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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第 7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會員學校卸任校長歡送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5時 0分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7樓第 1會議室（臺中市國光路250號） 

全體會員人數：150人，過半數出席人數：76人                           

實際出席人數：84 人(親自出席 53 人，委託出席 31 人) 

李嗣涔、陳泰然(李嗣涔代)、吳重雨、林進燈(吳重雨代)、蔣偉寧(劉振榮

代)、劉振榮、張國恩、鄭志富(張國恩代)、賴明詔、黃煌煇(賴明詔代)、

蕭介夫、葉錫東、蘇玉龍、楊弘敦、蔡秀芬、李國添、林三賢(李國添代)、

吳志揚、吳財福(吳志揚代)、梁賡義、許萬枝(梁賡義代)、黃文樞、張瑞

雄(黃文樞代)、許和鈞、蕭文(許和鈞代)、陳松柏、簡恩定(陳松柏代)、

張惠博、林明德(張惠博代)、林新發、劉慶中、蔡典謨、梁忠銘(蔡典謨代)、

楊永斌、侯春看、周榮泉、李祖添、芮祥鵬(李祖添代)、陳振遠、許孟祥(陳

振遠代)、林振德、莊賦祥、張信良(莊賦祥代)、高俊雄、黃永旺(高俊雄

代)、黃光男、張浣芸(黃光男代)、黃秀霜、尹玫君(黃秀霜代)、李明仁、

侯崇文、黃秀梨、彭向陽(黃秀梨代)、林宜信、趙涵捷、古源光、王隆仁(洪

明輝代)、洪明輝、李淙泊、林田壽、蕭泉源、王瑩瑋(蕭泉源代)、楊思偉

(許天維代)、許天維、黃英忠、莊寶鵰(黃英忠代)、張永明、方俊雄、艾

和昌、陳明堂(艾和昌代)、李隆盛、辛錫進(余瑞芳代)、余瑞芳、陳坤盛(張

天任代)、張天任、朱宗慶、張中煖(朱宗慶代)、容繼業、潘江東(容繼業

代)、李金振、邱垂正(李金振代)、賴振昌、張延廷、李鉄生(張延廷代) 

請假人數：66人 

包宗和、吳思華、蔡連康、徐聯恩、陳力俊、鄭建鴻、葉銘泉、李  誠、

林磐聲、馮達旋、李清潭、李國誥、郝鳯鳴、王瑞瑤、楊維邦、陳建良、

吳政穎、戴嘉南、王惠亮、譚大純、周台傑、黃嘉雄、鄭崇趁、李勝雄、

王玉玲、魏百祿、姚立德、樊國恕、楊清田、陳希舜、彭雲宏、廖慶榮、

莊陽德、李肇修、鄭德淵、陸佳暉、劉豐榮、沈再木、何之邁、薛富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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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柏青、盧永華、戴昌賢、陳朝圳、吳聰義、謝俊宏、張宏吉、鄭淵全、

鄭秀珠、林昆旺、王孟輝、周照仁、呂學信、葉榮華、蘇文仁、沈易利、

張武隆、林劭仁、孫路弘、洪集輝、李麒麟、林純如、周守民、王慈娟、

蔡纓勳、徐緯民 

列  席：本會田月玲專門委員 

主  席：蕭理事長介夫 (李常務理事嗣涔代理)            記錄：林秀芬 

 

壹、報告事項 

確認上次第 7屆第 1次會員大會（99年 1月 13日）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

情形報告（附件 1）。 

 

貳、99 年度業務重點工作報告： 

一、理監事之任期及異動： 

（一）本協會置理事 15位、監事 5位，本（第 7）屆理、監事之任期至 101

年 1月 31日止。 

（二）第 7 屆理、監事現任理、監事名單臚列如下： 

1、5位常務理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思華校長 、吳重雨校長、李祖添校長、李嗣涔校長、 

蕭介夫校長、賴明詔校長  

2、常務監事：楊思偉校長 

3、15位理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思華校長、吳重雨校長、李祖添校長、李隆盛校長、 

李嗣涔校長、林振德校長、陳希舜校長、黃文樞校長、 

黃光男校長、黃秀霜校長、黃英忠校長、楊弘敦校長、 

蔣偉寧校長、蕭介夫校長、賴明詔校長  

4、5 位監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古源光校長 、吳志揚校長、李國添校長、林新發校長、 

楊思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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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方面： 

（一）本協會期初累積餘絀 3,800,776元，截至 99年 12月 31日止，經費收

入 924,426元，經費支出 782,622元，餘絀為 141,804 元。另「發

展基金」新台幣 2,450,000元整（不可動支）及「準備基金」新台幣

481,026元整，合計新台幣 2,931,026元整。 

（二）99年度經費收入為 924,426元，包括常年會費計收 50所會員學校共

新台幣 750,000元。並依規定提列準備基金計新台幣 46,221元整，

援例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入華南銀行，採機動利率，其孳息非經理事會

同意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三）本協會「98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

報作業，業於 99年 5月 31日函送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本會 98

年度決算，收入為新臺幣 803,788元，支出為新臺幣 595,072元，已

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項第 8款：「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

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免稅之規定。 

三、一般行政事項： 

（一）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與印度大學協會 99年 3月 10日簽

訂合作交流協議書，簽約儀式在教育部舉行，本會理事長蕭介夫校長

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與

印度代表共同見證，未來將透過此合作關係，增加對印度大學之了解。 

（二）本會理事長蕭介夫校長於 99年 4月 7日至 9日參加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辦理台灣高等教育代表北京訪問團，由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張昌吉理事

長領隊，其團員包括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會程海東校長、私立技

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校長、教育部高教司中華青年交流協會黃

榮護秘書長、鄭婷文副秘書長、教育部高教司何卓飛司長、廖高賢科

長、黃淑芳專員。本次參訪主要商談議題為：1.兩岸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調控機制(磁吸效應)。2.台灣的高校查驗陸生報考資格(如學歷真

偽)或取得陸生成績(如「高考→欲報考學士班」、「統考→欲報考碩

士班」或在校學業成績)的平台。3.台灣的大專校院成立招收陸生聯

合招生委員會後，與大陸的對口單位及交流模式。4.簡化兩岸審核陸

生來臺程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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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於 99年 4月 23日辦理第 7屆理監事與教育部高教司何卓飛司長

座談，座談主題：1.第 8次全國教育會議；2.開放陸生來臺及大陸學

歷採認政策。 

（四）本協會會員學校國立陽明大學吳妍華校長於 98年 11月 30日卸任(98

年 12月 1日至 99年 7月 31日代理校長)及國立宜蘭大學江彰吉校長

99年 7月 31日卸任，本協會於 99年 6月 25日假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館 7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歡送茶會暨歐洲古老大學聯盟執行長 Inge 

Knudsen演講及座談會，活動圓滿順利。 

（五）本會於 99年 11月 26日辦理第 7屆理監事與國際科學理事會李遠哲

預選理事長(100年就任)、2位現任副理事長(前芬蘭大學校長 Kari 

Raivio教授及日本日本東京大學廣域科學生命環璄科學系及人文科

學研究所教授黑田玲子教授)及執行主任陳德亮教授座談。 

（六） 99年度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及空軍航空

技術學院申請加入本協會，已正式成為本會會員，本會目前會員學校

共 51校，會員 150位。 

四、研討會辦理情形： 

（一）本會 99 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計有 8 項計畫提出申請，經本會第 7

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審議後，委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補助 15萬元

整)、國立成功大學(補助 10 萬元整)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補助 15 萬

元整)三校承辦。舉辦高等教育研討會情形如下： 

1、委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舉辦「兩岸科技大學校長論壇」，已於 99

年 8月 2日圓滿完成。 

2、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舉辦「大學教與學研討會」，於 99 年 11 月 16

日圓滿完成。 

3、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辦「高等教育論壇─少子化趨勢下，大

學教育對象與角色功能的轉型策略」，已於 99年 12月 15日圓滿

完成。 

（二）99學年度(建國百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輪由本會主辦，由國立

中興大學承辦，該校於 99年 8月 17日邀集私立大學校院協會與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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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協會理事長，及三協進會代表(本協會由國立中山大學楊弘

敦校長代表)召開籌備會，決議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與全國技專校院校

長會議合併辦理；下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由本學年度全國技

專校院校長會議負責學校台灣科技大學辦理，嗣後由三個協進會輪流

主辦。因 99 學年度適逢建國百年，會議名稱特別訂為建國百年全國

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訂於 100年 1月 11至 12日舉行。         

 

參、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本會 99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案，請審議案（附件 2、3）。 

說    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 17 條第 7 款規定，理事會職權之一為：「擬定年度工

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二、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9 業提送第 7屆理、監事審查通過，擬依本會

「章程」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提請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修正後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本會 100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請審議案（附件 4、5）。 

說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依本會章程第 17條第 7款規定提經第 6屆

第 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本會章程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

規定，提請本次會員大會議議決。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有關教育部函請本會敦請會員學校校長合署向諾貝爾委員會推薦證

嚴法師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98年 11月 19日台文(一)字第 0980196990A號書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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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旅居舊金山地區僑界人士向舊金山辦事處表示，鑒於證嚴法師創

立之慈濟基金會在國內外推動各項慈善事業及急難救助工作，廣受

國際社會肯定，建請政府積極協調妥適團體或個人協助提名證嚴法

師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當能有助提昇我國國際能見度。諾貝爾

委員會每年均致函各國學術機構，大學教授、科學家、前諾貝爾獎

得主及國會議員等人士推薦來年之諾貝獎候選人，另經初步查詢結

果，推薦人選條件之一可為大學校長、人文科學系所、法學院所、

神學院系所教授等。教育部除另函我駐瑞典代表處文化組了解諾貝

爾獎運作機制及相關提名程序與具體建議外，俟有結果即函知供

參，仍請本會敦請會員學校校長合署向諾貝爾委員會推薦證嚴法

師，藉利發揮整體力量。 

二、 本會以 98年 11月 26日國協字第 0980018號函，將上揭來函轉知各

會員學校卓參。教育部 99年 8月 25日復以台文(一)字第 0990139827

號函請本會將評估意見報部憑處。經本會秘書組與教育部承辦人員

連繫以了解相關提名程序，該承辦人員表示諾貝爾和平獎係由該獎

項評委會發出推薦邀請，並非任何人均可提出推薦，請本會先行詢

問會員學校有關此案之意願及提供其他建議，若本會贊同此案，再

由教育部連繫相關單位，協商本案作業進行事宜。 

辦    法：通過後，函知教育部本會決定。 

決    議：同意連續三年推薦。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國立空中大學 

案    由：有關「高教技職簡訊」增編「數位學習專欄」建議案，請討論。 

說    明：教育部推動大專院校數位學習已多年，各校參與數位學習之情形已

逐漸成熟並頗有成效。目前教育部刻正規劃民國 101 年至 105 年之

「數位學習白皮書」，將針對我國數位學習的推動提出具體計畫。為

能使更多大專院校掌握政府在數位學習之發展方向，建議於「高教

技職簡訊」中增編「數位學習專欄」。 

辦    法：建議「數位學習專欄」邀請各數位學習推動有成之學校，分享其數

位學習發展之經驗，以促進各校之交流學習。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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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歡送下列會員學校卸任校長： 

一、國立成功大學賴明詔校長(自 100 年 2 月 1 日卸任) 

二、國立交通大學吳重雨校長(自 100 年 2 月 1 日卸任) 

三、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李祖添校長(自 100 年 2 月 1 日卸任) 

四、國立體育大學周宏室校長 (自 99 年 2 月 1 日卸任，代理校長至 99 年 7

月 31 日)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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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暨執行情形 

時間：99 年 1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4時 30分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行政大樓第 1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主  席：李理事長嗣涔                            

全體會員人數：142 人，過半數出席人數：72 人 

實際出席人數：78 人(親自出席 49 人，委託出席 29 人) 

    李嗣涔  陳泰然  包宗和（陳泰然代）  吳思華  蔡連康(吳思華代)   

陳文村  張石麟  葉銘泉  吳重雨（林進燈代）  林進燈  郭義雄     

張國恩(郭義雄代)  李國添(林三賢代)  林三賢  李國誥  吳妍華 

    許萬枝(吳妍華代)  陳松柏  吳政穎  簡恩定(吳政穎代)  林新發  黃嘉雄  

楊志強(林新發代)  李祖添  芮祥鵬  姚立德(芮祥鵬代)  周宏室(洪得明

代)  洪得明  黃光男  張浣芸(黃光男代)  陳希舜  彭雲宏  侯崇文（何

之邁代）  何之邁  張中煖(楊其文代）  楊其文  曾憲政  蘇宏仁  倪進

誠(蘇宏仁代) 

    李隆盛  辛錫進  余瑞芳（辛錫進代）  黃文樞（張瑞雄代）  張瑞雄   

蔡典謨  江彰吉  賴明詔  黃煌煇(賴明詔代)  楊弘敦  李清潭    

劉慶中  李勝雄（劉慶中）  王玉玲  周至宏  許孟祥 (周至宏代)  李明

仁   

劉豐榮(李明仁代)  古源光(陳朝圳代)  陳朝圳  黃英忠  李博志(黃英忠

代)  方俊雄  艾和昌（方俊雄代）  容繼業（孫路弘代）  孫路弘  蕭介

夫  

葉錫東(蕭介夫代)  許和鈞  張惠博  周台傑（張惠博代）  楊永斌 

林振德  朱存權  張信良(朱存權代)  李淙柏(黃秀美代)  黃秀美  楊思偉   

楊銀興(楊思偉代) 

請假人數：64 人 

    樓永堅  李嘉晃  蔣偉寧  劉振榮  李誠  陳瓊花  王瑞瑤  黃永旺     

    楊清田  廖慶榮  薛富井  黃秀梨  曹麗英  李中一  朱宗慶  楊維邦 

梁忠銘  魏百祿  喻 新  羅祺祥  馮達璇  蔡秀芬  吳志揚  吳財福   

衞  民  戴嘉南  王惠亮  陳密桃  黃秀霜  尹玫君  莊陽德  李肇修  

鄭德淵  曾旭正  沈再木  戴昌賢  顏火龍  曾慶富  王隆仁  蕭泉源  

王瑩瑋  林昆旺  張永明  蔡武德  周照仁  呂學信  葉榮華  潘江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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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振  邱垂正  洪集輝  蘇玉龍  蕭  文  陳健良  林明德  侯春看  

華志強  謝俊宏  陳坤盛  黃世演  潘吉祥  蘇文仁  王玉英  張武隆       

列  席：國立中正大學黃柏農教務長、本會廖咸浩秘書長、陳麗如組長 

主  席：李理事長嗣涔                           紀錄：楊淑蓉 

壹、報告事項 

確認上次第 6屆第 2次會員大會（98年 1月 14日）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

情形報告 

 

貳、98 年度業務重點工作報告： 

一、理監事之任期及異動： 

（一）本會置理事 15位、監事 5位，本（第 6）屆理、監事之任期至 99年

1 月 31 日止，本次會議也將進行改選理、監事事宜 ，選出理事 15

位、監事 5 位、候補理事 5 位、候補監事 1 位。 

（二）第 6 屆理、監事之二年任期，有部分校長因職務異動故有更迭，茲

將現任理、監事名單臚列如下： 

  1、5位常務理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妍華校長、吳思華校長、吳重雨校長、李嗣涔校長、陳文村校長 

2、常務監事：曾憲政校長 

3、15位理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妍華校長、吳思華校長、吳重雨校長、李祖添校長、李明仁校長、 

李隆盛校長、李嗣涔校長、郭義雄校長、陳文村校長、陳希舜校長、 

黃光男校長、黃秀霜校長、黃英忠校長、蕭介夫校長、賴明詔校長、 

     4、 5位監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古源光校長、李國添校長、曾憲政校長、楊思偉校長、戴嘉南校長 

二、財務方面： 

（一）本會期初累積餘絀 3,592,060元，截至 98年 12月 31日止，經費收

入 803,788元，經費支出 595,072元（含提撥準備基金 39,500元），

本期餘絀為 208,716 元；截至 12 月 31 日止，計有「發展基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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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2,450,000 元整（不可動支），「準備基金」新台幣 434,805 元

整（合計新台幣 2,884,805元整）。 

（二）98年度經費收入為 803,788元，包括常年會費計收 48所會員學校共

新台幣 719,920元。並依規定提列準備基金計新台幣 39,500元整，

援例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入華南銀行，採機動利率，其孳息非經理事

會同意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三）本協會「97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

報作業，業於 98年 5月 20日函送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本會 97年

度決算，收入為新臺幣 813,869元，支出為新臺幣 648,260元，已達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

第 1項第 8款：「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

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免稅之規定。 

三、一般行政事項： 

（一）本會理事長李嗣涔校長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傅勝利校長、私立

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校長、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劉慶仁處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袁孝維執行長、林怡伶計畫專員，

共 6 人組成「赴印度高等教育訪問團」，於 98 年 3 月 22 至 30 日至印

度訪問教育學術單位，藉此增進臺印雙方高等教育之了解，並為進一

步評估雙方學歷認證、國際合作、招收外籍學生、引進高科技人才與

師資等議題建立基礎。 

（二）本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於 98 年 5 月 13 日

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各界針對開放陸生來臺就學及大陸學歷採認等

議題，回歸理性的討論，也期待政府持續穩健、審慎的推動相關配

套措施，營造兩岸學子友善學習交流的氛圍。 

（三）本會 98學年度英文簡介業已援例印製完成並分送各會員學校，期促

進國立大學校院間之交流與合作並積極推展國內外學術交流。 

四、研討會辦理情形： 

（一）本會 98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計有 10項計畫提出申請，經請本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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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議審核排序後，委請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二校承辦，

每校補助新臺幣 20 萬元整。舉辦高等教育研討會情形： 

１、委託國立高雄大學舉辦「IAUP 世界大學校長協會東北亞地區會

議--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實施計畫」研討會，已於 98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 日圓滿完成。 

２、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舉辦「開放陸生來臺對國內教育、文化、經濟

的衝擊」研討會，已於 98 年 12 月 12 日圓滿完成。 

（二）98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輪由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主辦，由義守

大學承辦，於 99 年 2 月 2 日至 3 日在該校舉行。 

         

參、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本會 98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案，請審議案（附件 1、2）。 

說    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 17 條第 7 款規定，理事會職權之一為：「擬定年度工

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二、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業提經第 6屆第 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擬依本會「章程」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提請本次會員大會議

決。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99 年 3 月 31 日以國協字第 0990000015 號函呈報內政部，

並經內政部 99 年 4 月 7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90067834 號函核備在案。 

 

第 二 案 

案    由：本會 99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請審議案（附件 3、4）。 

說    明： 

一、為使新任理事長及理、監事能順利接續本會相關業務。援例由第 6

屆理、監事會議研訂 99 年度之主要業務工作事項及編列 99 年度預

算案。 

二、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依本會章程第 17條第 7款規定提經第 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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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本會章程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

規定，提請本次會員大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99 年 3 月 31 日以國協字第 0990000015 號函呈報內政部，

並經內政部 99 年 4 月 7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90067834 號函核備在案。 

 

肆、辦理第 7 屆理、監事選舉事宜： 

說  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 16條規定： 

（第 1項）本會置理事 15人，監事 5人，由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

成立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 2項）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

事 5人，候補監事 1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

序遞補之。 

二、第 7 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援例由全體會員學校當然代表（校長）

為候選人，惟代理校長不列入候選名單；並依第 5 屆第 3 次理、監

事會議決議：「選舉當年度 8月 1日前將卸任之校長不列入理、監事

候選名單」；本次候選人名單計有 42人。 

三、另有關本會章程規定：「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

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及「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

人，由監事互選之」，其相關選舉事宜，將擇期另行辦理。 

四、本次選舉理事選票至多圈選 15 人，監事選票至多圈選 5 人，以票數

較高者當選，如有同票情形，由理事長抽籤決定；屆時若同時當選

（候補）理事與（候補）監事，尊重當事人之意願，擇一參加，不

在會議現場者，則以當選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為當選

順序。 

五、請主席推薦 2 位監票人員協助第 7 屆理事、監事之開票、計票過程。 

 

選舉結果： 

一、推舉監票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蘇宏仁教務長、國立東華大學張瑞雄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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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當選理事、監事： 

 

（一） 理事 15人（依得票數高低排列）： 

1.李嗣涔校長（國立臺灣大學） 57票 

2.吳思華校長（國立政治大學） 50票 

3.賴明詔校長（國立成功大學） 49票 

4.吳重雨校長（國立交通大學） 47票 

5.陳希舜校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6票 

6.楊弘敦校長（國立中山大學） 39票 

7.林振德校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6票 

8.蕭介夫校長（國立中興大學） 35票 

9.李祖添校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3票 

10.黃光男校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3票 

11.李隆盛校長（國立聯合大學） 32票 

12.黃英忠校長（國立高雄大學） 32票 

13.蔣偉寧校長（國立中央大學） 31票 

14.黃秀霜校長（國立臺南大學） 23票 

15.黃文樞校長（國立東華大學）  22票 

 註：古源光校長、黃文樞校長及戴嘉南校長得票數相同（均為 22

票），依「選舉說明」由李理事長嗣涔抽籤，結果由黃文樞校

長當選理事、因古源光校長另當選監事，由戴嘉南校長當選

候補理事第 1位。 

候補理事 5人（依得票數高低排列）： 

1.戴嘉南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2票 

2.張惠博校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9票 

3.侯崇文校長（國立臺北大學）  19票 

4.李明仁校長（國立嘉義大學）  18票 

5.楊永斌校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7票 

註：侯崇文校長及張惠博校長得票數相同（均為 19 票），依「選

舉說明」由李理事長嗣涔抽籤，結果由張惠博校長當選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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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第 2位、侯崇文校長當選候補理事第 3位。 

【監票人：蘇宏仁教務長  唱票人：陳雅薰小姐  計票人：顏曼萍小姐】 

（二） 監事 5人（依得票數高低排列）： 

1.楊思偉校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6票 

2.李國添校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2票 

3.林新發校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票 

4.古源光校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票 

5.吳志揚校長（國立中正大學）  10票 

註：古源光校長、吳志揚校長及楊永斌校長得票數相同（均為 10

票），依「選舉說明」由李理事長嗣涔抽籤，結果由古源光校

長、吳志揚校長當選監事（楊永斌校長另當選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 1人：方俊雄校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監票人：張瑞雄副校長  唱票人：蔡玉玲小姐  計票人：柯佳恩小姐】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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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協 會  

9 9 年 度 工 作 報 告 及 決 算 表  

( 9 9 年 1 月 1 日 至 1 2 月 3 1 日 )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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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監事任期及異動： 

（一）本協會置理事 15位、監事 5位，本（第 7）屆理、監事之任期至 101

年 1月 31日止。 

（二）第 7 屆理、監事現任理、監事名單臚列如下： 

1、5位常務理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思華校長 、吳重雨校長、李祖添校長、李嗣涔校長、 

蕭介夫校長、賴明詔校長  

2、常務監事：楊思偉校長 

3、15位理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思華校長、吳重雨校長、李祖添校長、李隆盛校長、 

李嗣涔校長、林振德校長、陳希舜校長、黃文樞校長、 

黃光男校長、黃秀霜校長、黃英忠校長、楊弘敦校長、 

蔣偉寧校長、蕭介夫校長、賴明詔校長  

4、5 位監事（依姓名筆劃排列）： 

古源光校長 、吳志揚校長、李國添校長、林新發校長、 

楊思偉校長 

二、財務方面： 

（一）本協會期初累積餘絀 3,800,776元，截至 99年 12月 31日止，經費收

入 924,426元，經費支出 782,622元，餘絀為 141,804 元。另「發

展基金」新台幣 2,450,000元整（不可動支）及「準備基金」新台幣

481,026元整，合計新台幣 2,931,026元整。 

（二）99年度經費收入為 924,426元，包括常年會費計收 50所會員學校共

新台幣 750,000元。並依規定提列準備基金計新台幣 46,221元整，

援例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入華南銀行，採機動利率，其孳息非經理事會

同意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三）本協會「98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

報作業，業於 99年 5月 31日函送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本會 98

年度決算，收入為新臺幣 803,788元，支出為新臺幣 595,072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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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項第 8款：「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

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免稅之規定。 

三、一般行政事項： 

（一）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與印度大學協會 99年 3月 10日簽

訂合作交流協議書，簽約儀式在教育部舉行，本會理事長蕭介夫校長

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與

印度代表共同見證，未來將透過此合作關係，增加對印度大學之了解。 

（二）本會理事長蕭介夫校長於 99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參加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辦理台灣高等教育代表北京訪問團，由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張昌吉理事

長領隊，其團員包括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會程海東校長、私立技

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校長、教育部高教司中華青年交流協會黃

榮護秘書長、鄭婷文副秘書長、教育部高教司何卓飛司長、廖高賢科

長、黃淑芳專員。本次參訪主要商談議題為：本次參訪主要商談議題

為：1.兩岸大專校院招生名額調控機制(磁吸效應)。2.台灣的高校查

驗陸生報考資格(如學歷真偽)或取得陸生成績(如「高考→欲報考學

士班」、「統考→欲報考碩士班」或在校學業成績)的平台。3.台灣

的大專校院成立招收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後，與大陸的對口單位及交

流模式。4.簡化兩岸審核陸生來臺程序事宜。 

（三）本會於 99 年 4 月 23 日辦理第 7 屆理監事與教育部高教司何卓飛司長

座談，座談主題：1.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2.開放陸生來臺及大陸學

歷採認政策。 

（四）本協會會員學校國立陽明大學吳妍華校長於 98 年 11 月 30 日卸任(98

年 12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代理校長)及國立宜蘭大學江彰吉校長

99 年 7 月 31 日卸任，本協會於 99 年 6 月 25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館 7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歡送茶會暨歐洲古老大學聯盟執行長 Inge 

Knudsen 演講及座談會，活動圓滿順利。 

（五）本會於 99年 11月 26日辦理第 7屆理監事與國際科學理事會李遠哲

預選理事長(100年就任)、2位現任副理事長(前芬蘭大學校長 Kari 

Raivio 教授及日本東京大學廣域科學生命環璄科學系及人文科學研

究所教授黑田玲子教授)及執行主任陳德亮教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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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9年度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及空軍航空

技術學院申請加入本協會，已正式成為本會會員，本會目前會員學校

共 51 校，會員 151 位。 

四、研討會辦理情形： 

（一）本會 99 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計有 8 項計畫提出申請，經本會第 7

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審議後，委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補助 15萬元

整)、國立成功大學(補助 10 萬元整)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補助 15 萬

元整)三校承辦。舉辦高等教育研討會情形如下： 

1、委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舉辦「兩岸科技大學校長論壇」，已於 99

年 8月 2日圓滿完成。 

2、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舉辦「大學教與學研討會」，於 99 年 11 月 16

日圓滿完成。 

3、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辦「高等教育論壇─少子化趨勢下，大

學教育對象與角色功能的轉型策略」，已於 99年 12月 15日圓滿

完成。 

（二）99學年度(建國百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輪由本會主辦，由國立

中興大學承辦，該校於 99年 8月 17日邀集私立大學校院協會與私立

技專校院協會理事長，及三協進會代表(本協會由國立中山大學楊弘

敦校長代表)召開籌備會，決議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與全國技專校院校

長會議合併辦理；下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由本學年度全國技

專校院校長會議負責學校台灣科技大學辦理，嗣後由三個協進會輪流

主辦。因 99 學年度適逢建國百年，會議名稱特別訂為建國百年全國

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訂於 100年 1月 11至 12日舉行。 

五、理、監事會議重要決議： 

    （一）99年 2月 4日第 7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 

1.選舉本會第 7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名單分別為： 

(1)常務理事 5 位（依姓氏筆劃排列）：吳思華校長 、吳重雨校長、

李祖添校長、李嗣涔校長、蕭介夫校長、賴明詔校長。 



23 

 

(2)常務監事 1位：楊思偉校長。 

(3)理事長：蕭介夫校長。 

2.本會新會址處所為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號 

(二)99年 4月 23日第 7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 

1、本會前於 97年 6月依教育部來函，推舉國立臺灣大學李嗣涔校長及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曾憲政校長擔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基金會董事(任

期 97年 9月 1日至 100年 8月 31日)，曾憲政校長因於 2月 1日退

休，請辭擔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及改進大學評鑑

制度專案小組成員之兼職。本會推薦國立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遞補。 

2、目前大學之學生餐廳，如以單純提供自助餐、麵食等項目之餐飲，已

無法滿足學生需求，大部份以「美食街」之多元化餐飲方式提供學生

用餐選擇。一般規模普通之廠商，本身無法兼做多樣式之餐飲，皆以

找各項餐飲專業人士共同經營或分包模式經營。「國有公用不動產收

益原則」規定不論標租或逕予出租時，承包廠商不得再分包、共同經

營或提供他人利用等。如此對於較偏遠或封閉之校園，無法找到適合

的廠商承包經營。建請財政部修改相關規定，以解決實務上之問題。 

3、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會計機構主辦會計之平時考核及年終考績(含

另予考績)，均函請其服務之機關首長考評，其考評結果為考核之重

要參據。另各級主計佐理人員受主計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國立大

學校院各級主計人員之考績，依「會計法」第 103條、104條及「主

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1條、第 21條及第 23條規定，循主計

人事系統辦理，尚無送請校長審核或辦理之法源依據，似有不尊重各

校校長之意見，同時會衍生日後考績之糾紛，建議教育部函請行政院

修訂相關法規。 

4、有關認定兼任教師與學校之契約非屬僱傭關係，就勞工保險加保之認

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56號解釋之意旨，不應以專任或兼任員

工做為認定，因此，只要具有僱傭關係，即需依勞保條例規定辦理參

加勞工保險事宜。教育部如認定兼任教師與學校之契約非屬僱傭關

係，以主管機關之權責做解釋，應提出兼任教師與其他兼職勞工之性

質有明顯不同之具體理由，勞委會再予處理。由本協會提出兼任教師

與其他兼職勞工之性質有明顯不同之具體理由，函請教育部以主管機

關之權責做解釋，請勞委會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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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9年 11月 26日第 7屆第 3次理監事會議： 

1、建請教育部研議通案將外籍生及陸生擔任「教學助理」及「研究助理」

認定為學習相關活動，均不需申請工作許可。 

2、教育部規定，100學年度各國立大學招收研究生，而私立大學則可招

收研究生與大學生。兩方的招生目標並不相同，且陸生招生委員會聯

合會為陸生來台的招生窗口，其號召力與實務能力將會影響招生成

效。大陸地區的學制複雜，招收陸生的學歷審核認定更是重要的一

環，需要有經驗的工作團隊協助各大學校院辦理，以確保試務工作能

順利推展。以目前國內招收國外學生、港澳生及僑生的現況，尤其是

研究所申請入學，國立大學有實際且豐富的經驗足以擔當此重任。爰

此，向教育部推薦並爭取由國立中興大學承辦陸生研究生的招生工

作。 

3. 各校 100學年度如要招收陸生就讀碩、博士班，須儘早確定作業方式

及加強招生宣導，並公布各校招生簡章，否則將不利吸引優秀之大陸

應屆畢業生申請，因大陸目前亦正在進行其各校之研究所招生作業。

建議教育部儘速成立「大專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及其分組之執行業務單位，建置招收陸生相關訊息及進度之網站，俾

供陸生獲取招生資訊。 

4、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

規定」，將行政管理費提列比例比照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5%，並取

消提撥上限最高十萬元整之限制。 

5、基於大學自治，建議「教育部整合服務效能躍升執行計畫」，應排除

國立大專校院之適用。 

6. 建請教育部逐步增加國外學歷採認學校，開放本國大學與大陸地區著

名大學合作設立雙聯學位，以嘉惠本國學子。 

5、因藝術類包括哲學、美學、藝術學、形象學..等，範圍太大，建請國

科會審慎評估及釐訂藝術類學術審查的召集人及審查委員條件，避免

對藝術研究及創作造成傷害。 

6、本會提送建國百年全國大專院校校長會議議案包括下列提案： 

(1) 建請同意國立大專校院得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發給各校績優職

工獎金(或獎品)，以維各校自籌收入使用之彈性，並有效提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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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效能案。 

(2) 為追求校務基金使用之彈性及績效，建議修正「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案。 

(3) 為延攬外籍優秀教師來我國任教，對外籍教師之待遇、福利、退

休準備金等應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以吸引國外優異人才並提升學

校國際競爭力案。 

(4) 推動政策制定與風氣宣導，鼓勵各院校協助其教職員工生養成規

律運動習慣，落實運動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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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31日 

資產 負債及基金 

現金   6,873,606 負債   - 

     定期存款 2,931,026         

     活期存款 3,942,580         

            

      基金   6,873,606 

      準備基金 481,026   

      發展基金 2,450,000   

      累積餘絀 3,800,776   

      本期餘絀 141,804   

            

合計   6,873,606 合計   6,873,606 

 

序號 定存金額 定存期間  存款銀行  

1 41,543 99/01/14-100/01/14(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2 29,000 99/02/20-100/02/20(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3 150,061 99/04/14-100/04/14(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4 1,801,026 99/04/24-100/04/24(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5 23,000 99/04/29-100/04/29(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6 397,125 99/06/17-100/06/17(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7 18,000 99/07/21-100/07/21(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8 23,650 99/12/21-100/12/21(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9 46,221 99/01/14-100/01/14(自動續存) 第一商業銀行  

10 250,000 99/01/08-100/01/08(自動續存) 華南商業銀行  

11 35,100 99/12/12-100/12/12(自動續存) 華南商業銀行  

12 39,500 99/12/30-100/12/30(自動續存) 華南商業銀行  

13 40,650 99/12/31-100/12/31(自動續存) 華南商業銀行  

14 36,150 99/12/31-100/12/31(自動續存) 華南商業銀行  

合計 2,9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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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經費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99年 1月 1日至 99年 12月 31日 

項目 
會計科目 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款 項 目 增加(減少) 說明 

1     經費收入 924,426 803,000 121,426   

  1   入會費 138,700 0 138,700   

  2   常年會費 750,000 720,000 30,000   

  3   基金孳息 26,629 74,000 -47,371   

  4   存款利息 9,097 9,000 97   

2     經費支出 782,622 803,000 -20,378   

  1   人事費 200,000 240,000 -40,000   

    1 員工津貼 200,000 240,000 -40,000   

  2   業務費 400,060 405,000 -4,940   

    1 研討會補助 400,060 400,000 60   

    2 小型演講 0 0 0   

    3 業務促進費 0 5,000 -5,000   

  3   辦公費 136,341 117,850 18,491   

    1 印刷費 33,411 27,850 5,561   

    2 郵電費 9,928 15,000 -5,072   

    3 文具費 1,500 3,000 -1,500   

    4 雜費 91,502 72,000 19,502   

  4   提撥基金 46,221 40,150 6,071 

基金不列入

結餘 

    1 準備基金 46,221 40,150 6,071   

    2 發展基金 0 0 0   

3     本期結餘 141,804 0 141,80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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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協 會  

1 0 0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及 預 算 表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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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100年度工作計畫 

  （自 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2月 31日） 

一、會  務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辦理進度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一、會議 

（一）會員大會 

暨 100年第 1次

卸任或退休校

長歡送會 

 

 

 

 

1.議決 99年度工作報告 

及決算 

2.議決 100年度計畫及預 

算。 

3. 卸任或退休校長歡送

會。 

 

99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

召開。 

 

 

 

 

本會 

 

 

 

 

 

理事長所在

學校 

 

 

 

 

（二）理事會 
 
 
 
 
 

1.督導會務。 

2.議決會員大會召開事

項。 

3.擬定 100年度工作計畫

及預算。 

4.擬定 99 年度工作報告

及決算。 

預定於 3、6月
及 12 月各召
開會議一次。 

本會 
 
 
 
 
 

理事長所在
學校 
 
 
 
 
 

（三）監事會 
 
 

1.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

行。 

2.審核 99年度決算。 

 

 本會 
 
 

常務監事所在
學校 



31 

 

二、會籍管理 

 

1.國立大學或獨立學院

填具「入會申請書」，

並繳納會費，經理事會

通過後，即為會員。 

2.會員會籍以電腦建立

文件管理。 

提送理事會。 本會 理事長所在
學校 

一、會  務（續）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辦理進度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三、工作人員服

務及管理 

1.工作人員以理事長所

在學校派員支援。 

2.管理協會網站。 

3.招募新會員事宜。 

隨時辦理 本會 理事長所在

學校 

四、財務 1.辦理入會費、常年會

費、基金及其孳息與其

他收入等收取及入帳

事宜。 

2.提撥發展基金及準備

基金。 

3.辦理 99 年度結算申報

事宜。 

4.會務所需之辦公費、郵

電費等費用，在理監事

會議同意之下以入會

費及常年會費支應。 

依規定辦理。 本會 理事長所在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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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  務 
（一）委請會員學校主辦 100年度高等教育相關研討會及論壇 2-3場。（待議） 

（二）積極爭取「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陸生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招生主辦工作。 

（三）本協會計畫於 100年度辦理 2次歡送餐（茶）會，以歡送缷任或退休之會員

學校校長，並致贈紀念牌，以示致意。 

◎預定辦理時間及方式如下： 

1、第 1 次歡送餐（茶）會於 100 年的 1 月份辦理，於會員大會會議時，

函邀會員參加。 

2、第 2 次歡送餐（茶）會於 100 年的 6-7 月份辦理，於理監事會議時，

函邀會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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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經費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2月 31日 

項次 
會計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預算比較數 說明 

款 項 目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818,000 803,000 15,000      

  1   入會費 0 0 0      

  2   常年會費 750,000 720,000 30,000    
99年增加 2

所會員學校 

  3   基金孳息 58,000 74,000   16,000    

  4   活期存款利息 10,000 9,000 1,000      

2     經費支出 818,000 803,000 15,000      

  1   人事費 240,000 240,000 0      

    1 員工津貼 240,000 240,000 0      

  2   業務費 405,000 405,000 0      

    1 
研討會及論壇補

助 
400,000 400,000 0    

擬委請會員學校

主辦 100年度高

等教育相關研討

會及論壇 2場,每

場補助 20萬元 

    2 小型演講 0 0 0    
  

    3 業務促進費 5,000 5,000 0      

  3   辦公費 132,100 117,850 14,250      

    1 印刷費 40,000 27,850 12,150      

    2 郵電費 9,100 15,000   5,900    

    3 文具費 3,000 3,000 0      

    4 雜費 80,000 72,000 8,000      

  4   提撥基金 40,900 40,150 750      

    1 準備基金 40,900 40,150      總收入的 5%  

    2 發展基金 0 0 0      

3     本期結餘 0 0 0    
準備及發展基金

均不列入結餘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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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章程 

本章程經本會 87 年 1 月 16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87 年 2 月 20 日台（87）內社字第八七０六０三０號函准予備查 

本會 94 年 1 月 14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95 年 1 月 6 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第 32 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本會係以改善教育品質，提昇學術研究水準，促進國際交流為宗旨。 

第 三 條：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並以全國行政區域維組織區域。 

第 四 條：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商有關國家教育、科學、文化政策之建議。 

     二、研議大學校院發展共同重要事項。 

     三、促進國立大學校院間之交流與合作。 

     四、推展國內外學術交流。 

     五、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相關事項。 

第 六 條：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凡國立大學或獨立學院，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納會費後，為會員。 

     各會員推派代表三位（其中現任校長一人為當然代表）為會員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推展本會會務。 

第 八 條：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代表各有一權。 

第 九 條：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及維護本會權益之義務。 

第 十 條：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

權處分，其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二 條：本會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並於會計年度結束時生效，但應於

一個月前預告。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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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會員出會或退會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四 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會

為監察機構。 

第 十五 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修訂章程。 

      二、選舉與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六 條：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及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 十七 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及議決會員入會之申請。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會員之處分。 

      六、聘免工作人員。 

      七、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八、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八 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理事長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理事長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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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及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九 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二十 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監事

會由監事會主席召集。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監事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常務監事未指

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一條：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二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議決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三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項。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均由理

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

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人員擔任。 

第二十四條：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

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本會得由理事會決議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

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六條：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

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長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七條：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

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八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

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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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程之訂定與修訂。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九條：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 

      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 三十 條：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三十一條：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

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紀錄應於閉會三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伍萬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均提列為發展基金，其保管及

運用辦法另訂之。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三、事業費。 

      四、會長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三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四條：本會於每年會計年度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

會員大會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年度

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

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

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並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五條：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會議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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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修訂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

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三十九條：本章程經本會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八十

七年二月二十日台（87）內社字第八七０六０三０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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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會員名冊 
100年 1月製表 

 

序號 學校 姓名 職稱 

1 國立臺灣大學 李嗣涔 校長 

2 國立臺灣大學 陳泰然 副校長 

3 國立臺灣大學 包宗和 副校長 

4 國立政治大學 吳思華 校長 

5 國立政治大學 蔡連康 教務長 

6 國立政治大學 徐聯恩 主任秘書 

7 國立清華大學 陳力俊 校長 

8 國立清華大學 鄭建鴻 副校長 

9 國立清華大學 葉銘泉 副校長 

10 國立交通大學 吳重雨 校長 

11 國立交通大學 林進燈 教務長 

12 國立中央大學 蔣偉寧 校長 

13 國立中央大學 劉振榮 副校長 

14 國立中央大學 李誠 副校長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 校長 

1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志富 副校長 

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磐聲 副校長 

18 國立成功大學 賴明詔 校長 

19 國立成功大學 黃煌煇 副校長 

20 國立成功大學 馮達旋 副校長 

21 國立中興大學 蕭介夫 校長 

22 國立中興大學 葉錫東 副校長 

23 國立中興大學 蘇玉龍 副校長 

24 國立中山大學 楊弘敦 校長 

25 國立中山大學 李清潭 學務長 

26 國立中山大學 蔡秀芬 教務長 

2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李國添 校長 

2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林三賢 副校長 

2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李國誥 教務長 

30 國立中正大學 吳志揚 校長 

31 國立中正大學 吳財福 副校長 

32 國立中正大學 郝鳯鳴 副校長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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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姓名 職稱 

33 國立陽明大學 梁賡義 校長 

34 國立陽明大學 許萬枝 副校長 

35 國立陽明大學 王瑞瑤 主任秘書 

36 國立東華大學 黃文樞 校長 

37 國立東華大學 張瑞雄 副校長 

38 國立東華大學 楊維邦 教務長 

3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許和鈞 校長 

4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蕭  文 教務長 

4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陳建良 主任秘書 

42 國立空中大學 陳松柏 校長 

43 國立空中大學 簡恩定 教務長 

44 國立空中大學 吳政穎 處長 

4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戴嘉南 校長 

4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惠亮 教務長 

4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譚大純 學務長 

4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惠博 校長 

4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明德 副校長 

5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周台傑 教務長 

5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新發 校長 

5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黃嘉雄 教務長 

5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鄭崇趁 主任秘書 

5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劉慶中 校長 

5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李勝雄 教務長 

5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王玉玲 主任秘書 

57 國立臺東大學 蔡典謨 校長 

58 國立臺東大學 梁忠銘 副校長 

59 國立臺東大學 魏百祿 主任秘書 

6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楊永斌 校長 

6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侯春看 副校長 

6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周榮泉 研發長 

6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祖添 校長 

6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芮祥鵬 副校長 

6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姚立德 副校長 

6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振遠 校長 

67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許孟祥 副校長 

6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樊國恕 副校長 

http://www.ee.ncnu.edu.tw/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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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姓名 職稱 

6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振德 校長 

7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莊賦祥 研發長 

7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張信良 教務長 

72 國立體育大學 高俊雄 校長 

73 國立體育大學 黃永旺 副校長 

7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黃光男 校長 

7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張浣芸 副校長 

7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楊清田 教務長 

7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陳希舜 校長 

7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彭雲宏 副校長 

7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廖慶榮 副校長 

80 國立臺南大學 黃秀霜 校長 

81 國立臺南大學 尹玫君 副校長 

82 國立臺南大學 莊陽德 教務長 

8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李肇修 校長 

8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鄭德淵 教務長 

8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陸佳暉 主任秘書 

86 國立嘉義大學 李明仁 校長 

87 國立嘉義大學 劉豐榮 副校長 

88 國立嘉義大學 沈再木 副校長 

89 國立臺北大學 侯崇文 校長 

90 國立臺北大學 何之邁 副校長 

91 國立臺北大學 薛富井 教務長 

92 國立臺北護理大學 黃秀梨 校長 

93 國立臺北護理大學 彭向陽 副校長 

94 國立臺北護理大學 林宜信 研發長 

95 國立宜蘭大學 趙涵捷 校長 

96 國立宜蘭大學 吳柏青 副校長 

97 國立宜蘭大學 盧永華 教務長 

9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古源光 校長 

9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戴昌賢 副校長 

10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陳朝圳 副校長 

101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王隆仁 代理校長 

102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洪明輝 主任秘書 

103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吳聰義 教務長 

104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李淙柏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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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謝俊宏 教務長 

106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張宏吉 研發長 

10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林田壽 代理校長 

108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鄭淵全 教務長 

109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何秀珠 學務長 

11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蕭泉源 校長 

11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王瑩瑋 教務長 

11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林昆旺 研發長 

11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楊思偉 校長 

11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許天維 教務長 

115 國立高雄大學 黃英忠 校長 

116 國立高雄大學 莊寶鵰 副校長 

117 國立高雄大學 張永明 主任秘書 

11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方俊雄 校長 

119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艾和昌 研發長 

12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陳明堂 教務長 

121 國立聯合大學 李隆盛 校長 

122 國立聯合大學 辛錫進 副校長 

123 國立聯合大學 余瑞芳 教務長 

12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坤盛 校長 

12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張天任 副校長 

12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王孟輝 副校長 

12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周照仁 校長 

12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呂學信 副校長 

129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葉榮華 副校長 

130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蘇文仁 校長 

13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沈易利 副校長 

132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張武隆 主任秘書 

13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朱宗慶 校長 

13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張中煖 教務長 

13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林劭仁 研發長 

136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容繼業 校長 

13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潘江東 副校長 

138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孫路弘 教務長 

139 國立金門大學 李金振 校長 

140 國立金門大學 邱垂正 主任秘書 

http://210.70.253.12/academic/leader.htm
http://www.nuu.edu.tw/~president/
http://www.nuu.edu.tw/~eo/Chinese/page1/continu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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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國立金門大學 洪集輝 教務長 

142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賴振昌 校長 

143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李麒麟 研發長 

144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林純如 教務長 

145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 周守民 校長 

146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 王慈娟 學術副校長 

147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 蔡纓勳 行政副校長 

148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張延廷 校長 

149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李鉄生 副校長 

150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徐緯民 教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