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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11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7年2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 點：國立成功大學臺北辦公室（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85號13樓之4） 

主 席：蘇慧貞理事長 

出 席：詳簽到單 

列 席：第10屆工作團隊人員 

紀錄：侯宜伶 
 

壹、 本會理事15人、監事5人，出席理事10人、監事3人，均已過半數，

達法定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貳、 選舉第11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 

一、 選舉流程： 

(一) 理監事報到，領取選票後開始投票。 

(二) 秘書長說明投票注意事項。 

(三) 推舉2位監票人協助投開票作業。 

(四) 投票結束後，隨即於現場進行開票作業。 

二、 投票注意事項： 

(一) 依本會章程第18條規定：「理事會置常務理事5人，由理事互選之，…

…」故本次選舉應選常務理事5人，第11屆理事皆為常務理事候選人，

每張常務理事選票至多圈選5人，選票為黃色，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

效票。 

(二) 依本會章程第20條規定：「監事會置常務監事1人，由監事互選之，…

…」故本次應選常務監事1人，第11屆監事皆為常務監事候選人，每張

常務監事選票至多圈選1人，選票為藍色，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 

(三) 依本會章程第18條規定:「…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1人為理事長。」

俟常務理事選舉結果確認後，隨即辦理理事長選舉，應選理事長1人，

新任常務理事皆為候選人，每張理事長選票至多圈選1人，選票為粉紅

色，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四) 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選舉皆以票數較高者當選。常務理事及常

務監事選舉如有同票情形，委由第10屆理事長抽籤決定；理事長選舉如

有同票情形，委由新任常務監事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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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於選票「圈選欄」內以筆畫「〇」或「」勾選之，並投入投票箱。 

(六) 本選票順序係依教育部以統計處代碼排列。 

三、 選舉結果： 

(一)候選人名單，依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理監事選舉結果。 

(二)經出席理監事投票結果，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名單如下： 

1.常務理事5人： 

當選常務理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周行一校長 國立政治大學 4 

賀陳弘校長 國立清華大學 8 

蘇慧貞校長 國立成功大學 9 

薛富盛校長 國立中興大學 7 

張懋中校長 國立交通大學 6 

         註：監票人：國立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 

         發票人：鄭月萍小姐；唱票人：胡美蓮組長；計票人：趙婉玲秘書 

 

2.常務監事1人： 

當選常務監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周景揚校長 國立中央大學 2 

         註：監票人：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 

             發票人：鄭月萍小姐；唱票人：胡美蓮組長；計票人：趙婉玲秘書 

 

(三)經出席理事自常務理事名單中投票結果： 

當選理事長 學校名稱 得票數 

蘇慧貞校長 國立成功大學 6 

         註：監票人：國立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 

             發票人：趙婉玲秘書；唱票人：胡美蓮組長；計票人：趙婉玲秘書 

 

參、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各位理監事撥冗參加會議。為讓協會運作更能發揮功效，日後將較過

去有更密集的開會，還請多多支持及提供卓見。 

二、 為讓各理監事得以即時獲知教育部、科技部等機關之重大政策或規章修訂

方向，將請代表參加會議人員，於會議結束後儘速提供簡要資訊，送請各

理監事了解及因應。 

 

肆、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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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認通過。 

二、 臨時動議第一案，有關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修法後之因應，已列

入107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與總統對談」之提案。後續仍須繼續追蹤

進度，聯合協會各校之力量，共同發聲。 

 

伍、 會務報告 

一、 本會會員學校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已於106年11月5日辦理「新南向創新經營

與產學合作」研討會議，並於106年12月19日提交結案報告。 

二、 有關106年12月21日107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會前會，本協會

有2提案學校：國立臺南大學於教育部召開全國性公聽會時，已獲初步共識

並規劃後續作業期程，故申請撤案且不與會；國立政治大學則維持提案並

出席會議。 

三、 本會會員學校國立臺南大學已於106年11月10-11日辦理「2017教育高階論

壇國際研討會：翻轉教育下之教學與學習」，並於106年12月25日提交結案

報告。 

四、 本會於106年12月26日轉寄教育部研擬「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

案)」公聽會資訊。 

五、 本會於 106年 12月 27日轉寄教育部 106年 12月 22日臺教學 (五 )字第

1060184614號函，有關106年12月13日召開研商「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

關機制修訂建議第2次會議」紀錄。 

六、 有關107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之「與總統對談」提案，本會有國立成功

大學1案、國立清華大學1案，及臺北市立大學2案，共提出4案，並於107年

1月8日向教育部提報。 

七、 本會會員學校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已於106年6月11日辦理「2017第

一屆IELE學術論文研討會─創造教育新生命」，並於107年1月5日提交結案

報告。 

八、 本會會員學校國立屏東大學已於106年12月8日辦理「106年度高等教育研討

會」，並於107年1月8日提交結案報告。 

九、 本會於107年1月31日回覆相關單位，由國立陽明大學提供「2018臺日大學

校長論壇共同聲明草案」及「公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

優惠存款辦法草案」意見；由國立中山大學與國立臺東大學提供「公立學

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草案」意見。 

十、 本會接獲王大同先生email有關教育部需嚴格把關淘汰不良私校，健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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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體質等事宜。由於此案與私立大學較為相關，且為向教育部提出之建

議，故已提供其教育部意見信箱之反映管道。 

十一、 本會於 107年 1月 24日轉寄教育部 107年 1月 23日臺教高 (五 )字第

1060009438號函，有關107年1月12日召開「研商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許

可及管理辦法草案第2次會議」紀錄。 

十二、 本會於107年2月1日轉寄教育部107年1月30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006657

號函，有關107年1月4日召開「研商大專校院學生兼任助理涉及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修法方向事宜會議」紀錄。 

十三、 本會於107年2月7日轉寄教育部107年2月5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014796

號函，有關106年12月15日召開「研商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施行細則草案會議」紀錄。 

十四、 本會自106年12月16日至107年2月9日止，參與高教政策相關會議或其他

活動如下： 

序號 日期 開會事由 

1 107.01.03 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2次會議 

2 107.01.04 
研商大專校院學生兼任助理涉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修法

方向事宜會議 

3 107.01.12 研商「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許可及管理辦法(草案)」第2次會議 

4 107.01.22 研商「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2次會議 

5 107.01.24 研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辦理事宜 

6 107.02.02 立法委員張廖萬堅「大學教師限期升等制度探討公聽會」 

7 107.02.0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修正條文研商會議 

8 107.02.07 107學年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碩、博士班招生會議 

9 107.02.09 研商「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3次會議 

 

陸、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變更本會會址處所(含聯絡電話)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會址處所依往例均設於理事長學校，擬援例變更本會會址為新理

事長學校，並依規定應將本會會址資料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本屆理事長係由第10屆理事長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續任，維持原

會址處所(國立成功大學)。 



5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聘任本會秘書長及工作人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本會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本會置秘書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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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一、 本屆理事長係由第10屆理事長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續任，維持原

第10 屆工作團隊如下： 

秘書長：李俊璋主任秘書 

秘書組：校長室鄭馨雅秘書、秘書室趙婉玲簡任秘書、侯宜伶小姐 

會計組：主計室胡美蓮組長 

出納組：財務處鄭月萍組員 

資訊組：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王憶琪小姐 

二、 因應107年度軍公教人員薪資統一調升3％，建議本會工作人員之兼職

津貼予以調整，於下次會議討論。 

 

柒、 臨時動議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 

案  由：有關國立大學校長之遴選，將再視教育部回應，以協會名義起草聲明

，並經理監事討論溝通後發出，以表達本會立場，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由本會先行作業後送各理監事確認。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 

案  由：關於立法院有意修訂大學法，建議本會掌握法規修訂方向及提出建言

，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由本會蒐集各理監事學校現況及意見，俾研擬相關法規修訂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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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為利各會員校參與會務，本會組織章程第7條後段條文，將擬修為：

「…現任校長（含代理校長）為會員代表，出席會員大會，推展本會

會務。」，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於下次會員大會提出修正議案。 

 

捌、 散會(上午11:10) 



 

 
 
 
 
 
 
 
 
 
 
 
 
 
 
 
 
 
 
 
 
 
 
 
 
 
 
 
 
 
 
 
 

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 

聯席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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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 間：民國106年12月29日(星期五)上午11時 

地 點：國立成功大學臺北辦公室(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85號13樓之4) 

 

壹、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6年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會章程第17條第7款、第19條第2款規定辦理。 

二、 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俟理監事會議通過，再提送會員大會議決。 

三、 檢陳本會106年度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

表、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各1份。 

決    議：增列以下事項後，送會員大會議決。 

一、 106年度工作報告中，「理、監事會議重要決議」之106年6月12日第10

屆第5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有關決議各大專校院成立電腦軟體聯合議

價機制乙案，因目前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ISAC)運作順暢

，本會將不再成立工作小組。 

二、 106年度工作報告中，「研討會辦理情形」請本年度及嗣後受補助學校

提供成果報告電子檔，俾利置於本會網頁供參。 

附帶決議：經費決算之財務報表，應於理監事會議前送請常務監事過目。 

執行情形：已送本會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議決並通過。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7年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會章程第17條第7款規定辦理。 

二、 旨揭工作計畫及預算，俟理監事會議通過，再提送會員大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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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陳本會107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1份)。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送會員大會議決。 

一、 107年度工作計畫項目中，「業務推動」之補助辦理高等教育座談會或

論壇，增列工作坊。 

二、 前項補助辦理之活動，將由本會先行蒐集議題主軸，如學雜費調整、

高教鬆綁及重要高教政策等，經理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再徵求會員學

校辦理。 

附帶決議：經費預算之財務報表，應於理監事會議前送請常務監事過目。 

執行情形：已送本會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議決並通過。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流程及辦理第11屆理監事選舉相關事宜，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係配合107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訂於107年1月18日

(星期四)下午4時30分假南臺科技大學E棟E0603辦理。 

二、 本(第10)屆理監事任期至107年2月21日止，始應辦理第11屆理監事選

舉。依本會章程第16條規定，應選理事15人、監事5人、候補理事5人

及候補監事1人，並訂有相關選舉投票注意事項。又下屆理事長、常務

理事及常務監事，應由新當選之理監事選舉產生；考量會員大會當天

各校校長另有大學校長會議行程，恐無法及時行使投票權，故擬援例

，擇期辦理第11屆理事長、常務理事(5人)及常務監事(1人)選舉。 

三、 本次會員大會討論事項，依往例將審核106年度工作報告、經費決算，

擬定107年度工作計畫、經費預算等，會議流程擬安排如下： 

時間 項目 備註 

16:30~16:40 會員學校報到並領取選票 

南臺科技大學 

E棟 E0603 

16:40~16:45 理事長及貴賓致詞 

16:45~16:55 

進行第 11屆理監事選舉 

1.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2. 推舉監票人 

16:55~17:20 大會工作報告及提案討論 

17:20~17:30 
完成第11屆理監事選舉 

投票截止並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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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為及時完成第11屆理監事選舉開票，會員大會流程修訂如下： 

時間 項目 備註 

辦理第 11屆理監事選舉 

南臺科技大學 

E棟E0603 

16:30~17:20 

會員學校報到，領取選票後開始投票 

(1)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2) 推舉監票人 

(3) 16:50投票截止，監票人進行開票作業 

大會討論事項 

16:40~16:45 理事長及貴賓致詞 

16:45~17:20 大會工作報告及提案討論 

17:20~17:30 完成第 11屆理監事選舉，並公布開票結果 

附帶決議：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舉行日期決定後應及早通知各校，以避免與其他活

動衝突(如：107年與國立中正大學辦理之「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7年

度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衝突)。本會將建請教育部函囑承辦全國大

學校長會議之學校於決定日期後盡速通知各校，也請各校轉知所屬。 

執行情形： 

一、 本會已於107年1月18日辦理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並完成第11屆理

監事選舉。 

二、 選舉結果：(監票人：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 

(一)理事會： 

1.理事15人 
當選理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蘇慧貞校長 國立成功大學 32 

賀陳弘校長 國立清華大學 27 

管中閔校長 國立臺灣大學 26 

薛富盛校長 國立中興大學 24 

廖慶榮校長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24 

古源光校長 國立屏東大學 21 

張懋中校長 國立交通大學 19 

周行一校長 國立政治大學 18 

趙涵捷校長 國立東華大學 18 

蘇玉龍校長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8 

張清風校長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7 

吳正己校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5 

鄭英耀校長 國立中山大學 15 

郭旭崧校長 國立陽明大學 14 

吳連賞校長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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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候補理事5人 
候補理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覺文郁校長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9 

郭艶光校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9 

謝俊宏校長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7 

張新仁校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7 

吳柏青校長 國立宜蘭大學 6 

(二)監事會： 

1.監事5人 
當選監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周景揚校長 國立中央大學 8 

張瑞雄校長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8 

馮展華校長 國立中正大學 7 

戴昌賢校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 

王學亮校長 國立高雄大學 4 

2.候補監事1人 
候補監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楊能舒校長 國立雲林科技大學 4 

 

貳、 臨時動議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 

案  由：有關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修法後之因應，提請討論。 

決  議：由國立大學校院協會與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協調後，共同擬具一文

於107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遞送。 

執行情形：已列入107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與總統對談」之提案。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 

案  由：有關以協會會費聘任幹部，承理事會之命處理協會各項重要議題，代

表協會對外發言等，提請討論。 

決    議：原則同意。請下屆理事長學校擬定方案後，依本會章程第23條規定經

理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執行情形：已於本會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臨時動議討論，決議同



11 
 

意並附帶決議：以本協會現有可動用之資產聘任，暫不增收會費。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 

案  由：有關以協會會費聘任法律顧問，處理各校通案案件，提請討論。 

決  議：原則同意。請下屆理事長學校就辦理方式及經費需求研擬方案後，送

理事會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本會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臨時動議討論，決議暫

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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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有關國立大學校長之遴選，將再視教育部回應，以協會名義起草聲明，並經理監事討論溝通後發出，以表達本會立場，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由本會先行作業後送各理監事確認。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
	案　　由：關於立法院有意修訂大學法，建議本會掌握法規修訂方向及提出建言，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由本會蒐集各理監事學校現況及意見，俾研擬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為利各會員校參與會務，本會組織章程第7條後段條文，將擬修為：「…現任校長（含代理校長）為會員代表，出席會員大會，推展本會會務。」，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於下次會員大會提出修正議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6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會章程第17條第7款、第19條第2款規定辦理。
	二、 旨揭工作報告及決算，俟理監事會議通過，再提送會員大會議決。
	三、 檢陳本會106年度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各1份。
	決    議：增列以下事項後，送會員大會議決。
	一、 106年度工作報告中，「理、監事會議重要決議」之106年6月12日第10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有關決議各大專校院成立電腦軟體聯合議價機制乙案，因目前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ISAC)運作順暢，本會將不再成立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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