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第 7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暨執行情形 

 

時  間：99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行政大樓第 4 會議室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行政大樓 4 樓) 

出  席： 

理事：李嗣涔校長、吳思華校長、賴明詔校長、李隆盛校長、林振德校長、

黃文樞校長、黃秀霜校長、黃英忠校長、楊弘敦校長、蔣偉寧校長 

監事：楊思偉校長、李國添校長、吳志揚校長 

請  假： 

理事：吳重雨校長、李祖添校長、陳希舜校長、黃光男校長 

監事：林新發校長、古源光校長 

列  席：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彭雲宏副校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劉瓊淑副校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副校長、蘇玉龍秘書長、田月玲專門委員 

主持人：蕭理事長介夫                  

記錄：林秀芬 

 

壹、致頒卸任理事長紀念品 

 

貳、報告事項 

確認 99 年 2 月 4 日上（第 7 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

告(確認通過)。 

 

參、主席報告 

一、首先代表中興大學歡迎各位校長蒞臨台中開會，會後教育部高教司何司

長將前來與各位校長座談。未來協會將儘量連繫各機關首長能撥空來與

各位校長座談，藉此機會表達意見，以利形成政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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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東校長、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



貴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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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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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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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會蘇玉龍秘書長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9年 3月 16日召開「研商兼

任教師參加勞工保險事宜」會議，會中結論如下： 

(一)勞委會 98年 5月 1日勞保 2字第 0980140222號令規定，受僱從事

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並符合第 1項第 1款 1至第 5款規定者，應

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是一體適用於各業的兼職

勞工，並非只針對學校兼任教師。至於會中討論所反應的問題，多

為學校對於加保手續等程序上處理之問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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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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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會函請教育部同意國立大學大專校院人事、會計人員考績應送校長審

核一案，教育部回覆略以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人事機構人事人員依「行

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第 22 點規定及第 23 點規定

辦理，並循例函請國立大學校院校長就人事主管人員及人事機構年度整

體工作績效表現提供評擬意見，作為人事主管與人事佐理人員考績評定

之重要參據。至有關人事佐理人員年終考績經人事主管初評後是否須再

經校長審理乙節，係屬各校內部管理事項，宜由各校自訂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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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會參加教育部 99年 3月 4日召開「研商有關繳交學校註冊費收取手續

費相關事宜」會議，會議決議：為免增加家長額外負擔，有關註冊費收

取手續費之相關事宜，各縣市政府應本權責辦理以下事項： 

(一)請所屬學校於開學註冊時，除至少 1提供家長一種免收取手續費之

繳費方式，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之繳費方式，其中應包含繳

費地點及其手續費用等訊息，以供家長選擇。 

(二)秉持維護民眾之最佳福利為原則，仍應積極協調相關金融機構，以

降低註冊手續費甚或免收取手續費為目標，進而達成便民利民之目

的。 

七、 教育部 4 月 19 日通知本會，立法院於 4 月 21 日審議大陸學歷採認及招

收陸生所涉大學法、專科學校法之修正案，本會秘書組協助調查校長或

副校長可出席名單。 

八、 本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及私立學校文教協會

於 99 年 4 月 20 日聯合發表聲明，期盼「開放陸生來臺就學及大陸學歷

採認」相關法案順利通過。 

九、 本會針對 4 月 21 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議大陸學歷採認及招收

陸生所涉大學法、專科學校法之修正案，本會於當日聲明如下： 

(一)有立委指稱大學被動員乙節，實際是本會會員學校極為關注本案，

且因本案涉及未來高等教育之發展，關係到會員學校未來的競爭

力，因此，相當關切立法進度，並與教育部共同討論，主動要求教

育部能通知學校來共同關心。 

(二)由於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本是涉及高等教育及公私立大學校院招生

政策及權益之法案，本會在得知立法院審議法案訊息後，乃轉知所

有會員學校，而由各校自願性參與本次請願活動，教育部並未強制

或動員學校參加。 



(三) 本會希望本法案的審議程序能夠在和平、理性的原則下進行討論，

期本案能儘速完成立法程序。 

 

肆、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曾憲政校長請辭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第 2 屆董事，請

推薦遞補人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六條略

以，該會董事會 15至 19人，機關代表 8人，由教育部指派業務相

關代表 2人，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私立技專

校院協各推派代表 2人。 

二、本協會前於 97年 6月依教育部來函，推舉國立台灣大學李嗣涔校長

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曾憲政校長擔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第 2屆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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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推薦國立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遞補擔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第 2 屆董事。 

執行情形：業於 99年 4月 30日以國協字 0990000035號函，推舉吳校長遞補擔

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一職。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本會本（99）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及論壇承辦學校，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會 99 年 1 月 13 日第 6 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本年度高等教

育研討會以高等教育為辦理議題(例如與中等教育之銜接、因應少子

化策略之主題)。將補助會員學校辦理高等教育研討會 2~3場，如辦

理兩場，以不在同一區域為委辦原則。 

二、本會 99年 3月 12日發文徵詢各會員學校辦理意願，計有 7個學校



共提出 8個計畫申請，彙整表如下： 

 

編號 申請學校 計畫名稱 
預定辦理日

期 

99-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0「高等教育與學生事務」國際學術研

討會 
5月28-29日 

99-2 全球化時代之關鍵能力與教育革新 
11 月 12-13

日 

99-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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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5日 

99-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010年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 

追求卓越與均等-提升學習成效的教育理

念與實務 

11 月 19-20

日 

99-5 國立成功大學 大學校院教與學研討會 11月 

99-6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第三屆金門高峰論壇-招收陸生面面觀 
10 月 23-24

日 

99-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兩岸大學交流合作模式與策略探討 7月19~20日 

99-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等教育論壇-高等技職教育優質化 11月 15日 

三、所有申請計畫詳如附件。 

決    議：委辦學校及補助經費如下：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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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15 萬元。 

二、國立成功大學辦理「大學校院教與學研討會」，經費 10 萬元。 

三、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辦理「兩岸大學交流合作模式與策略探討」，經費

15 萬元。 

執行情形：業於 99年 5月 19日以國協字第 0990000045號函，委請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辦理本會 99年度高等教

育研討會。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本會本（99）年度大學校長會議承辦學校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 99 年 3 月 12 日發文徵詢各會員學校辦理意願，並無學校提出

申請 

決    議：推薦國立中興大學承辦。 



執行情形：業於 99年 5月 19日以國協字第 0990000046號函送教育部，本協會

推薦國立中興大學為 99學年度大學校長會議承辦學校。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國科會「台灣科學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國科會 4月 14日請協會理事長參加 99月 4月 21日「行政法人台灣

科學基金會(名稱暫定)籌備小組第二次會議」，並請本協會就「台灣

科學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提供書面意見。已於 4 月 15 日先行

email各會員提供修正意見，會議決議及彙整意見另行於會中提供補

充資料。 

二、檢附國科會「台灣科學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乙份。 

會中補充說明： 

一、「台灣科學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經請各會員提供修正意見，

中山大學提出修正意見如下： 

第十一條  董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董事、監事於開會時得支領出席相關費用與交通費。 

第十二條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

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應說明

解聘的程序) 

二、國科會 99 年 4 月 21 日「行政法人台灣科學基金會(名稱暫定)」籌

備小組第二次會議會中就該法案討論後，修正條文如附件 1。 

三、另會議決議請各協會徵詢各理事對「台灣科學基金會(暫定)」名稱

部分之意見，將建議名稱擲回國科會，名稱討論資料如附件 2。 

決    議：本案提出 3 項建議名稱，每位出席人員對每項建議名稱均可投票，

各建議名稱得票數順序：1. 國家科學基金會：11 票、2.台灣科學基

金會：6 票、3.台灣科技基金會：3 票。並將建議名稱送國科會。 

執行情形：建議名稱已送國科會參考。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就開放陸生來台與採認大陸學歷因應對策與態度，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教育部日前表示若立法院本會期修正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最快 99年秋天開放陸生來台與採認

大陸學歷。 

二、 陸生來台名額，將以每年大學招生總額 1%、約 2 千人為上限。其

學費不得低於私立學校收費。承認大陸「九八五工程」中的北大、

清大等 38 校，外加中央音樂、中央美術學院、北京體育大學共 41 

校，並擬溯及既往，惟年限尚未定。醫學、醫事（中醫、西醫、口

腔醫學）學歷概不採認。 

會中補充說明：本會理事長蕭介夫校長 99年 4月 7至 9日參加中華青年交流協

會「台灣高等教育代表北高訪問團」，該訪問團訪問會議紀錄如

下： 

一、 雙方招收方式與名額將建立機制，大陸高校 2010 年招收攻讀學位

之台生名額以不超過 2,000名為原則，爾後年度動態調整。 

二、 雙方將由教育行政部門授權之機構，作為未來事務性工作執行之對

口與交流單位。至於政策性事項之研商，可經由互訪、研討方式進

行，並將共識納入兩岸會談機制。 

三、 為提供學生及時協助與服務，建議研商互設辦事處，並將共識納入

兩岸會談機制。 

四、 雙方學歷與學位證件之查驗證作業，由教育行政部門授權之機構辦

理。 

五、 雙方可藉由印製手冊或透過訊息平台方式提供學生有關學校辦學

情形、住宿、保險等應有之資訊及輔導，另建議台灣各大專校院學

士班及二年制專科學校之招生於每年 7月 10日前完成錄取作業。 

六、 正式學歷與學位學生之招生，雙方應有由教育行政部門授權統一發

布訊息的單位，並建立溝通平台，以杜絕招生仲介之商業行為，至

於研修生之交流模式仍以校際交流方式辦理。 

決    議：本案由與會理監事於會後與教育部何卓飛司長座談，交換意見。座

談紀錄如附件。 

執行情形：座談會紀錄已併同理監事會議紀錄送與會人員。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案    由：有關學生餐廳等場地辦理招商，建議修改不得分包、共同經營或提

供他人利用等規定案。 
說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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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業經財政部於 98年 7月 3日以台財

產接字第 09830006081 號令訂定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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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議請財政部儘速修改相關規定，以解決實務上之問題。 

決    議：本案函請教育部協助。 

執行情形： 

一、 業於 99 年 5 月 19 日以國協字 0990000044 號函，建請教育部協助

函請財政部建議修改大學學生餐廳場地辦理招商，不得分包、共同

經營或提供他人利用等規定，以解決實務上之問題。 

二、 教育部 99年 6月 7日以台總(一)字第 0990096834號復函，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函復表示該部將召開會議研商。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復於 99 年 10 月 11 日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30010453 號函教育部，「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11 點，

業經財政部於 99 年 10 月 11 日以台財產接字第 09930010452 號令

修正發布。教育部 99年 10月 20日以台總(一)字第 0990175727號

函轉知各機關學校。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十一點修正定如

下： 

十一、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或利用，除因業務性質或機關需求，有

提供多元服務之必要，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契約或



申請書中明定，承租人或使用人不得再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

他人合作經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立高雄大學 

案    由：國立大專校院人事、會計人員考績應送校長審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 99年 1月 19日函請教育部應將國立大學大專校院人事、會計

人員考績送校長審核一案，教育部 99 年 3 月 23 日台人(二)字第

0990011823號函回覆略述如下： 

(一) 人事人員部份：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人事機構人事人員依「行

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第 22 點規定及第 23

點規定辦理，並循例函請國立大學校院校長就人事主管人員及人

事機構年度整體工作績效表現提供評擬意見，作為人事主管與人

事佐理人員考績評定之重要參據。至有關人事佐理人員年終考績

經人事主管初評後是否須再經校長審理乙節，係屬各校內部管理

事項，宜由各校自訂相關規定。 

(二) 會計人員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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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關國立大專校院各級主計人員考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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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教育部函請行政院修訂相關法規。 

決    議：照案通過，建請教育部函請行政院修訂相關法規。 

執行情形： 

一、 本會業於 99 年 5 月 21 日以國協字第 0990000047 號函，建請教育

部函請行政院修訂相關法規。 

二、 教育部 99 年 9 月 24 日以台會人字第 0990089040 復函說明重點如



下： 

(一)有關本會及學校校長所提各項建議，教育部均於法理情三者兼顧

下審慎處理，若有窒礙難行之處，亦會詳予說明，尚無不尊重之情

形。 

(二)經查主辦會計之年終考績，教育部會計處均以箋函請校長初評，

以作為考評之重要參據；至於佐理人員教育部將函請主辦會計人

員，若校長對部分佐理人員有所提示及意見時，應予重視並納入考

核，且應確實督導同仁檢討改進。 

(三)由於各機關會計事務之處理係會計人員職責，依會計法第 105 條

規定，各機關會計人員所需費用，應列入所在機關之經費預算。爰

會計人員凡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應支領考績獎金者，即由各機

關學校於其預算內發給。 

三、 教育部復函已於 99 年 10 月 4 日以國協字第 0990000093 號函，轉

知本會會員學校。 

 

第三案 

案    由：有關認定兼任教師與學校之契約非屬僱傭關係，建請教育部向行政

院勞工會提出解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9年 3月 16日召開「研商兼任教師參加勞工保

險事宜」會議，會中結論： 

(一)勞委會 98年 5月 1日勞保 2字第 0980140222號令規定，受僱從

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並符合第 1項第 1款 1至第 5款規定者，

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是一體適用於各業的

兼職勞工，並非只針對學校兼任教師。至於會中討論所反應的問

題，多為學校對於加保手續等程序上處理之問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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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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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上開結論第三點，建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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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請國立高雄大學黃英忠校長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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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協會函請教育部就兼任教

師與學校之契約非屬僱傭關係向勞委會提出解釋。 

執行情形： 

一、 業於 99 年 7 月 16 日以國協第 0990000008 號函，提出學校依據教

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兼任教師，應非民法上所稱

「僱傭關係」，理由如下： 

(一)查民法第 482 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

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僱傭關係大

都具有單一性（排他性），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不可同時為兩家

公司服勞務，否則將有違反「競業禁止」之原則，兼任教師則可在

同一學年（學期）到不同學校兼課。又所稱「勞務」一般指勞力，

兼任教師則係提供其學識專業知識與智慧，工作性質亦有不同。 

(二)復就僱傭關係之從屬性而言，一般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

雇主權威、工作內容與職場紀律受到嚴格約束、並有接受懲戒或制

裁之義務；兼任教師則專業性高，自主性強，在其授課專業領域學

校需予高度尊重，故學校聘任兼任教師，應屬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

規定：「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兼任教師只是接受委任處理教學事宜，完全依

照自己之專業自主決定如何教學，與僱傭關係完全服從雇主之指令

有所不同。 

(三)綜上所述，學校與兼任教師之關係，應屬委任關係，非僱傭關係，

建請教育部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出解釋。 

二、 教育部 99 年 7 月 29 日以台人(三)字第 0990123503 號復函，表示

已組工作圈研議中，俟研議結果再行辦理。 

伍、散會 (下午 4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