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官校 106 年下半年度「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106 年下半年度
「校務會議」

地點

黃埔廳

出席人

詳如簽到簿

時間

106 年 12 月 12 日 1600 時

校長陳少將

紀錄

周世傑少校

主持人

●承辦單位喻昭元中校(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主席、各位委員，此次會議校務委員應到 44 員，除主計室主任公
勤、化學系主任及土木系教師代表請事假，實到 41 員，另有 1 員
會議秘書，總人數合計 42 員，已達法定人數，建議召開會議。
●校長張少將回覆：（以下簡稱主席）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與會人數有沒有異議，如果達法定人數且各委員
沒有意見，現在就開始。
●承辦單位報告：
壹、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召開 106 年下半年度「校務會議」
，首先報告
會議程序。
貳、會議程序：（詳如會議程序表）
一、主席致詞：使用時間 5 分鐘。
二、提案議決：使用時間 40 分鐘。
三、臨時動議：使用時間 5 分鐘。
四、主席指(裁)示：使用時間 10 分鐘。
合計使用 60 分鐘，程序是否允當恭請鈞裁。
首先項次一，請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
校務會議為推動校務發展的重要會議，所有提案事項皆為與學校有
關之重大事項，其審查程序及機制較為謹慎，另外今年接受高教司
教育評鑑後，也發現學校的一些缺失，剛好可以利用下半年校務會
議將缺失改進。其次，有關本校重要的發展方向或議題，像是有關
教師權利與義務，也已藉各種機會向校外委員或是在校內廣納意見
後納入重要決策考量，接下來我們就按照程序召開會議。
●承辦單位報告：
壹、提案決議：
現在進行項次二提案議決，本次會議提案計有學務處「校歌歌詞修
訂案」及教務處「陸軍軍官學校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等 2
項提案(如下表)，均經提案審查會審查議決通過後，納入本次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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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施決議，依校務會議設置要點，今日議決方式採逐案表決，
各委員可投「同意票」及「不同意票」，亦可棄票，同意票數須超
過與會委員之半數才算通過，現在實施第一案報告。
項次

提案

提案單位

提案人

1

校歌歌詞修訂案

學務處

蔣祿宏上校

2

陸軍軍官學校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

教務處

周世傑少校

※提案審查：
※提案一：校歌歌詞研討案（學務處）
●提案人學務處長蔣祿宏上校：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本次提案有關「校歌歌詞修訂案」，說明
如下：
一、案由：
(一)委員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106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審查」提出陸軍軍官學校校歌修改乙案，本校已
於 106 年 6 月 29 日上半年校務會議，由大學部提案，結論以
不同意修改 28 票、同意修改 0 票、無意見 3 票，共計 31 票，
會中經表決陸軍軍官學校校歌歌詞不修訂。
(二)近期外界對校歌評論已對本校平靜造成干擾，為凝聚黃埔人對
校歌情感與共識，再次提案徵詢全校師生同仁與校友意見。
(三) 106 年 10 月 25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委員臨時提案」第一案中針對陸軍軍官學校
校歌現今仍保有「黨旗飛舞」之過去威權時代封閉思想及大中
國意識型態等黨國不分之字眼，有違憲法第 138 條軍隊國家化
及軍人超然之意旨。爰建請國防部於 106 年 12 月月底前擬定
本案之處置方向，故本案納入 106 年下半年校務會議由學務處
再次提案，依校務會議程序審議。
二、說明：
(一)本校業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 1610 時召開學務會議，於會中研
討校歌修改提案，參加人員計有各教職員代表、各處室代表、
學指部代表及各學級學生代表等 17 員學務委員，經表決結果
為同意修訂 0 票、不同意修訂 17 票，決議陸軍軍官學校校歌
歌詞不修訂，並納入本校校務會議。
(二)本案已請陸軍軍官學校校友總會針對各期校友調查，總會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106)楷友字第 032 號函覆以：表達堅決反對
修改校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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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委員針對以上報告提出意見討論。
●主席報告：
針對本案，請各位委員可以表達意見或是要補充說明的，包含學指
部的學生亦可表達意見，如果在座沒有委員有意見，那我們實施表
決，在場除本人及秘書外，其餘 40 人均可參加投票。
●承辦單位報告：
同意的請舉手(40 票)、不同意的請舉手(0 票)、無意見 (0 票)，宣
布此案結果，本案同意票 40 票，故本案通過。接續實施第二案「陸
軍軍官學校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提案單位為教務處，請
提案人報告。
※提案審查：
※提案二：陸軍軍官學校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教務處）
●提案人周世傑少校：
一、案由：
陸軍軍官學校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
二、說明：
為確實瞭解陸軍軍官學校校務發展與高等教育趨勢脈動之關
連及校務推動政策之績效，協助提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進而
提供校務決策之參考依據，以達成校務永續發展之目標，特設
立校務研究發展中心。
三、設置要點逐條宣達(如附件)。
四、請各委員實施審查並提供意見。
●主席報告：
第一個，各位委員可以先看到組織圖是否有要補強的地方，還有設
置要點第三條中心執掌第二項，賦予校務研究發展中心研究項目種
類繁多，如果只靠執行長帶領 4 個幕僚執行，研究能量明顯不足。
在作業流程圖裡的研究小組，是指那些人?
●提案人周世傑少校：
報告校長，設置要點裡所提的研究小組就是納編各處室組成的 4 員
幕僚。
●主席報告：
如果是這樣，執行工作會有困難。
●大學部許綜升主任報告：
建議在第四條增加「另針對特定研究議題，得聘研究員若干，執行
專案研究。」這些文字，賦予校務發展中心可聘研究員協助研究工
作之彈性。
第 3 頁，共 6 頁

●主席報告：
爾後可以針對研究議題聘任相關領域的研究員來執行研究工作，另
外在組織圖「執行長」下方以虛線增加研究小組，並在設置要點第
四條最後增加大學部主任建議事項。還有委員有意見嗎?
●教育長報告：
在設置要點第五條「本中心執行長…，由大學部就本校專任教師或
助教中遴選推薦，…由校長指派。」，建議把「助教」改成「助理
教授」，詞意就為完整正確。
●大學部許綜升主任報告：
因專任教師就已包含助理教授，建議直接將「或助教」三字從要點
裡刪除。
●教育長報告：
另外在第六條中心人員執掌應該增加「研究員」執掌內容。
●主席報告：
研究員執掌就是「專案議題研究與分析」。
●物理系黃仁偉主任報告：
做研究可能要製作問卷或是到校外實地訪評，是否該編列專案經費
來支應研究所需?
●教育長報告：
本項經費會由年度教務處經費中檢討支應。
●物理系洪偉清老師報告：
由老師來兼任辦公室執行長並未支領加給，建議可否將教師授課時
數減免清楚寫入設置要點?
●總務處王基原中校報告：
依據國防部「軍事學校軍文職教師軍職教官兼超課鐘點費支給規
定」第七款第六項規定，任務編組之職務未納入教師授課減免，與
規定不相符，建議不要寫入設置要點。
●主席報告：
如果教師兼任研究員的部分是否也考量時數減免?
●物理系洪偉清老師報告：
因研究工作只佔一部份時間，但教師授課時減免都是一整個學期，
給予時數減免較為不妥，建議可以改採別的獎勵方式。
●主席報告：
各位針對洪偉清老師所提事項，還有無意見?如果沒有意見請提案
單位針對修改條文，重新宣達。
●提案單位喻昭元中校報告：
一、設置要點第四條「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長兼任，另置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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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一人協助主任規劃及執行校務發展研究工作，另納編教務
處上尉訓練官、學務處上尉政治作戰官、總務處上尉人事管理
官及資訊圖書中心上尉資訊網路官，合計 6 員，辦理相關行政
及研究業務;另針對特定研究議題，得聘研究員若干，執行專
案研究。」
二、第五條「本中心執行長任期二年，得連任，由大學部就本校專
任教師或助教中遴選推薦 2-4 員教師，後由校長指派」。
三、第六條第三項第七款執掌中增加「研究員：專案議題研究與分
析」
。
四、第八頁於「陸軍官校校務研究發展中心組織」執行長下以虛線
增加增「研究小組(研究員若干)」
。
●通識中心洪篤傑主任報告：
減免時數與設置要點為兩件不同的事情，減免時數係依據國防部
「軍事學校軍文職教師軍職教官兼超課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部
屬本校權責，校務發展中心設置則屬本校權責，建議不要將減免時
數納入設置要點，先單純在校內通過設置要點，至於減免時數部分
再循業管管道解決。
●教育長報告：
由教師來兼任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實質上是辛苦的，建議還是要
循管道爭取授課時數減免，將來也可讓鐘點費支應上有依據。
●主席報告：
本校務研究發展中心為任務編組，依規定目前無法給予時數減免，
如果先寫入設置要點，將來國防部不同意修改「軍事學校軍文職教
師軍職教官兼超課鐘點費支給規定」，那設置要點將在校內引起不
必要之紛爭，所以暫時不寫入設置要點；另請教務處針對此一問
題，呈文司令部協助修改規定，以符合實際需求。如果各委員沒有
其他意見，針對以上討論之共識實施表決。
●承辦單位報告：
同意的請舉手(40 票)、不同意的請舉手(0 票)、無意見 (0 票)，宣
布此案結果，本案同意票 40 票，故本案通過。
●承辦單位報告：
進行項次三臨時動議，請問各委員是否有臨時動議要提出?
●總務處劉健明上校報告：
「陸軍軍官學校教師兼任主管遴選及任免規定」及「任滿八年仍未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管制作為」兩案，因程序問題未及納入本次會
議議決，惟事涉校內教師權益，建議納入明年度上半年校務會議議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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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報告：
進行項次四，主席指(裁)示。
●主席指裁示：
各位主任、委員及老師首先非常謝謝各位出席本次的校務會議，今
天兩個提案均順利表決通過，但第二案後續要完成修訂，同時請教
務處針對教師授課時數減免同步進行呈文上級實施修訂，以利後續
各項工作推動，今日會議到此，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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