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民國 105 年 01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20 分 

地點：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 2 樓 R228(賈伯斯廳)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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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第 10屆第 1次會員大會紀錄 

 

時    間：105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20 分 

地    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2樓R228(賈伯斯廳) 

出席會員：詳簽到冊(會員人數 52 人，過半人數 25 人，親自出席 38 人)  

主    席：楊弘敦理事長                                 記錄﹕單鳳玉 

貴    賓:  

壹、 主席及貴賓致詞:略。 

貳、 辦理第 10 屆理、監事選舉事宜:報到時同時領票。 

※說明選舉注意事項，詳如下投票注意事項: 

一、 依本協會章程第 16 條規定: 

(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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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項)選舉前項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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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票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 R228(賈伯斯廳)。 

三、 投票時間:105 年 1 月 28 日(四)下午 5 時 20 分至 5 時 50 分。 

四、 投票人數:理監事候選人名單援例由全體會員學校(共 52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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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符合條件者計有 7 人，故本次候選人名

單總計 45 人。 

五、 本次應選理事 15 人，候補理事 5 人，理事選票至多圈選 15 人(選

票為黃色)，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六、 本次應選監事 5 人，候補監事 1 人，監事選票至多圈選 5 人(選票

為藍色)，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七、 本屆理監事選票名單排列順序循往例，係依姓氏筆劃排序編號。 

八、 理監事以票數較高者當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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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請於理監事選票「圈選欄」內以筆畫「〇」或「」勾選之，並投

入理監事投票箱。 

十、 投票時間截止，隨即進行開票工作。 

十一、 本次選舉之選務監督人員由會員學校代表推派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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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一、二位監票人員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郭艷光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連賞校長。 

二、當選理事、監事名單如下: 

(一)理事 15 人(依得票高低及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及職稱 校名 得票數 

楊泮池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 25 

蘇慧貞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 23 

姚立德校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2 

賀陳弘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 22 

蘇玉龍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2 

周行一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 20 

楊弘敦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 19 

陳振遠校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9 

張清風校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8 

古源光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17 

廖慶榮校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7 

侯春看校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6 

張瑞雄校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6 

戴昌賢校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6 

薛富盛校長 國立中興大學 16 

候補理事因第 5 順位同票有 3 人，故增額錄取候補理事 1 人，共計 6 人

(依得票高低排列) 

姓名及職稱 校名 得票數 

張國恩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 

張懋中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 10 

趙敏勳校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 

吳連賞校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7 

謝俊宏校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7 

戴遐齡校長 臺北市立大學 7 

註:監票人:郭艶光校長、吳連賞校長；唱票人:廖美貞小姐；計票人:王之

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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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 5 人(依得票高低及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及職稱 校名 得票數 

周景揚校長 國立中央大學 12 

郭艶光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 

梁賡義校長 國立陽明大學 7 

趙涵捷校長 國立東華大學 7 

覺文郁校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 

候補監事 1 人 

姓名及職稱 校名 得票數 

邱義源校長 國立嘉義大學 5 

註:監票人:郭艶光校長、吳連賞校長；唱票人:黃雅真小姐；計票人:張士

元先生。 

參、 確認第 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紀錄及執行情形:確認--------------------4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P6-16)，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

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說

   由:有關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P17-18)，提請討論。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

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8 時)。 

3





9 2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第 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開會時間：104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10 分】 

【開會地點：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2 樓視聽中心 201 室】 

壹、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3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相關報表，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業經本會第9屆第4次及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

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4 年 1 月 20 日以國協字第 1040000242 號函報內政部備查，並經

該部 104 年 1 月 23 日台內團字第 1040402363 號函同意，並表示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簡化措施，有關「會員代表選舉辦法」、「通訊選舉辦

法」、「地址變更」、「圖記啟用」、「選任職員異動」及「預(決)算報告」

等會務，該部將逕予備查不另函復。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4次及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月20日以國協字第1040000242號函報內政部備查，並經該部

104年1月23日台內團字第1040402363號函同意，並表示自103年7月1日起

施行簡化措施，有關「會員代表選舉辦法」、「通訊選舉辦法」、「地

址變更」、「圖記啟用」、「選任職員異動」及「預(決)算報告」等會

務，該部將逕予備查不另函復

貳、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國立臺灣大學、國立臺南大學 

案 由:建議教育部於制訂高教政策時，應衡酌讓各類大專校院有機會得以多元發

揮不同之特色。

說    明:針對目前高教議題中有關強調產學合作之績效，技職體系學校呼籲經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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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與綜合大學一致，及教育部日前高教創新方案中以學生人數為學校整

併條件等變革方向，將造成高教與技職體系的學校發展日趨同質化，無

法兼顧各類大專校院辦學特色。故擬建議教育部勿以一體適用，一致性

之規定，應讓各類大專校院有機會發揮特色。

決    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於制定高教政策時，應給予各類大專校院適性多元發

展特色之機會。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月20日以國協字第1040000243號函報教育部，該部表示已錄案

參辦。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案 由:有關教育所遇到之跨部會問題，建議未來嘗試以教育特別條例立法，或於

相關行政法規中另訂排除教育機構適用之條款，以解決教育體系所遇到

之困難及瓶頸，並增加彈性。

說    明:例如，為因應高教環境變遷，各校陸續遇到如聘任外籍教師、兼任助理納

勞健保問題時，概以一般性勞工法源辦理，造成各校執行上之困難，且

教育問題常需跨部會協調聯繫，曠日廢時，常未能有所突破，屈居弱勢

。故建議以教育特別條例，或於相關行政法規中另訂排除教育機構適用

之條款，以解決當前教育體系所遇到之困難及瓶頸。

決    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研參。 

執行情形:業於 104 年 1 月 20 日以國協字第 1040000243 號函報教育部，該部表示

為促進大學創新轉型及多元發展，刻正研訂「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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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討論事項附件



議程討論事項附件目錄表

第一案 ------------------------------------------------------------------------------P. 6 -16 

104 年度工作報告 ----------------------------------------------------------P. 6 
104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P. 12 
104 年度資產負債表 -----------------------------------------------------P. 13 
104 年度現金出納表 -----------------------------------------------------P. 14 
104 年度基金收支表 -----------------------------------------------------P. 15 
104 年度財產目錄  --------------------------------------------------------P. 16 

第二案 ----------------------------------------------------------------------------P. 17-18 

105 年度工作計畫 --------------------------------------------------------P.17 
105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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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 第1組

並分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周行一校長、國立清華大學周懷
樸副校長、作家謝宇程先生、國立臺灣大學管中閔講座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李世光教授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佘日新董事長擔任引言人

9



( )
104

11 20 104040012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P.4-13)，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P.14-15)，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
	壹、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3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相關報表，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業經本會第9屆第4次及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4次及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月20日以國協字第1040000242號函報內政部備查，並經該部104年1月23日台內團字第1040402363號函同意，並表示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簡化措施，有關「會員代表選舉辦法」、「通訊選舉辦法」、「地址變更」、「圖記啟用」、「選任職員異動」及「預(決)算報告」等會務，該部將逕予備查不另函復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案    由:建議教育部於制訂高教政策時，應衡酌讓各類大專校院有機會得以多元發揮不同之特色。
	說    明:針對目前高教議題中有關強調產學合作之績效，技職體系學校呼籲經費編列與綜合大學一致，及教育部日前高教創新方案中以學生人數為學校整併條件等變革方向，將造成高教與技職體系的學校發展日趨同質化，無法兼顧各類大專校院辦學特色。故擬建議教育部勿以一體適用，一致性之規定，應讓各類大專校院有機會發揮特色。
	決    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於制定高教政策時，應給予各類大專校院適性多元發展特色之機會。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月20日以國協字第1040000243號函報教育部，該部表示已錄案參辦。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案    由:有關教育所遇到之跨部會問題，建議未來嘗試以教育特別條例立法，或於相關行政法規中另訂排除教育機構適用之條款，以解決教育體系所遇到之困難及瓶頸，並增加彈性。
	說    明:例如，為因應高教環境變遷，各校陸續遇到如聘任外籍教師、兼任助理納勞健保問題時，概以一般性勞工法源辦理，造成各校執行上之困難，且教育問題常需跨部會協調聯繫，曠日廢時，常未能有所突破，屈居弱勢。故建議以教育特別條例，或於相關行政法規中另訂排除教育機構適用之條款，以解決當前教育體系所遇到之困難及瓶頸。
	決    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研參。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dddddddd.pdf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P.5-15)，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P.16-17)，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
	壹、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3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相關報表，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業經本會第9屆第4次及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4次及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月20日以國協字第1040000242號函報內政部備查，並經該部104年1月23日台內團字第1040402363號函同意，並表示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簡化措施，有關「會員代表選舉辦法」、「通訊選舉辦法」、「地址變更」、「圖記啟用」、「選任職員異動」及「預(決)算報告」等會務，該部將逕予備查不另函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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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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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業經本會第9屆第7次及第6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依章程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送本次會員大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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