；但在校休假老師得自由參加，每位老師以參加兩項

為原則。系主任為各委員會當然委員，上一屆各委員會之召集人為該委員會之

當然委員。 

每個委員會之人數（除系主任外）以下列計算所得之數（小數點近位為整數）

為原則；除主任以外之教師數目乘以應參加之委員會數目除以委員會數目。委

員會之成員依教師之志願優先次序分配，若遇超額時以抽籤決定之。各委員會

召集人由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推選，任期一年，不得連任，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

得改選之。但系主任非必要時，以不擔任召集人為原則。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

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本系因實際需要，經系務會議通過，得增設、

變更或撤消各委員會，並同時修改本規程有關條文不受第二十七條限制。 



研究發展委員會及系友事務委員會之成員由系主任任聘之(其委員可為系上專

任教師或退休教師)。 

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之成員由曾任系主任且未有校外專職之教師組成之，召集

人以最近卸任之系主任為原則。 

系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 

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已於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系務會議通過）。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已於一百年十月十七日系務

會議通過）。 

 

第十條：本系設系務會議，為系務最高決策會議，系務會議代表由本系專任教師（不

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上者）組成，系主任為主席，議決本系教學、輔

導、研究、總務及其他有關系內事務事項。 

但亦得由專任教師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臨時系務會議，系主任應於一星期

內召開。系務會議須有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議決。遇有重大議案時（如解聘等）須有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議決。重大議案由系務會議議定之。 

本系務會議得有職員、助教及學生代表出席參加，職員及助教互選代表二人，

大學部學生代表二人，研究所學生代表一人。系主任得通知學生列席。 

 

第三章  系主任、副主任、工廠主任、其他代表之資格及產

生程序 

 

第十一條：本系系主任之產生，由本系于系主任屆滿前三個月前成立推選委員會，公

開徵求推薦人選，最後依票數高低推薦 1-2位系主任人選，並依行政程序報請

院長轉請校長聘任之。本系推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系主任之推選續任方

式，由系務會議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續聘及解聘辦

法』規定之，此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轉呈校長

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成 28)副主任、工廠主任由系主任商請，經院長

報請校長聘用。 

第十二條：系主任須具備教授資格，副主任、工廠主任須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系主

任任期為三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副主任、工廠主任應配合主任之更替辭

去兼職。但如經新主任續予推薦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三條：本系之院務代表、校務代表及其他由本系推薦之院校各類委員會委員之候

選人等，由本系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之，符合規定之專任教師（不

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上者）為當然候選人。 



第十四條：本系之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碩士班甄試入學委員會、博士班招生入學委

員會，皆由本系專任教師（不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上者）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選舉之，符合規定之專任教師為當然候選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第四章  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之等級及聘用 

 

第十五條：本系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大 17，成 31） 

第十六條：本系設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

聘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由系務會議自專任教授（不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上者）

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十四人為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本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大 20，成 32） 

第十七條：本系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依教師聘任

辦法辦理。初審由系教師評審委員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初審辦法由系務會議通

過後，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施行。（大 18，成 33） 

第十八條：為提昇本系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品質，本系另訂教師評量要點進行評

鑑。該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大 21) 

第十九條：本系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

不續聘，聘期中由本系主動解聘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為之停

聘。本系教師之續聘，由系主任循行政程序辦理之。初聘者前兩年之聘期為一

年，第三年以後之續聘為二年。本系教師之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依教師聘任辦

法辦理之。教師不服解聘、停聘及不續聘處置者，得向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大 22，成 34) 

第二十條：本系教師之長期聘任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之。本系教師之長期聘任者，其

聘期至年滿六十五歲止。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形，經系務會議議決三分之二

出席，三分之二同意並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成

35） 

第二十一條：本系教師之升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本系之升等初審辦法由系

務會議通過後，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核定後施行。 

第二十二條：本系教授年滿六十五歲，符合『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

服務案件處理要點』第四點關訂基本條件及特殊條件之一者，得由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依相關規定推薦傑出者延長聘期，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延長

聘期一年， 逐年辦理之，至多延長至七十歲止。延長聘期之教師不得兼任本

校之學術或行政主管。（成 37） 

第二十三條：本系為教學、研究及相關工作之需要，得置助教協助之。助教之設置要



點及管理辦法另訂之。(成 41) 

第二十四條：本系職員之分級、任免、敘薪、考核、升遷、獎懲、申訴、退休、撫卹

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其餘有關細則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另

訂之。本規程所稱職員包含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成 42)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 

 

第二十五條：本系得設系學會，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可合併或各自成立，處理大學部

及研究生本身之事務，系主任為指導老師，本系學生為會員。系學會並得推選

代表出列席與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各種系內會議，其組織辦法另訂。大

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列席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大 33，成 43、44、

45） 

 

第二十六條：本系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社團，從事課外活動，其相關辦

法依學校規定辦理。（成 46、47、48）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本規程之修訂，須經系務會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第二十八條：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本規程與學校組織規程及有關法律、辦法抵觸時，應儘速核定於一個月

內完成修訂工作。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組織規程修正說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 

本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對外代表
本系。其產生方式另訂『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續聘及解聘
辦法』辦理之。（大 13，成 28） 
 

第四條： 
本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對外代表
本系。其產生方式另訂『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辦理
之。（大 13，成 28） 
 

⚫ 系主任推選辦法更名。 

第九條 

擷取部分條文 

三、經費及空間委員會：本系經費運
用、規劃及相關辦法制定，以及空間管
理、環境衛生與安全規範及相關辦法制
定。 

四、儀器委員會：公用儀器、貴重儀器、
電腦室及網路之維護使用辦法。 

……… 

以上一至六項委員會每年由每位專任
教師（不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
上者）依志願優先次序填選；但在校休

第九條 
擷取部分條文 
三、經費運用委員會：本系圖儀經費及
其他經費之運用辦法及規劃事項，受託
案件之收費標準。 

四、系館管理委員會：系館之管理辦法
及運用之規劃事項。系館之安全、維護
及污染防治等辦法。 

五、儀器委員會：公用儀器、貴重儀器、
電腦室及網路之維護使用辦法。 

……. 
以上一至七項委員會每年由每位專任教
師（不含該年度休假、借調等半年以上

⚫ 兩個委員會從111學年度

合併 

⚫ 條文依序變動調整 

⚫ 原先七個委員會變更為

六個委員會 

⚫ 修改對應條文 



假老師得自由參加，每位老師以參加兩
項為原則。系主任為各委員會當然委
員，上一屆各委員會之召集人為該委員
會之當然委員。 

每個委員會之人數（除系主任外）以下
列計算所得之數（小數點近位為整數）
為原則；除主任以外之教師數目乘以應
參加之委員會數目除以委員會數目。委
員會之成員依教師之志願優先次序分
配，若遇超額時以抽籤決定之。各委員
會召集人由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推選，任
期一年，不得連任，因故無法擔任召集
人，得改選之。但系主任非必要時，以
不擔任召集人為原則。本條文所列委員
會之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本系因實際需要，經系務會議通
過，得增設、變更或撤消各委員會，並
同時修改本規程有關條文不受第二十
七條限制。 

者）依志願優先次序填選；但在校休假
老師得自由參加，每位老師以參加兩項
為原則。系主任為各委員會當然委員，
上一屆各委員會之召集人為該委員會之
當然委員。 

每個委員會之人數（除系主任外）以下
列計算所得之數（小數點近位為整數）
為原則；除主任以外之教師數目乘以應
參加之委員會數目除以委員會數目。委
員會之成員依教師之志願優先次序分
配，若遇超額時以抽籤決定之。各委員
會召集人由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推選，任
期一年，不得連任，因故無法擔任召集
人，得改選之。但系主任非必要時，以
不擔任召集人為原則。本條文所列委員
會之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本系因實際需要，經系務會議通過，得
增設、變更或撤消各委員會，並同時修
改本規程有關條文不受第二十六條限
制。 

第十一條 
本系系主任之產生，由本系于系主任屆
滿前三個月前成立推選委員會，公開徵
求推薦人選，最後依票數高低推薦 1-2
位系主任人選，並依行政程序報請院長
轉請校長聘任之。本系推選委員會之組
織、作業及系主任之推選續任方式，由
系務會議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
學系系主任推選、續聘及解聘辦法』規
定之，此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轉呈校長核備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成 28)副主任、
工廠主任由系主任商請，經院長報請校
長聘用。 

第十一條 
本系系主任之產生，由本系于系主任屆
滿前三個月前成立推選委員會，公開徵
求推薦人選，最後推選一人報請工學院
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之。本系推選委員
會之組織、作業及系主任之推選續任方
式，由系務會議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化
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規定之，
此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務會議通
過後，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成 28)副主任、工廠主任由系主任
商請，經院長報請校長聘用。 

⚫ 系主任推選人數依辦法

規定提出修正。 

⚫ 系主任推選辦法條文名

稱更正 

第十七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
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依教師聘任辦法
辦理。初審由系教師評審委員辦理，審
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審。初審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
後，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後施行。（大 18，成 33） 

第十七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
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依教師聘任辦法
辦理。初審由系教師評審委員辦理，審
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初審辦法由系務會議制
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後施行。（大 18，成 33） 

⚫ 增加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審。 

⚫ 修改用詞 

第二十一條 
本系教師之升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
辦理。本系之升等初審辦法由系務會議
通過後，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核
定後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系教師之升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
辦理。本系之升等初審辦法由系務會議
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核備
後施行。（大 20，成 36） 

⚫ 修改用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