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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依大學法第三

十六條規定及施行細則、私立學校法並參照專科學校法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以培植具有自我欣賞能力及自省能力的人

才為目標，冀能成為一所充分啟發學生潛能的一流科技大學。 

 
第 二 章  組織與會議 

第 三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並為本校代表人。 
第 四 條  本校得置學術及行政副校長各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 
第 五 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術單位： 

一、智慧生活應用學院 
（一） 餐飲管理系（科） 
（二）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三） 觀光管理系（科） 
（四） 商務與觀光企劃系（科） 
（五） 生活應用科技系（科） 
（六） 商務暨觀光英語系（科） 
（七） 智慧製造工程系（109 學年度招生） 

二、智能科技學院 
（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科） 
（二） 資訊管理系（科） 
（三） 電機工程所系（科） 
（四） 機電工程所系（科） 
（五）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109 學年度招生） 

            

學院置院長一人，辦理學院事務，得由學院內系主任兼任。 

各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得兼進修部對應系系主任。惟學院所設立          

之系可對應附設專科部之科，合併置系主任一人。 

各學院、系科教育中心得置教師若干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及技術人員

若干人。                   

第 六 條  本校各學院、所、系之設立、變更、合併與停辦，均需報請董事會、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七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處長一人，掌理教務事宜。分設教務綜合業務組、圖書

資訊服務組及校際合作、教學發展、通識教育 3 中心。組置組長一

人，部及中心置主任一人。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由教務長兼任。 

二、學生事務處：置處長一人，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

導、衛生保健、軍訓、護理及體育課程教學等相關事宜。分設生活

輔導組、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衛生保健 3 組及諮商輔導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軍訓室。各組置組長一人，

中心、室置主任一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協助學生之訓育

輔導工作。體育教育中心主任由學務長兼任。 

三、總務處：置處長一人，掌理總務事宜，分設文保、出納、環安與事

務 3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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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處：置處長一人，掌理研究推動與技術合作事宜及得辦理

終身教育及社區大學等業務。分設產學合作與實習就業中心、國際

交流中心及創新育成與校友服務中心。各中心置主任一人。 

五、會計室：置主任一人，綜理會計事務。 

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綜理人事事務。 

七、綜合行政處：置主任秘書一人。分設秘書組，綜理秘書、出版及法

規事務。網路管理暨行政支援組，綜理全校資訊及行政電腦化事宜。

置稽核人員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襄助校長執行學校內部稽核事項。 
 

上列各處、室、中心得視需要置職員及技術人員若干人。 
本校為有效提升辦學特色及業務需求，得依下列規定置副主管一人： 

該一級行政單位設有四個以上之行政單位者，得置副主管一人，但二級

行政單位之專職人員數未達 5 人者不得計入。 

 
第 八 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學及行

政主管代表、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

關人員組成之；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

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

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各代表產生方法如下： 

一、教師代表：由各所系、各中心專任教師推選之，其應選名額依各所

系、各中心所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之人數，按比例分

配之。 

二、軍訓教官代表：一人，由全校軍訓教官推選之。 

三、職員代表：三人，由全校編制內職員推選之。 

四、工友代表：一人，由全校編制內工友推選之。 

五、學生代表：人數以會議總額十分之一為度(不得少於十分之一)，各

學制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之。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學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前項出席人員外，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九 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出席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校務會

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臨時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交議事項。 

第十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程。 

三、院所系科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規則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學單位主管、行政單位主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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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第十二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由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行政單位一級主管、教務

處所屬各組及中心主管組成之。教務處長為主席，討論有關教務組成

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第十三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會議，由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學生事務處所屬各組及中心主管組成之。學生事務處長為主席，討論學

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第十四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由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總務

處所屬各組主管組成之。總務處長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第十五條  本校設研發會議，由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研發

處所屬各中心主管組成之。研究發展處長為主席，討論有關研究發展之

重要事項。 
第十六 條  本校設推廣教育會議，由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及進修推廣部主管組成之，由校長或校長指派之專人為主席，討論有關

推廣教育之重要事項。 
第十七 條  本校設各學院、所系科會議，由各學院院長、各所系科主任及該單位

專任教師組成之。各學院院長、各所系科主任為主席，討論有關本單位

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其他有關之單位事項。 

第十八條  其他單位會議：以該單位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組織之。單位主管為主

席，討論本單位重要工作業務事項。 

各種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或人員列席；有關學生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規章之會議，應邀請學生代表出列席。 

各種會議之功能及組成方式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九條 校級委員會之設置 

委員會之設置須另訂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者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

尊嚴。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校設校、院及所系科三級制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

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不續聘、停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之認

定及其相關重大事項。 

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之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四、自我評鑑推動委員會：定期對校內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

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評鑑。 

五、通識教育委員會：審查本校通識選修科目及課程大綱。 

六、預算審查委員會：完善本校預算之編列與執行程序。 

七、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討論及議決全校有關學生重大獎懲及操行案件。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其組織要點另訂，並依各相關法令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條 本校另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職員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職員遴用、遷調、獎懲、進修、退撫等事項。 
二、產學合作委員會：研議有關產學合作實施之具體方針及規劃。 

三、內部控制委員會：推動及督導校內各單位內部控制制度之規劃、建立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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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協調、建議各項安全衛生工作。 

五、課程規劃委員會：研議審訂本校全校性各學制課程架構、學程設計、通識課程

規劃，並定期檢討或修訂。 

六、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研議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推動、

執行與管考。 

 

第 三 章  各級主管之資格及產生程序 

第二十一條  校長任期，一任四年。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得連任。遴選委員會由委員

九人組成之，其成員包括教師代表五人、職員代表一人、校友代表一

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人、本校董事會代表一人。遴選委員會對於

一般事項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行之。但就候選人資格認定及遴薦之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

委員出席，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校長之去職依私立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校長選

聘及解聘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會審核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或辭職，新任校長尚未完成遴選時，由董事會就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等擇一合格人員代理校長職務，

惟以六個月為限，並需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學術及行政副校長各一，學術副校長由校長遴選教授級教師聘            

兼之。行政副校長由校長遴選校內具有行政專長之副教授級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專任職員擔任或以契约進用校外專業人士擔任，採年聘制。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級主管之產生及資格： 

一、教務處處長、學生事務處處長及研究發展處處長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但教授人數佔全校教師人數未達百分之十時，得以副教授

兼任。 

二、主任秘書、總務處處長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三、各教學單位主管：學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所系科主任自

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四、軍訓室主任由校長就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中擇聘之。 

五、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分別依相關法令規定聘兼或派任。 

六、各一級單位副主管，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七、各行政單位二級主管，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第二十四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主管遴聘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  副校長及其他校長聘任之非教學單位一級主管，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

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 四 章    教職員工聘用 

第二十六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其職責為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 
第二十七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其聘

任方式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相關規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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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依本校教師評鑑、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辦理。其辦法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

定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一、本校為提昇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水準，得設置講座由教授主

持， 其設置辦法另訂，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與校務會議通過，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二、得延聘客座教師至校講學或研究，其辦法另訂，經行政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得延聘專案約聘教師，其辦法另訂，經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校得延聘專業及技術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聘任及 

升等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其聘任及升等事項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 
第三十二條  本校各處分組或部、中心辦事者，各組或部、中心所置組長或主任，

得由講師以上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其中生活

輔導組長得由「少校」階以上之軍訓教官兼任之，或由職員擔任之。              

各單位所置職員，包括專門委員、秘書、專員、組員、辦事員、書記、

管理員、輔導員、技正、技士、技佐、護士等人員，並得視業務需要

增置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職員依相關法令規定派任，均採公開方式甄選，由校長依法派任

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及資遣依本校之教職員工退休及撫卹、資遣辦

法辦理。其辦法另訂之。 
 

第 五 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 

第三十五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各學制學生得合併或各自組成之，處理學生在校

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並得請求學校代收自治團體會費。其組

織辦法另訂，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增進師生溝通效果，得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

選舉代表若干人，依下列會議性質出席或列席會議： 

一、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以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為度(不得少

於十分之一)，各學制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之。 

二、教務會議：各學制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之。 

三、學生事務會議：各學制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之。 

四、課程規劃委員會：各學制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之。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本校各單位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九條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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