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時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五樓五０四會議室（台北市金華街一八七號） 

出席： 

理事：鄭瑞城、陳維昭、簡茂發、楊國賜、黃政傑、張進福、張天津 

高  強、吳妍華、陳舜田、林聰明、羅仁權、張玉成 

監事：李建興、康自立、劉瑞生、林見昌、黃碧端 

請假：張俊彥理事、谷家恆理事 

列席：秘書長魏艾、秘書組尹承俊、盧世坤 

 

主持人：鄭理事長瑞城                  紀錄：鄭惠珍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第七）次理監事會議紀錄：紀錄確定。 

二、報告上（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本協會秘書長變更案，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本協會第三屆秘書長變更案，將依規定函報內政部核備。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以九二協瑞字第０三九號函報內政

部備查。 

 
第 二 案（提案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案  由：國科會新修訂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

員約用注意事項」中，對於國科會計畫專任助理任滿一年以上，比

照聘僱人員辦理離職儲金之經費來源，請討論案。 

決  議：以本協會名義行文國科會，建請同意辦理有關專任助理人員離職儲

金之公提部分，由計畫主持人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由原

核定計畫人事費或總經費內調整支應。如有需要，本協會亦將派代

表赴國科會說明。 
執行情形： 

（一）本案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臺會綜二字

第０九二００五０一七七號函覆本協會，略以：「⋯目前仍依現

行規定辦理，⋯。但為方便會計作業，得由管理費流出至人事費

支應。實施專題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就地查核之單位，九十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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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上限將由百分之八提高為百分之九」。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來函，業已轉知國立中正大學知悉。 
 
第 三 案 

案  由：「大學法修正案」相關事宜，請討論案。 

決  議：與會理監事共識如下： 

（一）請就「大學法修正草案意見調查報告書摘要」所列各項數據（百

分比），進行精緻分析與整合。 

（二）針對走向非常清楚之重大議題，先經邀請高等教育專家或校長參

與討論後，擬具對策及方案，再透過分送各會員或舉辦研討會方

式，再次廣徵意見，形成對應方案；但如遇突發狀況時，則授權

由理事長邀集常務理事共同討論後決定處理方式。 

（三）擬具之對應方案，於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正式辦理發表會，

對外發表本協會的共識與立場（因此，本次會議提供之「大學法

修正草案意見調查報告書摘要」資料暫不對外公開）。 

※與會理監事意見： 

１、本協會共識產生後，建議先向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委員說明，供做

參考。 

２、問卷結果於整理後，建議送教育部、各會員參考。 

３、本協會之共識，應透過辦理發表會、座談會或研討會的方式，對

外說明；以輿論來影響外界對大學法修正案之看法。 

４、針對修正案中重大的改變，應彙集國立大學的想法、建立智庫，

找到因應的方向，俾影響立法的方向。 

５、在本協會之共識還未正式對外發表前，建議應向修法小組說明，

避免造成無法預期的後果。 

６、問卷設計中，未將影響答案之變數全數列出。 

７、建議將數據再深度化分析，以求明確的修法方向。 

８、本協會之共識，不需再送修法小組，應送立法院，讓其明白本協

會之立場。 

９、總體而言，各題答案之百分比分配平均，代表會員意見並不集中；

但在某些題目答案中，已充分表達本協會立場，可惜未續做進一

步題目設計。 

10、問卷調查對象，是否真的瞭解修正案之內容。 

11、本協會關心的議題、在意的焦點究竟為何，應先確定後，再尋良

策。 

12、待共識形成之後，各校應分頭向北、中、南、東四區塊的立法委

員反應本協會立場。 

13、運用「潛水艇政策」，有效率的傳遞本協會訊息、形成本協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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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先瞭解教育部與本協會就修正案內容，是否有落差存在。 

15、請蒐集教育部、教師會歷次公聽會、座談會會議紀錄，以為本協

會建議修正案時之參考。 
執行情形： 

（一）遵照辦理。 
（二）已函請本協會常務理事學校各推薦一名高等教育專家，組成「大

學法問卷精緻分析小組」，並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召集會議，

研討問卷精緻分析結果並獲致結論（詳討論事項第五案）。 
 
第 四 案 

案  由：有關行政院訂定之「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請討論。 

決  議：與會理監事共識如下： 

（一）以常務會員學校為主，於近期內，向教育部、國資會及財政部表

達本協會各會員學校，希望土地留校的立場、需求及建議。 

（二）請政治大學地政系與法律系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研議本案相關事

宜。 

 ※與會理監事意見： 

  １、現行之補助搬遷政策矛盾，容易形成退休教師與學校的對立。 

  ２、請政府響應依原計畫，協助學校騰空現住戶。 

  ３、政府應考量學校與現住戶訂定契約之前因後果。 

  ４、政府應通盤考量學校永續發展、永續經營、擴充性、競爭性的需求。 

５、應借鏡美國成功發展、打造一流國際大學的經驗（先有史丹佛，才

有矽谷）。 

  ６、各校應先主動清查並強制處理不合法之眷舍住戶。 

７、成立專案小組，就法學、土地、地政等專業領域，評估本案對國

立大學的影響性，並扭轉被外界污名化之情形。 

８、以土地地目變更方式，保留校地。 

９、補助搬遷經費差距太大，造成住戶與校方關係緊張。 

10、學校財產應與其他機關財產，分開處理。 

11、站在國土保育的立場，就算宿舍未能有效利用，也不應由政府接

管及處分。 

12、政府應站在提升國內所有大學競爭力的立場，協助學校保留宿舍及

眷舍房地。 

執行情形： 

（一）教育部已於九十二年十月六日召開「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

理方案」之閒置低度利用國有眷舍房地使用或興建計畫複審會

議，其決議重點如下：本案本部所屬機關學校共有二十四館校報

核，土地計二二一筆，經複審結果有二十二所館校二一九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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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提報行政院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爭取留用。另有兩

館校所提報保留之理由與本部所定審核原則不一致，擬不同意保

留，請業務司再與相關館校連繫確認，俟簽請部長核定後，將這

兩館校房地交回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貳、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函請本協會推薦一名人選，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赴羅馬尼亞參加第五屆歐洲大學協會會議（會議主題為「Working 

Together-Joint Degree」），經徵詢本協會常務理事後，仍由本人代表本協

會出席該項會議。 

二、「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由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推舉華梵大學

辦理，會議將於九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及十四日（星期五及星期六）假華梵

大學舉行，敬請各會員學校踴躍參與；本協會業函請各會員學校提案，俾

於本次會議討論後，逕送華梵大學編入議程（詳討論事項第一案）。 

三、有關行政院訂定之「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教育部目前處

理情形如下： 

（一）於九十二年十月六日召開「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之

閒置低度利用國有眷舍房地使用或興建計畫複審會議，其決議重點

如下：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共有二十四館校報核，土地計二二一筆，

經複審結果有二十二所館校二一九筆土地同意提報行政院國家資產

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爭取留用。另有兩館校所提報保留之理由與本

部所定審核原則不一致，擬不同意保留，請業務司再與相關館校聯

繫確認，俟簽請部長核定後，將這兩館校房地交回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 

（二）九十二年十月九日，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主動邀集國立台灣大學、國

立中興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海洋大學、國立

成功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等八校校長，與財政

部長、國有財產局局長、人事局住福會主委等人進行溝通，雙方對

國有宿舍及眷舍加強處理方案，達成以下共識： 
1、原則上尊重教育部之規畫與處理結果辦理。 
2、國有宿舍及眷舍加強處理方案，希望各機關學校先清查檢討眷屬
宿舍，若各機關學校認為仍有繼續保留公用必要者，應研擬使用

計畫或興建計畫，提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繼續使

用；無保留公用必要者，才依法處理。 
3、請教育部邀請所屬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及國立政治大學列席行政院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討論國有

宿舍及眷舍加強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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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召開「國有公用閒置、低度利用及被佔用

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位於臺北市、高雄市國有建築用地及其建物

審查會議。 

另，有關「國有公用閒置、低度利用及被佔用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教

育部提報十二月二十四日行政院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十八次委員

會議討論，會中游院長裁示如下：原則同意依教育部之審查意見，由各

學校保留部分眷舍房地供校務發展之用，並請教育部列管各學校所提使

用計畫至辦理完成，另為統一審查標準並促進土地有效利用，請教育部

仍參考本委員會工作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之建議辦理下列事項： 

1、有關部分學校所提使用計畫，涉及眷屬宿舍擬改列為職務宿舍或單身

宿舍使用部分，請訂定通案審查標準後再據以審核。 

2、商業區之土地，不宜作宿舍使用，請各學校另提其他更有效之使用計

畫。 

3、有關各學校經營之畸零地部分，如已有與相鄰之私有土地合併使用計

畫或鄰地已取得合併使用證書者，請於94年12月31日前價購鄰地合

併使用，如逾期無法價購，則應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依法

處理。 

四、有關國科會計畫專任助理人員之公提離職儲金乙案，經本協會去函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函覆略以：「⋯目前仍依現行規定辦理，⋯。但為方便

會計作業，得由管理費流出至人事費支應。實施專題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就

地查核之單位，九十三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上限將由百分之八提高

為百分之九」。 

五、依內政部 92年 2月 27日台內社字第 0920008566號函說明，社會團體財

務處理辦法第20條規定，社會團體應逐年提列「準備基金」，每年提列數

額，為預算收入總額 5%以上，20%以下，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按其用途專

戶存儲，非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本協會依規定

提列「準備基金」2萬9千元並轉存定期存款保管。 

六、本協會印製英文摺頁簡介一千份，並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函送各會

員學校二十份，俾供各會員學校辦理學術合作交流之用。 

七、本屆理監事委員之任期將於九十三年一月底屆滿，本次會議擬預就第四屆

理監事委員選舉相關事項，提出討論。（詳討論事項第二案） 

八、有關「第二屆台澳高等教育會議」之第一次籌備會議，業於九十二年十月

二日召開。澳洲代表預計將在台灣停留五天，並於九十三年七月七日至八

日辦理研討會，會議主題為「高等教育學術交流之理念與實踐」。 

九、內政部九十二年十月六日以台內社字第0920037348號函示：「嗣後理事會、

監事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除決議事項應報請本部專案核辦者，須檢附會

議紀錄外，其餘紀錄毋庸報部」，本協會配合辦理。 

十、教育部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傳真本協會一份針對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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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與大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臺灣地區、大陸地區及

其他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許可得為大陸地區之教育機構

在臺灣地區辦理招生事宜或從事居間介紹之行為。其許可辦法由教育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之問卷，本協會業轉請會員學校提供相關意見並

於十月二十四日函送教育部彙整。 

※與會委員發言： 

有關本協會英文簡介事項建議如下： 

一、於封面加註某某學年度，且每年印製一次。 

二、統計資料請增列「進修推廣部」部分及學生總數。 
三、有關台灣高等教育發展資料係由教育部提供仍予保留，對於英譯文字應予

再修正為宜。 
 

 

參、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相關提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首揭校長會議，今年度輪由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之華梵大學辦

理，會議將於九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及十四日（星期五及星期六）

假華梵大學舉行。 

（二）本協會業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以九二協瑞字第０四六號函請

各會員學校提案，俾於本次會議討論後，依限提送華梵大學編入

議程。 

（三）目前接獲之五項提案，案由臚列如下： 

1、有關高中生就讀技術校院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灣科技

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嶺東技術學院、中國技術學院

等連署提案） 

2、建請教育部審慎審議開放大學法草案，以符合時代潮流案。（國

立空中大學提案） 

3、建請教育部協助國立空中大學取得電視、廣播教學「專屬頻

道」，以利教學並嘉惠廣大學子學習案。（國立空中大學提案） 

4、請教育部針對遠距型大學之特色，訂定員額編制及預算編列

方式，以利校務推動案。（國立空中大學提案） 

5、請統一設計教職員工在職人數計算方式，俾各校填報資料有

一合理標準。（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提案） 

決  議： 

（一）本案經與會委員充份討論作成以下共識：原則上，個別學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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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以協會名義提案。據此，國立空中大學提「建請教育部協

助國立空中大學取得電視、廣播教學「專屬頻道」，以利教學並

嘉惠廣大學子學習」案，將不列入本協會提案內，爰請提案單位

逕向教育部爭取為宜。 

（二）本協會提請「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討論之提案，計

有七案，除說明（三）所列之第1案、第2案、第4案及第5案

等四案外，另有三案，案由如下，將依限提送華梵大學彙整編入

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議程。 

      1、建請教育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各校全數自行籌措

或全數利用校務基金籌建之工程，其審查程序能予簡化並縮

短時程。（以本協會名義提案） 

      2、建議國科會同意大專教師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時，除按

計畫額度之百分之九編列管理費外，另得視教師實際研究情

形，另依計畫額度之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編列「廢液管理及

處理費用」。該項目額度係由各校研發處提撥做為廢液處理及

環安業務之專款專用。（國立中正大學提案） 

      3、請立法院審慎審議「大學法」修正案。（以本協會名義提案） 

 

 
第 二 案 

案  由：有關本（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舉辦下（第四）屆理、監事委員

選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首揭大會經向各會員學校當然代表調查出席時間後，確定將於明

（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假國立政治大學

行政大樓第五會議室召開。 

（二）依據本協會章程第十五條規定，將於首揭會員大會中選舉第四屆

理事、監事。 

第十五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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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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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本屆理、監事委員任期將於明年一月三十一日屆滿，下屆

理、監事候選人名單以何種方式產生，敬請裁決。 

甲案：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章

程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 

乙案：援例由全體會員學校當然代表（校長）為候選人（計有四

十四人）。 

（四）至於，第四屆第一次理事會推舉常務理事、選舉理事長及第四屆

第一次監事會推舉常務監事等事項，是否接續於一月十五日第二

次會員大會辦理或擇期辦理？併請討論。 

決  議： 

（一）下（第四）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援例採乙案，由全體會員學

校當然代表（校長）為候選人（計有四十四人，詳紀錄附件一）。 

（二）鑑於下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應由新組成之理、監事

會中選舉產生，且考量會員大會當天，新當選之理事、監事委員

可能不在場，無法及時行使投票權等種種因素，故決議：有關下

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選舉事項，應擇期辦理，以為週

延。 
 
 

第 三 案 

案  由：有關本協會本（九十二）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協會章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理事會之職權之一為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二）因本年度尚未結束，故本次會議擬就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一月

三十日止之決算情形提請審議；俟通過後，將併同十二月份執行

情形，提請會員大會議決。 
決  議：審議通過。九十二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併同十二月份執行情形），

請逕提會員大會議決。（詳紀錄附件二） 
 

 

第 四 案 

案  由：研議理事長提前選舉及由新任理、監事會擬定新年度工作計畫及預

算之可行性，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查，本協會歷次理事長選舉，皆於任期屆滿當次會員大會中辦

理，且由任期屆滿之當屆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中擬定九十三年

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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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使新任理事長及理、監事委員，能順利接續本協會相關業務，

建請： 

1、於理、監事委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提前辦理選舉。（含：常務

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約十二月初） 

2、由新任理、監事會擬定新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俾利推動協

會工作及未來發展。（約二月初） 

3、新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交付新屆會員大會議決。（約二月中

下旬） 

（三）本案如蒙同意，擬於第五屆理、監事委員選舉時辦理。 

決  議：因考量目前本協會施政方針確定，理事長承接業務並無明顯困難，

且理、監事委員之異動性不大等因素，故本案暫且擱置，仍依現行

選舉作業流程辦理。 

 

 

第 五 案 

案  由：「大學法修正案」相關事宜，請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上（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討論（請見議程第 2頁），本

協會已依決議針對「大學法修正草案意見調查報告書摘要」所列

各項數據（百分比），進行精緻分析與整合，並於九十二年十二

月四日召開「高等教育小組委員會議」，獲致下列數點共識，作

為大學校院協會理監事之參考： 

1、大學校長遴選制度，恢復二階段校長遴選制。 

2、刪除第二章行政法人專章，於大學法制定一個規範性條文，

另以法律定之；至於是否以行政法人稱之，可再斟酌。建議可

考慮以「教育法人」新的法律概念，在公法人架構下與現在行

政法人概念作區隔，有較大思考空間。 

3、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組成之成員，其資格及委員人數上應作

限定，例如：曾擔任過大學校長辦學績效卓著者、學術聲望卓

著之大學教授有特殊貢獻者，其委員人數須達三分之二以上。 

4、學術評議委員會應以學術政策方向為主要工作職掌，至於教

師聘任、升等、不續聘等事務性工作，則回歸到教評會處理。 

決  議：與會理監事共識如下： 

（一）由於本案對國立大學校院影響甚鉅，故本協會已將之列為「九十

二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提案之一。 

1、提案內容以大原則、大方向口頭報告方式為主，以突顯本次

「大學法」之修法重點及主軸。 

2、進行「分組座談」，透過座談方式，突顯及凝聚各校關心的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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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建議的方向，以表達大學校院之意見及立埸，並爭取立

法院的支持。 

（二）另，對於本案，雖然本協會已有相當共識，但因考量校院協會版

之「大學法」修正條文及相關附件尚未成熟，除請不對外公開外，

仍請針對下列重要議題，繼續研議： 

1、八十三年大學法修法後出現的問題，如何解決？ 

2、董事會的權責、校務會議的權責、教評會的職權、校長的職

責，應如何區分？ 

3、如欲廢除董事會的設立，有何機制可以取代？ 

4、教育法人下，董事會的問題，是否仍存在？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大學校院所屬眷舍處理乙案，經行政院同意由各校保留眷舍房

地，供校務發展之用，擬以本協會名義發函致謝案，提請討論。 

說  明：詳報告事項第三點。 

決  議：同意以本協會名義發函向行政院及教育部等相關單位致謝，致謝名

單由本協會秘書組聯繫。 

 

 

散會（下午四時四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