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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12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9年 7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30分 

地 點：臺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46號） 

主 席：賀陳弘理事長 

出 席： 

理事：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吳正己校長、國立成

功大學蘇慧貞校長(請假)、國立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國立中央大

學周景揚校長、國立臺灣大學管中閔校長(請假)、國立中正大學馮

展華校長(請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校長(請假)、國立陽明

大學郭旭崧校長(請假)、國立東華大學趙涵捷校長(請假)、國立暨

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國立屏東

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請假)、國立臺北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國立

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 

監事：國立雲林科技大學楊能舒校長、國立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請假)、

國立臺北科技大學王錫福校長、國立臺東大學曾耀銘校長、國立虎

尾科技大學覺文郁校長(請假) 

列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吳志偉科長、本協會謝小芩秘書長、秘書組林宜

敏副主任秘書、余憶如組長、何亭吟小姐、林毓綺小姐 

紀錄：林毓綺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行情形 

 

參、 會務報告 

一、彙整會員學校提報之「老舊校舍待調整及改善資料」，業以 109

年 5月 25日國協字第 1090500002號函報教育部。 

二、本會臉書粉絲團（https://reurl.cc/Aqrvy8，可由本會網址

http://anutw.org.tw/index.html 連結）於 109年 6月 1 日成立，每

https://reurl.cc/Aqrvy8
http://anutw.org.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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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整理高教相關新聞，另外，協會的聲明、新聞稿，以及重要

活動（如機場迎接境外生輪值）亦同步更新在粉絲團上，讓外

界了解協會的任務及對社會的責任，未來也將分享會員學校優

異的成果與榮譽。 

三、本會於 109 年 6 月 1 日以電子郵件詢問各會員學校對於校務基

金共同委任運作之意願，共計 19 所學校有意願參與、10 所學

校尚需評估、10 所學校無意願、11 所學校未回覆。刻正安排

後續討論會議。 

四、109 年度常年會費（每校新臺幣 25,000 元），業以 109 年 6 月 4

日國協字第 1090300001 號函通知各會員學校於 109 年 6 月 30

日前繳納，並悉數繳納完畢。 

五、本會本（109）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論壇主題「疫情之後的

高等教育」，業以 109 年 6 月 9 日國協字第 1090400001 號函通

知各會員學校提案申請，受理截止日為 109年 7月 6日。 

六、109 年 6 月 9 日委請國立清華大學代表出席教育部「研商修正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會議」。討論摘要：以放寬為原

則，修正草案除第五條第三項仍需再請教育部國際司、高教司

及技職司進一部研議確認外，其餘條文照案通過或修正後通過

（會議紀錄教育部另以 109 年 6 月 11 日臺教文(五)字第

1090084971號函知，附件 1）。 

七、本會與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以 109 年 6 月 10 日國協字第

1090600003 號會銜函，籲請行政院將國內大學校院境外生列入

第一批准予入境之優先對象。 

八、109 年 6 月 10 日委請國立清華大學代表出席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全條文修正草案諮詢會議」，討論摘

要：經與會代表交換意見，認為修正草案大致上可行。 

九、109 年 6 月 19 日委派國立政治大學、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立

臺灣藝術大學代表出席教育部「大專校院因應境外生返臺機場

報到及入境管理措施研商會議」，會中討論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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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生返臺採漸進式方式，求好、求穩，第一波必需做好，

才以利舊生、109學年度新生入臺的可能性。 

（二）學校須確實掌握返臺學生入境、搭車、入住旅館等動態。

若學生違反檢疫規定，可開罰 10-100萬。 

（三）學校提報之境外應屆畢業生名冊，如有不實，教育部將暫

緩學校申請境外生返臺作業，並做為調整下一學年度境外

生招生名額之參據。 

（四）機場報到櫃臺，時間為 04:00-23:00，視航班狀況隨時調

整。由 4 個協進會討論各校輪值方式，並先提出 1 個月排

班表。教育部收到排班表後，才會開始進行各校提交之應

屆畢業生名單審核程序。 

（五）檢疫旅館費用，比照國人待遇，由學生自付。 

十、教育部於 109年 6月 23日來函（臺教高通字第 1090091209號）

表示，因應開放境外生返臺就業作業，要求本會協助安排所屬

學校輪值機場報到櫃檯，本會隨即安排、通知會員學校，並成

立 line群組，以利聯繫及資訊傳遞。  

 

肆、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審定 109年高等教育座談會或論壇之申請及補助金額。 

說  明： 

一、 依本會 109 年 5 月 29 日第 12 屆第 2 次理監事會議討論事

項第二案決議，以「疫情之後的高等教育」為本會 109 年

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論壇主題 。 

二、 本會業於 109年 6月 9日以國協字第 1090400001號函通知

各會員學校提出申請，截至 109 年 7 月 6 日止，計有 3 校

（4案）申請，相關計畫書如附件 2。各校計畫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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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學校 會議議題(預定) 
申請

金額 

近 2年內是

否曾獲補助 

109-01 
國立中山大

學 

1. 新冠肺炎疫情後的國際金

融情勢 

2. 美中衝突導致供應鏈斷鏈

的經貿議題探討 

3. 台灣財務會計學者的研究

議題合作 

8萬 否 

109-02 
國立中山大

學 

新型冠狀病毒流病防疫暨快

篩技術研討會 
2萬 否 

109-03 
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 

1. 新冠疫情後的課程、教學

與評量發展 

2. 新冠疫情後的國際合作與

流動 

10萬 

是(107、108

年皆曾獲補

助) 

109-04 
國立臺北藝

術大學 

合境平安-新疫時代文化的韌

性與永續 
10萬 否 

三、 依本會 109年 2月 13日第 12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之 109

年工作計畫及預算，本案預定補助金額總數為新臺幣 40萬

元，並循往例每場以補助新臺幣 10萬元為原則。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109年度經費調整及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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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更新持

續進行之會務後，再提送會員大會議決。 

三、 檢陳本會 109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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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周景揚常務理事 

案  由：鼓勵團體會員填寫 109 年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問

卷調查，以參與全國性研究，提升高教校務研究發展。 

說  明： 

一、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為 106年由前教育部長黃

榮村發起成立，旨在促進臺灣各大學校院務資料之研究與

發展。目前會員包含全臺 79 所公私立大學校園及專業研

究機構。 

二、 為協助公私立大學校院善用務資料，落實高教深耕計畫

TAIR 定期調查臺灣公私立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辦公室運作

現況及發展，目的在於： 

1. 透過問卷調查意見的反映，瞭解學校務研究運作機制

及發展困境。 

2. 定期數據資料的累積及分析，可協助掌握校務研究在

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及因應策略。 

3. 落實校務自我改善機制，確保治理及決策能有效利用

教育資源。 

4. 透過本協會所搭建的交流平台，可強化與國內外專業

網絡連結及成長。 

三、 爰本會 51 所團體會員中，約 1/3 的學校尚未積極參與務研

究之專業交流，顯示提升與精進之空間。 

四、 109 年度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線上問卷訂於 

7 月下旬正式開放填寫。為鼓勵本會團體會員更有效益運

用校務資料， 建議本會發文各團體會員，鼓勵參與本年度

問卷調查，提升校務運作專業交流。 

附件：（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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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年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問卷內容（紙

本） 

2. 線上問卷連結網址: https://forms.gle/k9cvuiBEeekB7cb68 

3. 線上問卷連結QR code： 

 

  

決  議：同意鼓勵各會員學校填寫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發文之問

卷。 

 

陸、 散會 

https://forms.gle/k9cvuiBEeekB7cb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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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778

聯絡人：陳怡旬

電　話：02-7736-6711

受文者：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臺教文(五)字第109008497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 (0084971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109年6月9日「研商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會

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外交部、內政部移民署、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大

學校院協進會、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

進會、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成功大學、銘傳大學、

義守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

學、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法制處

副本：本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僑生及外生事務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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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辦理會議申請表 

備註： 

1. 依據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 109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本(109)年度總補助經費計

新臺幣 40 萬元整，每案至多補助 10 萬元及以不連續 2年於同一單位執行本案為原則。

2. 本(109)年度研討會或論壇議題主軸，依據本協會 109 年 5 月 29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結果辦

理。

3. 請申請學校於 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前將本申請表及計畫書草案(3 頁以內)，以電子檔(word)

寄至本協會信箱 anutw1998@gmail.com，俾利彙辦。

4. 本案聯絡人：何亭吟小姐   聯絡電話：03-5162492

傳真：03-5162490   E-mail：anutw1998@gmail.com

地址：300044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

編號：109-01 申請日期：109 年 07 月 02 日 

學校名稱 國立中山大學 

辦理項目 

109 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或論壇 

議題主軸： 

疫情之後的高等教育–台灣財務工程學會年輕學者論壇 

聯絡方式 
聯絡人：蔡維哲 電話：07-5252000 ext 4814 

傳真：07-5250136 E-mail：weiche@mail.nsysu.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新冠肺炎疫情後的國際金融情勢 

美中衝突導致供應鏈斷鏈的經貿議題探討 

台灣財務會計學者的研究議題合作 

會議地點（預定） 國立中山大學圖資大樓 10 樓 

會議交通狀況（預定） 與會來賓自行抵達會場 

會議規模（預定） 參加人數預估 80~100位 

辦理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財務會計學者論壇將於 2020年 10月 30日舉行，為期一天，議程委員

會將由八位財務、會計領域頂尖學者所組成。此次論壇安排一場專題

演講，並規劃一場座談會與兩個發表討論場次，將於七月對外公開徵

稿並將由議程委員會審查稿件。 

經費來源 
總預算 27 萬：國立中山大學 9 萬、台灣財務工程學會 10 萬、經費尚

缺 8萬 

附件2

mailto:anutw1998@gmail.com
mailto:anutw1998@gmail.com




2020 年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年輕學者論壇 

2020 Financial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of Taiwan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Symposium 

經 費 申 請 書

聯絡人： 蔡維哲教授/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主辦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 

電話： （07）5252000 分機 4814

傳真： （07）5250136

附件2



 

 

 

 

 

壹、 舉辦緣起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截至今年六月二十六號為止，世界衛生組織（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確診案例已經超過九百萬例，死亡案例亦超過四十八萬

例。前所未見的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於今年六月份下修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至-4.9%，這比四月份所發

布的預測更再下調了 1.9%，此外更具體警告金融市場與全球實體經濟嚴重脫鉤。

又中美貿易衝突升溫，也導致製造供應鏈發生劇烈變化。在此經貿大環境的背景

下，國立中山大學與台灣財務工程學會共同發起舉辦 2020 年臺灣財務工程學會

年輕學者論壇，希冀匯集台灣財務、會計領域學者的豐富研究經驗，討論產業的

將來發展趨勢以及國際金融情勢的可能因應。1 

 

貳、 研討會目的及預期效益 

一、舉辦目的 

（一）鼓勵國內財務會計學術研究風氣，提昇國內學術水準。 

（二）促成年輕學者研究合作，跨議題合作提升研究創意與視野。 

（三）研究經驗傳承，藉由意見交換與經驗分享，為健全國內財務會計研究師資

培育，進而提升臺灣財會教育的國際競爭力。 

 

二、預期效益 

（一）打造台灣重要的財務會計年輕學者研究交流平台，鼓勵國內更多學者戮力

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二）本論壇預計邀請國內頂尖財務金融專家學者蒞會參與，並安排專題演講，

經驗傳承給年輕學者，增强國內學術研究水平。 

（三）安排與熱門前瞻議題座談，以期激盪出跨子領域創新議題，藉此匯集年輕

                                                 
1
 2003 年由一群產官學研菁英所發起成立。發起人包括前任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博士、前財政部長李庸三博士、

前經建會主委胡勝正院士、美國 Rutgers University 傑出講座教授李正福博士、前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理

事長黃敏助博士及前台灣期貨交易所董事長施敏雄教授等。為非以營利為目的設立之學術團體。本會以發展財務

金融市場之學術研究及促進金融產業之健全成長，進而搭建具影響力之財務工程與金融市場交流平台，提昇台灣

資本市場與金融市場之國際競爭力為宗旨。本屆理事長由實踐大學郭憲章講座教授擔任，常務理事包括林蒼祥教

授(淡江大學)、俞明德校長(中國科技大學)、林丙輝教授(中興大學)、張傳章教授(中央大學)、吳中書董事長(台

灣金融研訓院)、林建甫院長(台灣經濟研究院)、邱文昌總經理(臺灣期貨交易所)與張森林教授(臺灣大學)。監

事主席為許和鈞教授(銘傳大學)、常務監事包括徐守德校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與吳琮璠教授(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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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創意，實質貢獻於臺灣金融、會計相關制度。 

 

參、 籌備進度 

國立中山大學與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共同主辦此次論壇，將於 2020 年 7 月開始

公開徵稿，8 月完成學術論文評審及專題講座安排，會議將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舉辦。 

 

肆、 論文議程委員會委員姓名、服務機關與職稱 

姓名 服務機關與職稱 

張森林 國立臺灣大學財金系特聘教授 

俞明德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 

黃華瑋 成功大學會計暨財務金融研究所特聘教授 

鍾惠民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林蒼祥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林丙輝 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 

廖四郎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教授 

蔡蒔銓 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優聘教授 

 

伍、 研討會暫定議程 
 

時間 會議內容 

9:50-10:00 開場 

10:00-10:50 周冠男 教授專題演講 

(主持人: 陳業寧 教授) 

11:00-12:15 4 位學者的研究分享(每人報告 15 分鐘:來賓提問 3 分鐘) 

(主持人: 周冠男 教授) 

12:15-13:30 午餐 

13:30-14:45 4 位學者的研究分享(每人報告 15 分鐘:來賓提問 3 分鐘) 

(主持人: 陳業寧 教授) 

15:00-17:00 財會熱門前瞻研究議題座談討論 

(主持人: 周冠男、黃華瑋、陳業寧 教授) 

17:3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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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年會年輕學者論壇特色 

一、邀請國際級頂尖財金學者擔任論壇專題主講（Keynote Speaker） 

邀請在財務領域具有國際傑出學術地位的大師，擔任論壇的專題主講者。演

講內容將分享自己過往豐富的研究合作經驗，經驗傳承於台灣年輕學者，鼓勵台

灣年輕學者之間開啟研究合作。 

此外，專題主講也將針對當前重要的財金議題深入剖析，並提出適當見解，

希望能啟發年輕學者的研究創意，貢獻於財金領域的研究與政策應用。 

 

Keynote speaker: 周冠男 教授 

周冠男教授目前服務於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並兼任商學院學術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

為投資學、市場微結構及行為財務學，其研究主題包含市場設計的效率性、公司治理、公司價

值評估、不同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及投資者情緒如何影響股票與期貨報酬等。而學術著作則廣

泛刊登於國內外知名財務相關的期刊中，其中國外期刊包括 Financi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國內則有財務金

融學刊、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等。對於學術服務方面，周冠男教授現任台灣重要的財務學術期刊

《財務金融學刊》的副主編及《台大管理論叢》、《重大管理評論》、《企業管理學報》與《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的編輯委員，並擔任臺灣財務金融學會理事，亞洲財務金融學會主席等學

術職務。於社會服務方面，周冠男教授也擔任台灣期貨交易所結算委員會委員、考試院公務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顧問、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研究

發展委員會)委員和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培訓中心講座等職務。 

 

二、積極邀請國內年輕學者參與，擴大論壇交流程度 

    論壇將會廣邀台灣的財會領域年輕學者，特別是研究已經稍有成績展露，藉

由與會學者分享自己擅長的研究議題，開啟學術合作之可能性。例如：蔡怡純教

授(高雄大學)、張嘉倩教授(高雄科技大學)、周庭楷副教授(成功大學)、潘虹華

助理教授(清華大學)、林靖庭副教授(政治大學)、莊明哲助理教授(逢甲大學)、

邱信瑜助理教授(屏東大學)、顏廣杰助理教授(東吳大學)、鄭宏文助理教授(東

吳大學)、楊智元助理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彭琪祿副教授(高雄科技大學)、曹

嘉玲副教授(中正大學)、廖麗凱助理教授(成功大學)、張眾卓教授(暨南大學)、

曾翊恆副教授(元智大學)、李漢星副教授(交通大學)、駱建陵助理教授(元智大

學)、余歆儀副教授(高雄大學)、邱敬貿副教授(元智大學)、翁培師副教授(東華

大學)、李宜熹助理教授(東吳大學)、莊逸偉助理教授(逢甲大學)、王功亮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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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高雄大學)、劉文讓助理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等年輕學者。 
 

三、安排財會熱門前瞻議題座談，促進年輕學者之間的交流與研究合作 

論壇的議題座談，將依時勢所需，針對財會熱門前瞻研究議題，進行討論。

座談希冀幫助國內年輕學者往後進行之研究方向能產生顯著的影響，並提升台灣

財金、會計領域學術研究品質，且增進國際學術影響力。論壇擬邀請國際級的大

師擔任熱門前瞻研究議題座談，經驗傳承台灣的財會領域年輕學者。本論壇的熱

門前瞻議題座談會預計邀請 3 位國際級學者擔任主持人，擴大論壇交流程度。 

 

2020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年輕學者論壇邀請熱門前瞻議題座談之主持人 

主持人 任職機構與職位 

周冠男 政治大學財管系特聘教授兼任政大商學院學術副院長 

黃華瑋 成功大學會計系特聘教授兼任成大管理學院副院長 

陳業寧 台灣大學財金系教授兼任科技部財會領域學門召集人 

 

主持人 (一) : 周冠男 教授 

周冠男教授目前服務於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並兼任商學院學術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

為投資學、市場微結構及行為財務學，其研究主題包含市場設計的效率性、公司治理、公司價

值評估、不同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及投資者情緒如何影響股票與期貨報酬等。而學術著作則廣

泛刊登於國內外知名財務相關的期刊中，其中國外期刊包括 Financi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國內則有財務金

融學刊、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等。對於學術服務方面，周冠男教授現任台灣重要的財務學術期刊

《財務金融學刊》的副主編及《台大管理論叢》、《重大管理評論》、《企業管理學報》與《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的編輯委員，並擔任臺灣財務金融學會理事，亞洲財務金融學會主席等學

術職務。於社會服務方面，周冠男教授也擔任台灣期貨交易所結算委員會委員、考試院公務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顧問、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研究

發展委員會)委員和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培訓中心講座等職務。 

主持人 (二) : 黃華瑋 教授 

 黃華瑋教授目前服務於成功大學會計學系，並兼任管理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審計

學、公司治理、整合報導。而學術著作則廣泛刊登於國內外知名會計相關的期刊中，其中國外

期刊包括 The Accounting Review, Accounting Horizons,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等。對於學術服務方面，黃華瑋教授現任國際 SSCI級會計期刊管

理審計期刊副總編輯與國際 SSCI 級會計期刊亞太會計經濟期刊副總編輯。於社會服務方面，

黃華瑋教授也擔任台灣行政院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監事、台灣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委員等職務。 

主持人 (三) : 陳業寧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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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業寧教授目前服務於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並兼任管理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

金融機構、財務賽局及公司理財。其學術著作廣泛刊登於國外知名財務相關的期刊中如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Financial Manage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與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等。對於學術服務方面，陳業寧教授現任台灣重要的財務學術期刊《財務金

融學刊》的主編及臺灣財務金融學會理事等學術職務。於社會服務方面，陳業寧教授也曾任中

央存款保險公司董事以及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董事與監察人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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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預估經費 
 

【研討會預算】 
 

 
數量 

 
單價 金額 總金額 

一、論文發表/演講費     $72,500 

1.主講員演講費 1 
 

10,000 $10,000 
 

2.各場次主持人費用 3 人次 3,000 $9,000 
 

3.學術論文發表人費用 8 人次 2,000 $16,000 
 

4.與談人費用 15 人次 1,500 $22,500  

5.論文審查費 10 人次 1,500 $15,000  

      

二、旅費費 
    

$72,700 

高鐵 15 人次 2,980 $44,700  

計程車資 15 人次 500 $7,500  

住宿費 10 人次 2,000 $20,000  

 

三、餐費     
$38,000 

1.茶點 100 人次 100 $10,000 
 

2.午餐 100 人次 80 $8,000 
 

3.晚宴 40 人次 500 $20,000 
 

      

四、場地費    $20,000 $20,000 

五、工讀費 10 人日 200 $16,000 $16,000 

      

六、雜費 
    

$75,000 

1.禮品費 100 份 100 $10,000 
 

2.論壇手冊印刷及光碟 100 份 300 $30,000 
 

3.海報、旗幟 10 份 500 $5,000 
 

4.會場布置 1 份 5,000 $5,000  

5.影印費 50 次 300 $15,000  

6.文具、郵資、耗材雜支 1 批 10000 $10,000  

     
$2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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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辦理會議申請表 

編號：109-02 申請日期：109 年 07 月 02 日 

學校名稱 國立中山大學 

辦理項目 

109 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或論壇 

議題主軸：新型冠狀病毒流病防疫暨快篩技術研討會 

■疫情之後的高等教育 

聯絡方式 
聯絡人：黃靖淑 電話：07-5253933 

傳真：07-5253933 E-mail：huangchinshu@gmail.com 

會議議題（預定） 新型冠狀病毒流病防疫暨快篩技術研討會 

會議地點（預定）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研究大樓 

會議交通狀況（預定） 

參加者自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高雄捷運橘線西子灣站下站，步行 10

鐘後抵達中山大學 或搭乘公車橘 1至本校行政大樓下車 

參加者也可以自行開車至會場，會場旁有收費停車場(每小時 30元)，

或至本校海堤停車場(全天 60 元)。機車則在會場旁有免費停車場(但

位置有限)。 

會議規模（預定） 大會為期 1天，預計有 150人左右 

辦理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辦理方式: 

本次會議預計為期一天，日期為 7/10(五)，地點在國立中山大學國

際研究大樓光中廳。會議採線上報名， 

大會網站:http://rpa16.nsysu.edu.tw/app/index.php 

報名網站:https://forms.gle/4L4i5hfM843p8ro59 

◎ 主辦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毒藥物暨生醫快篩科技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研發處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醫科所 

◎ 籌備委員會召集人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謝建台講座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醫科所楊閎蔚副教授 

◎ 籌備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醫科所李啟偉助理教授 

 大同醫院，陳彥旭院長 

大會議程請見附件 

經費來源 
總預計花費:155,000 

目前已募得經費: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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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依據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 109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本(109)年度總補助經費計

新臺幣 40 萬元整，每案至多補助 10 萬元及以不連續 2年於同一單位執行本案為原則。 

2. 本(109)年度研討會或論壇議題主軸，依據本協會 109 年 5 月 29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結果辦

理。 

3. 請申請學校於 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前將本申請表及計畫書草案(3 頁以內)，以電子檔(word)

寄至本協會信箱 anutw1998@gmail.com，俾利彙辦。 

4. 本案聯絡人：何亭吟小姐   聯絡電話：03-5162492 

傳真：03-5162490   E-mail：anutw1998@gmail.com 

地址：300044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 

  

 廠商贊助款_30,000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化學系、毒藥物中心、醫學科技研究所

_105,000 

目前尚缺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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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草案 

(一) 活動內容： 

2019年底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因其超強的傳染與致病能力，截

至目前短短半年期間，全球將近 450萬人染疫，而其中 30萬人因染疫而死

亡。基於流行病學角度，實在歸因於各國政府無法在第一時間內有效檢測出染

病帶原者，並快速做出應對措施，導致疫情擴散一發不可收拾。有鑑於此，台

灣基於過去 SARS的經驗，除了在防疫措施領先全球外，其檢測病毒的研發能

量更是首屈一指。 

本次會議在介紹由本校所開發之檢測新型冠狀病毒 S蛋白質及、病人血中免疫球蛋

白抗體以及快速核酸檢測技術為主軸，除了介紹最新的快速篩檢技術外，可用來全

時觀察負壓病房內病人病情的新雷射觀測系統也將同步發表。該會議效益應將對武

漢病毒之早期診斷有正面的影響力，也可顯示本校在防疫上的貢獻外，而所開發之

技術未來更會是導引領域未來發展的指標。 

參加對象及人數： 

本會議的舉辦目的是為了讓一般大眾不須對武漢肺炎感到恐懼且對這未

知的病毒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一般民眾至有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士，只要

是對該議題有興趣都歡迎參加。預計共有將近 200人參與此會議。 

     

    論文接受數: 

    本次會議沒有對外徵稿 

 

(二) 預期成效: 

為提供一般民眾對武漢肺炎的了解， 申請人預計在 2020年 7月 10 (星期

五)日假國立中山大學舉辦為期一天的『新型冠狀病毒流病防疫暨快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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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預計屆時會有大約 200 位聽眾參與。此次會議很榮幸的邀請

到中山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謝建台教授，中山大學電機系講座教授-洪子

聖、中山大學醫科所楊閎蔚副教授、中山大學公事所吳偉寧助理教授、高

醫醫檢系王聖帆 副教授、高醫感染科、高醫疾病管制中心林俊佑主任、

大同醫院陳彥旭院長、高榮副院長、行政院南區疾控中心主任陳垚生教授

及日本島津應用工程師 Evonne等分享其在新冠病毒上的專業研究，相信

能為聽眾對此一病毒帶來更深一層的理解與認識。 

(三) 大會宣傳海報: 

 
新型冠狀病毒流病防疫暨快篩技術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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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 (星期五) 

地點: 國立中山大學光中廳 

08:30 am ~ 09:00 am 報到 地點 

09:00 am ~ 09:30 am 開幕式 光中廳 

邀請演講 I 

09:30 am ~10:05 am 

主持人: 吳明忠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 

演講人: 楊閎蔚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研究所) 

演講主題: 移動式健康照護平台應用於 COVID-19 

快篩及臨床應用評估 光中廳 

10:05 am ~ 10:40 am 

主持人: 謝建台主任 (毒藥物暨生醫快篩科技研究中心) 

演講人: 林俊祐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 

演講主題: 從感染管制的立場，看快篩技術的需求 

10:40 am ~ 11:00 am 茶敘 大廳 

11:00 am ~ 11:35 am 

主持人: 莊承鑫所長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研究所) 

演講人: 鄭兆珉教授 (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 

演講主題: SARS-CoV-2 抗原及 COVID-19 病人血清 IL-6 檢測試片開發及

初期臨床評估 光中廳 

11:35 am ~ 12:10 pm 

主持人:  陳玟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研究所) 

演講人: 余靈珊博士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生物創新技術中心) 

演講主題: 生醫晶片與新興傳染病之應用 

12:10 pm ~01:30 pm 午餐 階梯教室 

邀請演講 II 

01:30 pm ~ 02:05 pm 

主持人: 戴明泓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演講人: 陳垚生副院長 (高雄榮民總醫院感染科) 

演講主題: 新冠肺炎(COVID-19)：現況與未來 
光中廳 

02:05 pm ~ 02:40 pm 

主持人: 李志聰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演講人: 王家蓁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演講主題: 病毒氣膠的傳播及預防 

02:40 pm ~ 03:00 pm 茶敘 大廳 

03:00 pm ~ 03:35 pm 

主持人: 許晉銓所長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演講人: 洪子聖講座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 

演講主題: 用於隔空生理監測之自我注入鎖定雷達技術 

光中廳 
03:35 pm ~ 04:10 pm 

主持人: 蔡錦昌教授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演講人: 吳偉寧教授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演講主題: 社區防疫：風險意識與參與 

04:10 pm ~ 04:20 pm 閉幕式 

附件2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辦理會議申請表 

 

備註： 

1. 依據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 109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本(109)年度總補助經費

計新臺幣 40 萬元整，每案至多補助 10 萬元及以不連續 2年於同一單位執行本案為原則。 

2. 本(109)年度研討會或論壇議題主軸，依據本協會 109 年 5 月 29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結果

辦理。 

3. 請申請學校於 109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前將本申請表及計畫書草案(3 頁以內)，以電子檔

(word)寄至本協會信箱 anutw1998@gmail.com，俾利彙辦。 

4. 本案聯絡人：何亭吟小姐   聯絡電話：03-5162492 

傳真：03-5162490   E-mail：anutw1998@gmail.com 

地址：300044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 

 

 

 

編號：109-03 申請日期：109 年 07 月 06 日 

學校名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辦理項目 

109 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或論壇 

議題主軸： 

■疫情之後的高等教育 

聯絡方式 

聯絡人：王薏婷 電話：07-7172930 轉 3961 

傳真：07-7263332 
E-mail ：

oia_exchange@mail.nknu.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1. 新冠疫情後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發展 

2. 新冠疫情後的國際合作與流動 

 

會議地點（預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樓第三會議室  

會議交通狀況（預定） 飛機、高鐵和捷運 

會議規模（預定） 60-80人 

辦理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配合本校 66 週年校慶，會議時間暫定 109 年 11 月 6 日舉辦，議程安

排如後附。 

經費來源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補助及勸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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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論壇  

壹、論壇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各大行業無不深受影響，不少企業為了降低接觸及群聚感

染風險，不是停工、停班就是改採居家上班，一場疫情改變了經濟模式的發展，但

後疫情時代的衝擊絕不僅如此，在可預見的一場經濟黑暗期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

高教治理與經營者共同面對空前的困難轉型挑戰，本校在祝賀 66週年校慶的同時，

希望共同探討疫情後學校所面臨的轉型及創新策略。本論壇將於 2020年 11月 6日

於本校隆重舉行，屆時將有校外人士及姊妹校代表與會。 

 

本屆論壇主題為後疫情時代的相關因應措施與創新之道，本校吳連賞校長希望透過

邀請知名教育領導者的相互腦力激盪與經驗分享，為國際人才培育開創新的願景，

回應快速變遷的社會並積極參與國際交流；隨著遠距教學的普及化，教學方式也逐

漸被迫改變，未來的教育是打破校園圍籬與國界，這也考驗新型態的師生關係及操

作協作平台的能力，此一討論盛會將使即將到來的六十六週年校慶別具歷史意義。

本次論壇將探索疫情之後的全球課程趨勢與國際合作創新模式，致力提升學校教學

水準及學生調適與學習，共同建構新的安全社會與學習環境。 

 

這場突發事件對全球民眾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活動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如何在後疫

情時代未雨綢繆？這是我們作為教育研究者應該關注的問題。本屆後疫情時代所面

臨的調適與學習論壇，不僅提供國際師資培育校院落實學術合作交流與維繫友誼的

平臺，師資培育領導者更藉此機會共同討論學校課程的創新轉型及未來方向等重要

教育議題，為擘畫教育願景而努力。 

 

 

 

 

貳、計畫內容 

一、主題： 

    1. 新冠疫情後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發展 

    2. 新冠疫情後的國際合作與流動 

二、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 

三、時間：109年 11月 6日（星期五） (暫訂) 

四、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五、參加對象：校外人士及本校教職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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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議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A版本-半天) 

8:30-8:50 報到 

第一場次 

9:00-10:20 

 
論壇主題 1：新冠疫情後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發展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楊慶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邀請中) 

與談人：陳振遠 義守大學校長 (邀請中) 

與談人: 方德隆學務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第二場次 

10:30-11:50 
論壇主題 2：新冠疫情後的國際合作與流動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陳英輝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邀請中)  

與談人：古源光 屏東大學校長 (邀請中) 

與談人: 唐硯漁教務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綜合討論 

11:50-12:00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郭榮升國際事務處處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00-13:30 
休息(用餐) 與會來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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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B版本-全天) 

8:30-8:50 報到 

第一場次 

9:00-10:20 

 
論壇主題 1：新冠疫情後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發展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楊慶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邀請中) 

與談人：方德隆學務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30-11:50 論壇主題 1：新冠疫情後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發展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陳振遠 義守大學校長 (邀請中) 

與談人: 唐硯漁教務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00-13:30 
休息(用餐) 與會來賓交流 

 
                      第二場次 

13:30-14:50 
論壇主題 2：新冠疫情後的國際合作與流動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陳英輝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邀請中)  

與談人：郭榮升國際事務處處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4:50-16:10 
論壇主題 2：新冠疫情後的國際合作與流動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談人：古源光 屏東大學校長 (邀請中) 

與談人: 丘愛鈴處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綜合討論 

16:10-16:30 主持人：郭榮升國際事務處處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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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預算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主持費 1,000 1人*2場 2,000 論壇主持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8/小時 16,000 論壇講座鐘點費 

工讀生或臨時

工 

133 80小時 10,640 辦理論壇所需臨時工作人員 

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機關負

擔) 

28,640 0.0191 547 上述主持費、講座鐘點費、

臨時工作費等經費加總

28,640元*1.91% 

工讀生或臨時

工勞健保及勞

退金 

10,640 0.1718 1,828 工讀生或臨時工勞健保及勞

退金 

膳費 250/日 100 25,000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

費編列基準表編列，辦理論

壇相關專家學者與會人員 

膳費 80/餐 100 8,000 校內籌辦論壇誤餐費 

印刷費 20,985 式 20,985 印製相關文件、報表、海報、

講義、資料、文宣品 

雜支 15,000 式 15,000  

合計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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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辦理會議申請表 

編號：109-04 申請日期：109 年 07 月 06 日 

學校名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辦理項目 

109 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或論壇 

議題主軸： 

■疫情之後的高等教育 

聯絡方式 
聯絡人：江甫晏 電話：0900-252-423 

傳真： E-mail：cat97327@gmail.com 

會議議題（預定） 

「合境平安-新疫時代文化的韌性與永續」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試圖探討當疫情成為日常，文化與藝術身處秩序瞬息重構

的時代，什麼是必須守護的重要價值？面對不安定的社會脈動，如何

以文化展示與演繹回應時代，並透過人文教育與創作承先啟後傳遞時

代思想與內涵？文化與藝術發展的策略和管理，未來又該如何預先鋪

下壓艙石，帶領社會乘風破浪並永續航行？從每位研究者不同角度的

關懷出發，期許深化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多元對話，串聯起全境的點、

線、面，引領我們覺察根源、碰撞觀點、挑戰未知，迎向文化資源領域

的合境平安。本次欲討論之子主題如下： 

（一）文化資產的重構與再生 

（二）藝文政策的彈性與適應 

（三）藝術教育與文化扎根 

（四）博物館的詮釋與實踐 

（五）符合本次研討會之其他相關研究 

會議地點（預定）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大樓二樓 國際會議廳 

會議交通狀況（預定） 

交通資訊 

捷運：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關渡站，欲轉搭乘公車或校車者，請從關渡站 1 號

出口出站，再搭乘北藝大校車或紅 35、紅 55公車。(請參考北藝大接

駁車時刻表) 

公車： 

搭乘公車 216(副線)、223、302、308、550、682、821、864、1505、

小 23搭至關渡國小站下車，步行至中央北路四段與學園路交叉口，沿

學園路步行往北藝大校門方向。 

開車： 

從臺北市區往士林方向，直行承德路左轉接大度路至底，接中央北路

四段，左轉至學園路即可抵達。 

會議規模（預定）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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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依據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 109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本(109)年度總補助經費計

新臺幣 40 萬元整，每案至多補助 10 萬元及以不連續 2年於同一單位執行本案為原則。 

2. 本(109)年度研討會或論壇議題主軸，依據本協會 109 年 5 月 29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結果辦

理。 

3. 請申請學校於 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前將本申請表及計畫書草案(3 頁以內)，以電子檔(word)

寄至本協會信箱 anutw1998@gmail.com，俾利彙辦。 

4. 本案聯絡人：何亭吟小姐   聯絡電話：03-5162492 

傳真：03-5162490   E-mail：anutw1998@gmail.com 

地址：300044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 

辦理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2020年 12月 10日（四）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09:30 上午場次報到  

國際會議廳 09:30-10:00 開幕式 

10:00-12:00 經典講座-預計邀請文化部或文資局長 

12:00-13:00         用餐暨下午場次報到 

13:00-14:40 
論文發表（第 1-1場）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第 1-2場） R211會議室 

14:40-15:00            茶敘 

15:00-16:15 
論文發表（第 2-1場）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第 2-2場） R211會議室 

2020年 12月 11日（五）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10:00 上午場次報到 
國際會議廳 

10:00-12:00 經典講座-預計邀請紙風車劇團 

12:00-13:00         用餐暨下午場次報到 

13:00-14:40 
論文發表（第 3-1場）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第 3-2場） R211會議室 

14:40-15:00            茶敘 

15:00-16:40 論文發表（第 4-1場） 
國際會議廳 

16:40-17:00 閉幕式 
 

經費來源 
申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補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自籌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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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合境平安-新疫時代文化的韌性與永續」計畫書 

一、活動名稱：合境平安-新疫時代文化的韌性與永續 

二、活動宗旨： 

  本年度大會以「合境平安-新疫時代文化的韌性與永續」為題，以 2020 

年為人類歷史寫下新頁的全球疫情，作為開啟思考與對話的契機。「合境」一

詞，我們在此賦予其雙重意涵，其一是我們身處的社會，其二是各種藝術與文

化領域。動盪時期的社會失序，不斷考驗文化與藝術的韌性，也考驗著合境之

內，文化人們對未來的永續想像。 

本次研討會試圖探討當疫情成為日常，文化與藝術身處秩序瞬息重構的時

代，什麼是必須守護的重要價值？面對不安定的社會脈動，如何以文化展示與

演繹回應時代，並透過人文教育與創作承先啟後傳遞時代思想與內涵？文化與

藝術發展的策略和管理，未來又該如何預先鋪下壓艙石，帶領社會乘風破浪並

永續航行？ 

從每位研究者不同角度的關懷出發，期許深化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多元對

話，串聯起全境的點、線、面，引領我們覺察根源、碰撞觀點、挑戰未知，迎

向文化資源領域的合境平安。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學院 

四、承辦單位：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五、活動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大樓二樓 國際會議廳 

六、活動時間：2020 年 12 月 10 日（週四）至 12 月 11 日（週五） 

七、活動內容： 

（一）經典講座：邀請國內外文化資產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提供經驗分享。 

（二）研究生論文發表：於本研討會投稿論文，業經審查合格者，擇優安排口 

           頭發表。 

八、活動主題： 

（一）文化資產的重構與再生 

（二）藝文政策的彈性與適應 

（三）藝術教育與文化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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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物館的詮釋與實踐 

（五）符合本次研討會之其他相關研究 

九、參加對象：各大專院校以文化資源為研究專題之研究生 

十、活動議程（暫定）： 

2020 年 12 月 10 日（四）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09:30 上午場次報到  

國際會議廳 09:30-10:00 開幕式 

10:00-12:00 經典講座 

12:00-13:00         用餐暨下午場次報到 

13:00-14:40 
論文發表（第 1-1 場）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第 1-2 場） R211 會議室 

14:40-15:00            茶敘 

15:00-16:15 
論文發表（第 2-1 場）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第 2-2 場） R211 會議室 

2020 年 12 月 11 日（五）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10:00 上午場次報到 
國際會議廳 

10:00-12:00 經典講座 

12:00-13:00         用餐暨下午場次報到 

13:00-14:40 
論文發表（第 3-1 場）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第 3-2 場） R211 會議室 

14:40-15:00            茶敘 

15:00-16:40 論文發表（第 4-1 場） 
國際會議廳 

16:40-17:00 閉幕式 

 

 

 

 

附件2



十一、籌備進程： 

 月次 

實施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徵件議事組 
1.徵件期       

研

討

會

舉

辦 

2.議程排定及確認       

文宣組 
1. 海報、官網、校內外宣傳       

2.大型輸出與大會手冊       

公關組 
1.邀請主講、與談、評論人       

2.確認貴賓出席名單       

活動組 場地規劃與人力確認       

十二、預算需求 

研討會初估預算表  

項 細項 預估單價 數量 預算 

大會手冊 手冊印刷(含稅) 25  350  8,750  

校內/外宣傳 
A1 海報、路燈旗、直立旗、布

條印製、大圖輸出 
40,000  1  40,000  

活動證明 感謝狀、時數及發表證明 2,500  1  2,500  

場地布置 名牌、桌牌、海報 2,000  1  2,000  

小計 53,250 

人事費 經典講座演講費(含二代健保) 8,153  2  16,306  

人事費 校外評論人出席費 2,548  8  20,384  

 小計 36,690  

意外險 公共意外險 3,000  1  3,000  

業務費 
研討會茶敘、午餐 24800  1  24,800  

雜費 10,000  1  10,000  

小計 37,800 

合計 127,740 

十三、預期成果： 

  本研討會期盼藉由講座分享與論文發表，提供學術界交流平台，探討當疫

情成為日常，文化與藝術相關領域該如何適應時代，從政策面、教育面、文化

面、社會面等不同角度展開多元對話，提供方向與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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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增(減) 說明

1 經費收入（A） 1,343,000 1,343,000 0

1   入會費 0 0 0

2   常年會費 1,275,000 1,275,000 0

3   基金孳息 65,000 65,000 0

4   活期存款利息 3,000 3,000 0

2 經費支出（B） 1,837,832 1,938,431 100,599 6月調整後支出較1月通過版的支出增加數

1   人事費 1,259,232 1,259,232 0

1     員工津貼 254,400 254,400 0

2     專任人員薪資 1,004,832 1,004,832 0

2   業務費 405,000 405,000 0

1  研討會及論壇補助 400,000 400,000 0

2  小型演講 0 0 0

3  業務促進費 5,000 5,000 0

3   辦公費 131,950 232,549 100,599

1  印刷費 30,000 30,000 0

2  郵電費 6,500 6,500 0

3  文具費 17,000 17,000 0

4      雜費 78,450 179,049 100,599

新增合署辦公室所需辦公用品5萬元、專任人員

電腦設備4萬599元、

會計師事務所代辦費1萬元。

4   提撥基金 41,650 41,650 0

1 準備基金 41,650 41,650 0

2 發展基金 0 0 0

3 本期餘絀（A）-（B） -494,832 -595,431 -100,599 6月調整後本期絀數較1月通過版的絀數增加數

會計 秘書長 理 事 長

常務監事

備註：本表內與(原)預算數有差異者，以紅字表示。

項次

會計科目

本年度

(原109.01)
預算數（C）

本年度

(修109.06)
預算數（D）

本年度(修109.06)與本年度(原109.01)

預算比較數（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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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提案 

 

 

案由：鼓勵團體會員填寫 109 年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問卷調查，以參

與全國性研究，提升高教校務研究發展。 

提案人：周景揚常務理事   連署人： 

 

說明：一、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為 106 年由前教育部長黃榮村發起成

立，旨在促進台灣各大學校院校務資料之研究與發展。目前會員包含全

台 79 所公私立大學校園及專業研究機構。 

二、為協助公私立大學校院善用校務資料，落實高教深耕計畫，TAIR 定

期調查臺灣公私立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辦公室運作現況及發展，目的在

於： 

1. 透過問卷調查意見的反映，瞭解學校校務研究運作的機制及發

展困境， 

2. 定期數據資料的累積及分析，可協助掌握校務研究在不同發展

階段的需求及因應策略， 

3. 落實校務自我改善機制，確保校務治理及決策能有效利用教育

資源， 

4. 透過本協會所搭建的交流平台，可強化與國內外專業網絡的連

結及成長。 

二、爰本會 51 所團體會員中，約 1/3 的學校尚未積極參與校務研究之

專業交流，顯示提升與精進之空間。 

三、109 年度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線上問卷訂於 7 月下旬

正式開放填寫。為鼓勵本會團體會員更有效益運用校務資料，建議本會

發文各團體會員，鼓勵參與本年度問卷調查，提升校務運作專業交流。 

 

提請議決 

 

 

附件： 

1. 109 年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問卷內容(紙本) 

2. 線上問卷連結網址: https://forms.gle/k9cvuiBEeekB7cb68 

3. 線上問卷連結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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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問卷第二版 

敬愛的校務研究夥伴：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AIR)為定期調查

並研究臺灣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的結構與功能，以瞭解專業社群的發展現況，邀請您

撥冗填答本問卷。本問卷是以目前在職於校務研究單位/或中心的人員為調查對象，本

問卷所得之數據僅作為全國性概況分析之用，學校層級及個人資料均一律保密，請您

放心填答。謝謝您的參與，敬祝平安。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周景揚理事長 

何希慧秘書長 

聯絡人：陳純如行政助理 

電話：03-4227151分機 27041 

電子郵件：sec@tai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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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請問您服務高等教育機構是:               

2. 請問您服務學校性質是？ 

（1）公立 （2）私立 

3. 請問您服務高等教育機構定位是？ 

（1）研究型 （2）教學型 （3）綜合型 （4）技術型 （5）其他：_________ 

4. 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    （2）女     

5.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為:  

（1）大學學歷  （2）碩士學歷  （3）博士學歷 （4）其他：__________ 

6. 請問您的學科背景為（可複選）： 

（1）統計學 （2）管理學 （3）教育學（4）資訊相關學科 (5) 經濟學 （6）其他：__________ 

7. 請問貴校於哪一年設立校務研究辦公室？_西元 _____________ 

8. 請問目前貴校校務研究辦公室在行政編制上隸屬單位為何？_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目前在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要擔任的角色是: 

（1）行政助理  （2）專業分析人員 （3）系統開發人員 （4）其他：__________ 

10. 請問您目前在校務研究辦公室的職稱是:                     

11. 請問您是否有擔任校內（外）其他專任職位：                

                            其任職單位為何： ______________ 

12.請問您於該職位就職的年資： 

（1）服務於高等教育機構：       年 

（2）服務於校務研究辦公室：       年 

（3）是否擔任校務研究辦公室主管職：       年 ; 該主管職是否為全職？         

 

第二部分：校務研究人員專業知能 

 

13.請問以下選項是否符合您的現況? 

技術與分析知能 非 常 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熟悉高等教育機構之資料特性（如學生、教

師、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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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教育統計方法     

熟悉教育統計術語      

熟悉校務資料庫，包括資料庫結構與欄位定

義等 

    

掌握資料庫開發相關知識和管理技能     

掌握數據報告與分析應用軟體技能     

熟悉圖表設計軟體（如 Tableau）     

具備資料資析或統計分析能力     

熟悉量化研究方法     

熟悉質性研究方法     

 

14.請問以下事項是否符合您的現況? 

校務議題知能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熟悉學校目前關注的議題     

熟悉校內主管目前關注的議題     

熟悉中高層主管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要困境     

熟悉大學的日常運作     

熟悉大學的決策程序     

熟悉影響大學決策的外部環境因素     

熟悉大學行政管理的組織結構     

熟悉大學的行政組織文化     

 

15.請問以下事項是否符合您的現況? 

背景知能 非 常 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瞭解高等教育行政文化、環境及相關背景知

識 

    

瞭解所在大學的校園文化     

瞭解所在大學的辦學理念      

瞭解所在大學的發展歷史     

瞭解所在大學的運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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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所在大學的未來發展方向     

瞭解辦公室同事的價值觀     

瞭解校內同仁（教職員生）對本校所持的態

度 

    

瞭解校內同仁（教職員生）對多元化觀點的

態度 

    

熟悉國、內外高等教育的趨勢     

 

16. 請您就以下事項與您個人的實際情況符合程度評分，分數為 1~10分依次遞增。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具備口頭表達能力           

具備人際交往能力           

具備自我反思能力           

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具備協同合作能力           

具備多工處理能力（multi-

tasking） 

          

重視細節           

 

 

第三部分：人力資源及其運作 

 

17. 請問您辦公室各類人員的人數為： 

（說明：一個職員僅能歸屬於一個類別。主任:督導校務研究單位之運作。專業分析

/技術人員:執行校務研究分析、數據填報或資料倉儲。行政助理:擔任行政庶務工作） 

 

 在職人數 職位空缺 

專業分析/技術人員

（專任） 

  

專業分析/技術人員

（兼任） 

  

行政助理（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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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助理（兼任）   

工讀生   

其他   

 

18.請問您校務研究辦公室成員最高學歷的人數共計?  

 學士 碩士 博士 

專業分析人員人數    

行政助理人數    

其他人數    

 

（補充題項 1）請問貴校校務研究中心/辦公室專業分析人員（如博士後研究員、助理研

究員）是否具有升等機制保障職位的升遷？ 

(1) 無 

(2) 有，請簡要描述之：_______________ 

(補充題項 2) 請問貴校校務研究中心/辦公室面臨最大的問題為？（請排序前五順位） 

(1) 經費編列不足，導致業務執行困難 

(2) 專業分析人員缺乏升遷/升等制度保障 

(3) 主管頻繁異動對於業務熟稔度有限 

(4) 校內行政及學術單位認同感低 

(5) 缺乏整合的校務資料庫可供分析使用 

(6) 議題分析結果無法為政策推動提供有效使用 

(7) 業務定位不明，致使中心承接過多任務 

(8) IR辦公室為任務/計畫編組單位，人員編制亦隨經費而流動率高 

(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19.請問貴校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是否專業分析人員 

（1）是  （2）否   

20. 貴校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是否參與一級主管會議（例如校務會議） 

（1）不參與（2）列席，但不參與討論 （3）參與討論 （4）不清楚 

21. 請問貴校校務研究辦公室向以下哪位主管報告: （複選） 

（1）校長 （2）學術副校長 （3）行政副校長 （4）教務長 （5）學務長 （6）研發長  

（7）總務長 （8）電算中心主任/圖書與資訊處 （9）其他 （請註明）                                      

22. 請問下列哪一項敘述最能代表貴校執行校務研究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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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的校務研究是由校務研究辦公室所負責執行。  

（2）本校的校務研究是由各個行政單位提供數據，交由一個管考單位（例如秘書室）彙

整後執行。  

（3）本校的校務研究是在各個行政單位各自執行。  

（4）其他：___________ 

23. 請問貴校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要的財務來源。（複選） 

（1）學校校務基金年度例行性撥款 

（2）校內一次性的特別撥款 

（3）從其他校內外單位收取的服務費用 

（4）政府的專案計畫補助（例如: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5）政府的專案研究計畫補助（例如: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等） 

（6）其他（請註明項目）                                      

24. 您認為貴校校務研究辦公室在以下方面的現狀如何？ 

 非常不充足 不 充

足 

充足 非常充足 

人員配置     

辦公空間     

辦公室硬體設備     

辦公室軟體     

辦公室人員專業發展/培訓機會     

 

25. 請問校務研究辦公室在以下任務中所承擔責任的百分比。（如何表達地更準確） 

 小於 25% 25%~50% 50%~75% 大於 75% 

國內外大學排名填報分析     

主管機關調查數據     

製作校務績效報告     

教職員工作滿意度調查     

學生學習歷程調查     

校友畢業流向調查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學生休退學因素分析     

學生就學成本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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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就學貸款分析     

學生就學補助分析     

校務預算與財務規劃     

教師研究績效分析     

人力資源配置分析     

校務空間運用分析     

生源預測     

校務評鑑     

系所評鑑     

校務發展績效表現指標的

擬定 

    

課程品質評估     

其他     

 

26. 請勾選校務研究辦公室曾為校內哪些單位提供服務?  

 提供數據 提供諮詢 其他 

決策層 董事會    

校長    

學術副校長    

行政副校長    

校務/行政會議    

學術單

位主管 

學院主管    

系所主管    

行政單

位   

會計室/主計室    

教務處    

學務處    

人事室    

圖資處    

住宿服務組    

校友服務中心    

功能單

位 

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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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請註明）    

 

27.請問您曾參與以下哪些任務（複選） 

 專業分析/技術人員 行政助理 

資料收集與數據管理   

基本分析   

進階分析   

諮詢交流   

技術管理   

專業培訓   

辦公管理   

參加會議   

政策分析/校務治理/規劃   

行政活動   

其他   

無   

 

28.請問貴校主管對於校務研究所提供的數據資料為決策依據的使用程度為何？ 

 非常低 較低 較高 非常高 

一、二級行政主管     

教師     

行政人員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如招聯會、教

育部、監察院等等 

    

 

第四部分：資料庫及其運作 

 

29. 請問下列哪一項敘述最能代表貴校校務運作資料數據系統建置的現況?  

（1）本校校務運作之資料均定期匯入校務運作數據倉儲系統。  

（2）本校校務運作之部分資料納入校務運作數據倉儲系統，部分資料分散儲存在各個

行政單位。  

（3）本校校務運作資料分散儲存在各個行政單位。  

（4）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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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請問下列哪一項敘述最能代表貴校對外填報校務運作資料的現況?（例如:填報教育

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與大學排名數據填報） 

（1）本校對外的數據填報工作是由校務研究辦公室所負責執行。 

（2）本校對外的數據填報工作是由各個行政單位提供數據，交由一個管考單位彙整後

執行。 

（3）本校對外的數據填報工作是由各個行政單位各自執行。  

（4）本校對外的數據填報工作是由各個行政單位提供數據，交由校務辦公室作為窗口

彙整後執行上傳。 

(5) 其他：_____________ 

31.請問校務研究辦公室曾使用以下哪些外部數據資料以支持校務研究? （複選） 

（1）政府:個人層級之勞動薪資數據 

（2）政府:科系平均勞動薪資數據 

（3）政府: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數據  

（4）政府:高中階段學習成效數據  

（5）法人:考試入學數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6）法人:畢業生畢業流向調查數據（資策會）  

（7）法人:UCAN職能診斷數據（工研院） 

（8）校際合作:校際數據交換聯盟  

（9）排名數據:全國性（例如國內媒體排名） 

（10）排名數據:國際性（例如世界大學排名等） 

（11）其他 （請註明）                                   

32. 下列哪一個敘述最符合貴校校務研究（IR）與校務資訊系統開發（IT）的關係?  

（1）校務研究與校務資訊系統開發隸屬於同一個單位  

（2）校務研究與校務資訊系統開發不屬於同一個單位， 向不同的資深主管負責  

（3）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沒有校務資訊系統開發單位 

（4）本校校務資訊系統委由校外單位(如，廠商)開發 

 (5) 校務研究與校務資訊系統開發不屬於同一個單位，部分資訊系統委由校外單位(如，

廠商)開發，也向不同的資深主管負責。 

（6）其他（請註明）                                   

33. 校務研究辦公室對於以下數據資料使用的權限為何?  

 無權限 少部分權限 大部分權限 全部權限  

學校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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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空間使用     

高中（職）成績     

學生入學考試成績     

學生註冊紀錄     

學生接受就學補助     

學生學業成績     

學生課外活動記錄     

學生課堂出席記錄     

學生早期預警記錄     

學生滿意度調查     

學生學習投入調查     

學生使用學習輔導服務記錄     

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記錄     

非學位生註冊記錄     

犯罪紀錄     

學生評量教師教學     

開課紀錄     

研究經費與成果     

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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