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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107年6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 點：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雲平大樓東棟4樓創新教學工坊 

主 席：蘇慧貞理事長 

  理事：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國立政治大學周行一校長、國立清華大學賀

陳弘校長、國立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國立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吳正己校長(請假)、國立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國立臺灣

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請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吳連賞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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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古源

光校長(請假)、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覺文郁校長 

  監事：國立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國立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國立高雄大學王

學亮校長、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張瑞雄校

長(請假) 

列 席：本會工作團隊人員 

紀錄：侯宜伶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確認)--------------------------P.5 

 

參、 會務報告 

一、 本會於107年5月4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3號函報內政部有關本會章程修正

及理事遞補事宜，並獲內政部於107年5月16日以台內團字第1070035863號

函准予備查；惟因需向內政部釐清該復文之會議名稱及更正章程條號，本

會再於107年5月24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6號函復說明。 

二、 本會於107年5月4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4號函通知各會員學校提出高等教

育座談會、論壇或工作坊申請。截至107年6月4日止，計收到國立臺中科技

大學、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及國立清華大學(

依收案順序)共5校提出申請。 

三、 教育部於107年5月22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70069450號函建議本會將大學

法修法意見(有關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以正式函文提供

修法方向及評析，或於相關修法會議表達意見。此案已列入本次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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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於107年5月25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7號函請各會員學校推薦本會擬

聘專案經理人之合適人選。 

五、 本會自107年4月14日至107年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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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04.25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2 107.05.03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草案第2次會議 

3 107.05.04 大陸地區大學學歷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3次會議 

4 107.05.08 107學年度大陸地區學生來臺就讀四年制學士班招生會議 

5 107.05.16

立法院第9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如何運用『開放式大學』

的特色機制(如入學資格、修業年限、學位授予…等)，以落實強化

職業繼續教育」公聽會 

6 107.06.01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助理納保相關事宜會議 

 

肆、 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審定高等教育座談會、論壇或工作坊之申請學校及補助金額，提

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本會107年4月28日第11屆第2次理監事會議討論事項第一案決議，

本(107)年度議題主軸如下： 

(一) 大學法人化 

(二) 高教留才、攬才 

(三) 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 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 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二、 本會業於107年5月4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4號函通知各會員學校提

出申請。截至107年6月4日止，計收到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及國立清華大學(依收案順

序)共5校申請，相關計畫書如附件1(P.9-34)。各校計畫列表如下： 

編號 申請學校 會議議題(預定) 

107-01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2018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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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1.南島語系原民跨國文化記憶主題 

2.南島語系原民跨國文化技藝傳承經驗分享 

107-03 國立臺南大學 
2018教育高階論壇：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量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Core Literacy 

107-04 國立成功大學 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 

107-05 國立清華大學 2018大學創新學制與教學研討會 

三、 依本會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通過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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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至106年協會補助辦理高等教育研討會相關資

訊一覽表如附件2(P.36)。 

決  議： 

一、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所提之計畫較未能符合本年度議題主軸，故本次未

能提供補助。 

二、 通過核給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及國立清

華大學共4校，各補助新臺幣10萬元；惟請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修訂計

畫，再強化探討政策面及本年度議題主軸，如：培養原住民學生的前

瞻應用能力等。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審定「高雄市立空中大學」入會申請案，提請討論。 

說  明：本會業於107年4月12日以國協字第1070400002號函邀請高雄市立空中

大學、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校、國防大學及

中央警察學校加入會員學校。截至107年5月18日收件期限為止，計收

到高雄市立空中大學共1件入會申請，申請書如附件3(P.36)。 

決  議：同意入會。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辦理理、監事選舉時，預計在選舉年度且於選舉後上任之校

長，須於選舉10日前(不含假日)經教育部正式聘任，方具本會理、監

事候選人資格，提請討論。 

說  明：本會以往理、監事候選人名單之編列方式如下: 

一、 全體會員學校之當然代表(校長)為候選人，惟代理校長不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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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本會95年6月30日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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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預計在選舉年度且於選舉後上任之校長，列入候選人名單。 

決  議：修正後通過。原於選舉10日前(不含假日)，修正為選舉3日前(不含假

日)。 

附帶決議：由協會擬定理監事選舉作業規範，提下次會議討論。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教育部函復本會陳報第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該函之

說明第二點建議，本會是否將大學法修法意見(有關校務會議組成、

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以正式函文提供修法方向及評析，或於相關修

法會議時表達意見，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教育部107年5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070069450號函如附件4(P.37)

。 

二、 本會107年4月28日第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之討論事項第三

案，節錄如附件5(P.38)。 

決  議：由協會正式函文教育部。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上午10時50分)



 

 
 
 
 
 
 
 
 
 
 
 
 
 
 
 
 
 
 
 
 
 
 
 
 
 
 
 
 
 
 
 
 

第11屆第2次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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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時 間：民國107年4月28日(星期六)中午12時55分 

地 點：國立中央大學工程二館E1-124 

 

壹、 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補助辦理高等教育座談會、論壇或工作坊之議題主軸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本會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討論事項第二案之補充說

明辦理。 

二、 擬擇選下列5項為議題主軸。 

(一) 大學法人化 

(二) 高教留才、攬才 

(三) 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 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 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已於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提案審定申請學校及補助金額

。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聘任協會專任幹部(或專業經理人)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本會106年12月29日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臨時動

議第二案及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臨時動議第一案之決

議辦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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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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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協會對外發言等，業奉前項2會議討論同意。 

三、 薪資費用以每月新臺幣(以下同)70,000元，每年13.5個月估算，需

945,000元；加計勞健保等必要費用，每年約需1,094,621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於107年5月8日在「國立成功大學校聘人員甄選報名網」及行政

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周知。截至5月22日止僅2人投遞履歷，除已延長

公告期間外，並於107年5月25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7號函請各會員

學校推薦合適人選。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 

案  由：有關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案，提

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本會107年2月26日第11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臨時動議第二案之

決議辦理，立法院有意修訂大學法，本會應掌握法規修訂方向及提出

建言。 

二、 本會自107年3月9日至30日止，蒐集並彙整各理監事學校現況及意見

，相關重點如下表： 

學生代表組成 各校現行之學生代表組成皆符合大學法規定，未少

於全體會議人數十分之一。 
學生代表若不符規定比

例之於會議召開情形 
若有學生代表畢業、退學或休學，目前皆未有影響

各校校務會議召開之情事。 
學生代表組成方式 依各校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之學生人數比例不

同而相異。 
適當之學生代表比例 除有2校認為須經該校之校務會議討論後再議，共

18校認為應維持大學法現行規定之學生代表「人數

不得少於全體會議人數十分之一」。 
大學法擬修正提高學生

代表比例 

除有1校無意見，及2校認為須經該校之校務會議討

論後再議，共17校反對修法為「人數不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數五分之一」。 

決  議：本會立場為維持現行法規。 

執行情形：本案已於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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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109年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之主辦學校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科技部107年2月2日科部綜字第1070009911號函附「研商全國大專

校院研發主管會議辦理事宜」會議紀錄，本會為109年(第11屆)之主

辦單位，須推選承辦學校。 

二、 現國立聯合大學、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及國立東華大學(依回覆時間先

後排序)共3校，有意願辦理；惟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於會前撤回。 

決  議：經表決結果為國立聯合大學4票、國立東華大學7票，由國立東華大學

辦理109年(第11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 

執行情形：已於107年5月4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1號函檢送第11屆第2次理監事

聯席會議紀錄，將表決結果通知國立聯合大學及國立東華大學2所申

請學校，並副本予教育部備查。 

 

第 五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審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之入會申請，及是否需繳納入會費，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國立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3校，原皆為本會會員學校；惟已於107年2月1日合併為國立高雄

科技大學，並填覆入會申請書。 

二、 入會時3校應已繳納入會費；今雖合併為新校名，本質上仍屬該3校。 

決  議：同意入會，且無須另繳納入會費。 

執行情形：本會將於107年6月底ㄧ併通知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新申請入會之學校

及尚未繳納107年常年會費之會員學校。 

 

第 六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協會工作人員調薪案，提請討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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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本會工作人員之工作津貼案，係於95年1月6日第四屆第七次理、監

事會討論事項第五案決議：「每月2萬元，授權理事長學校彈性斟酌

運用，支付兼辦人員工作津貼」。 

二、 依本會107年2月26日第11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事項第二案決

議辦理。查自95年起，軍公教人員薪資統一調整年度計有100及107年

，每次均為調升3％。爰請酌增1,200元，即調整為每月新臺幣21,200

元，並授權理事長學校彈性斟酌運用，支付兼辦人員工作津貼。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依決議申請本會工作人員之工作津貼。 

 

貳、 臨時動議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針對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制度及程序，是否同意於第11屆第1次臨

時會員大會提案發出聲明稿，提請討論。 

決  議：經出席理監事文字修訂後同意提案。 

執行情形：本會已於107年4月28日傍晚發出聲明稿。 

 



 

 

 
 
 
 
 
 
 
 
 
 
 
 
 
 
 
 
 
 
 
 
 
 
 
 
 
 
 
 
 
 
 
 

議程討論事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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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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 申請日期：107年5月11日 

學校名稱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辦理項目 

107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論壇 
議題主軸： 

□(一)大學法人化 

□(二)高教留才、攬才 

■(三)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聯絡方式 
聯絡人：黃天麒、廖皎汝 電話：04-22195412、04-22195414 

傳真：04-22195401 E-mail：otc12@nutc.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2018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 

本次研討會論壇有三大主軸： 

1.日本文化、文學相關研究 

2.日語語學、日語教學相關研究 

3.日本商務、日本政經相關研究 

會議地點（預定）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中正大樓8樓國際會議廳及3401、3409研討教室 

會議交通狀況（預定） 演講嘉賓派車接送、參與會議成員各自前往會場。 

會議規模（預定） 100人 

辦理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為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以研討會的方式，透過文化、文學、語

言、教學、社會與經貿為研討角度，提供國外學者及全國各公私立大

專校院、文教單位之學者專家，發表其研究成果之機會，進行相互交

流、經驗分享與學術探討。 

 

9:10-9:40 報到 

9:40-9:50 開幕致詞 

9:50-11:50 專題演講(1)、專題演講(2) 

11:50-13:00 午餐交流 

13:00-14:30 論文發表(一) 

14:30-14:50 茶敘 

14:50-16:50 論文發表(二) 

17:00-17:10 閉幕式 
 

經費來源 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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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 

計畫書 
 

 

 

 

 

 

 

 

 

 

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主辦單位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科(所)、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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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台灣與日本一衣帶水，關係密切，為提升彼此之交流，於發展上能相互藉鏡，更盼帶動亞

洲之發展，本研討會乃延續四年前的題目，定為「2018 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

日本」。以文化、文學、語言、教學、社會與經貿為研討角度，提供國外學者及全國各公私立大

專校院、文教單位之學者專家，發表其研究成果之機會，進行相互交流、經驗分享與學術探討。 

回顧過去，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創始成立於 1980 年 4 月，同年 8 月五專部「應用

外語科日語組」開始招生，臺中商專應用外語科(日文組)成立後，不只全國技職體系興起了

「應用日語」的熱潮外，新設之大學以「應用日語」命名之日文系所亦佔多數，本系可說是國

內「應用日語系」之始祖，其標竿意義非凡，而以培養具專業素養的日語商務人才為主要目標，

亦極具特殊性，成立至今 37 年培養無數兼活躍在各領域之知日人才。二○○九年成立隔年八月

開始招生之日本市場暨商務策略研究所，是全國第一所全日語教學，培養對日商務人才之教學

研究機構。 

 

貳、預期效益 

   本研討會預定邀請下列兩名外籍教授: 

     日本 

大阪大学阿部顕三教授 

     印尼 

泗水国立大学 Djodjok Soepardjo, M.Litt.教授 

 

    這些教授們將分別帶領麾下的研究生參加本校此次之研討會。當然其中有幾位亦將投稿此

次的口頭發表論文，因此此次之與會學者除台灣國內對日交流相關的教師、本校與他校相關研

究生之外，由於上述名師之號召，相關研究學者都將以發表者或一般參加者的身分蒞臨本國際

研討會。而這正符合本研討會的舉辦宗旨，也就是集對日交流界老中青於一堂；期各代之研究

觸角與研究成果能相互激盪，共同精進研究水準。此研討會之預期成效整理如下： 

 

一、本研討會為國內中部地區少數以日本研究為主題之國際學術研討會，除邀亞洲各國相關學

者參予之外，並邀請台灣各大學對日交流界相關學者、專家及一般社會大眾參加，期望能

激盪出更多與台灣有關之日語研究。 

二、透過主辦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本系師生全力投入籌備工作，過程中累積豐富經驗與傳承，

除有助本系師生研究與學習之外，亦能增進整個團隊的向心力，復能對日後、或他校再舉

辦類似活動時，能提供參考佐見。 

三、吸取對日交流長年來研究的成果，對照與比較我台灣語言的特色，以日本之發展為藉鏡，

盼能帶動亞洲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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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預訂會議議程： 

一、會議名稱：2018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 

二、會議地點：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中正大樓國際會議廳及3401、3409研討教室 

三、會議時間：2018 年 5 月 25 日（星期五） 

四、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五、主辦單位：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科(所) 

六、共同協辦：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七、協辦單位：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 

八、研討焦點： 

本次研討會論壇有三大主軸： 

1.日本文化、文學相關研究 

2.日語語學、日語教學相關研究 

3.日本商務、日本政經相關研究 

九、議程時程表: 

 

 

 

 

 

 

 

 

 

 

9:10-9:40 報到 

9:40-9:50 開幕致詞 

9:50-11:50 專題演講(1)、專題演講(2) 

11:50-13:00 午餐交流 

13:00-14:30 論文發表(一) 

14:30-14:50 茶敘 

14:50-16:50 論文發表(二) 

17:00-17:1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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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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 申請日期：107年5月23日 

學校名稱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辦理項目 

107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論壇 

議題主軸： 

□(一)大學法人化 

□(二)高教留才、攬才 

(三)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聯絡方式 
聯絡人：黃榆軒 電話：07-7172930轉3959 

傳真：07-7263332 E-mail：b0241@std.nknu.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1.南島語系原民跨國文化記憶主題 
2.南島語系原民跨國文化技藝傳承經驗分享 

會議地點（預定）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行政大樓十樓國際會議廳 

會議交通狀況（預定） 飛機、高鐵和捷運 

會議規模（預定） 80~100人 

辦理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1. 邀請國內外原民研究學術人士、東南亞社會文化研究學者、本校

教職員生及社區民眾，共同探討南島語系原民文化記憶與技藝傳

承之議題。 

2. 會議時間預定 108 年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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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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千里來相聚》-原民跨國技藝/記憶文化論壇 

壹、論壇背景 

截至 2017 年 10 月底為止，台灣總人口為 23,562,318 人，絕大多數為漢人，佔總人

口數的 95%左右(內政部民國 106 年 10 月戶口統計速報表, 2017)。雖然漢人的比例佔絕

對多數，台灣卻是個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社會。中央政府出版的 the 2016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Taiwan 指出台灣有 16 個官方認可的原住民族群，包括阿美 Amis、 泰

雅 Atayal、布農 Bunun、拉阿魯哇 Hla’alua、卡那卡那富 Kanakanavu、噶瑪蘭

Kavalan、排灣 Paiwan、卑南 Puyuma、魯凱 Rukai、 賽夏 Saisiyat、撒奇萊雅

Sakizaya、賽德克 Seediq  (或 Sediq)、邵 Thao、太魯閣 Truku、鄒 Tsou、和達悟。原住

民目前人口總數為 558,494，佔台灣總人口 23,562,318 的 2.37%。其中阿美，排灣和泰

雅族為前三大原住民族，占總原住民人口的 70.98%。 

和台灣有相同背景的，包括新加坡、菲律賓、馬來西亞、印尼，都是多數民族和少

數原民共生之多元文化國家。這些二次大戰後出現的新興國家也跟台灣一樣承載複雜

殖民歷史，至今仍影響我們對世界的理解。適逢全球主義浪潮在此地區方興未艾，經

濟發展、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之間的衝突如何影響各國原住民/少數民族

的生活？如何影響原民和多數民族／主流文化的互動? 東南亞及南島語系原民文化的延

續，語言的使用、技藝／記憶的傳承、土地的所有權更是多元文化民主國家應該率先

正視的緊急問題。這些議題是住在臺灣的多數民族應該要關切卻很少意識到的議題。

臺灣以往絕少把視線向東南亞望去，更不要說關注這些地區原民的生活。當然，這些

國家的少數民族對台灣和台灣原民文化的認識也不多。 

近年來，由於本校原住民學生日益增加，為致力原住民人才之培育與關懷，陸續於

105 年成立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大學部申請核准開設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運

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提供原住民學生多樣化的學習機會，也讓台灣學生有

機會認識東南亞文化。 

基於目前主流社會對原民文化認識和理解仍然不多，原民語言文化傳承面臨危機，

這些現象是東南亞各國共同需要思考的重要議題。本校擬從國際文化交流的角度，結

合國內外原民和東南亞研究相關資源，舉辦「《有原·千里來相聚》原民跨國技藝/記

憶文化論壇」，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及民眾思考原住民文化技藝的傳承對主流及非

主流社會的重要性。藉由本次論壇，期盼國內外原民學者、學生及關注原民議題之本

地師生和研究東南亞國家少數民族和學者進一步交流，比較各國原民歷史和現況，拓

展對原民之認識及跨國視野，對互相的認識也可以加深，更能夠藉此機會需求互相合

作的機會，成就彼此關心的工作和事務。 

貳、計畫內容 

一、主題： 

    1.南島語系原民跨國文化記憶主題 

 2.南島語系原民跨國文化技藝傳承經驗分享 



附件1-2 

15 

二、主辦單位：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 

三、時間：108 年 11 月 10 日（星期日） (暫訂) 

四、地點：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行政大樓十樓國際會議廳 

五、參加對象：國內外原民研究學術人士，東南亞社會文化研究學者，本校教職員生，社

區民眾。 

六、議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第一場次 

9:00-12:00 論壇主題 1：南島語系原民文化記憶保存 

 

主持人：吳連賞校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演講者：國內外原住民和東南亞文化技藝老師（邀請中） 

    研究東南亞原民文化學者（邀請中） 

12:00-13:30 
休息(用餐) 

第二場次 

13:30-16:30 論壇主題 2：南島語系原民文化技藝傳承經驗分享 

 

主持人：姚村雄院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演講者：學者或技藝老師 (邀請中)  

綜合討論 

16:30-17:30 
主持人：黃心雅司長（科技部國際合作司）（邀請中） 

與談人：楊護源 主任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原民資源中心) 

    李翠玉國際事務處處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其他與談人：原民部落耆老、學生(邀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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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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3 6,000 論壇主持費 

出席費 1,000 5 5,000 邀請長官貴賓或專家學者出席費

校外講座鐘點費 2,000 9 18,000 論壇校外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 

校內講座鐘點費 1000 6 6,000 論壇校內講座鐘點費 

國外講座日支費 8,915 2 17,830 邀請國外教授級學者來台所需之

日支生活金 

工讀生或臨時工 140 56 7,840 辦理論壇所需臨時工作人員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機關負擔) 

42,840 0.0191 819 上述主持費、出席費、講座鐘點

費、臨時工作費等經費加總元

42,840*1.91% 

工讀生或臨時工

勞健保及勞退金 

7,840 0.2 1,568 工讀生或臨時工勞健保及勞退金

膳費 250/日 8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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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6,400 校內籌辦論壇誤餐費 

印刷費 10,000 1 10,000 印製相關文件、報表、海報、講

義、資料、文宣品 

雜支 543 1 543 凡前項未編列與計畫相關之雜項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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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 申請日期：107年5月29日 

學校名稱 國立臺南大學 

辦理項目 

107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論壇 

議題主軸： 

□(一)大學法人化 

□(二)高教留才、攬才 

□(三)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聯絡方式 
聯絡人：黃婷鈺 電話：06-2601753 

傳真：06-2601760 E-mail：tenyun@mail.nutn.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2018教育高階論壇：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量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Core Literacy 

會議地點（預定） 國立臺南大學誠正大樓401國際會議廳、307會議室 

會議交通狀況（預定） 校外貴賓將派車接送，與會人員則逕自前往。 

會議規模（預定） 

國際研討會。 

與會人員包含關心「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量」主題之中外學者、教

育相關系所博士生和碩士研究生，以及教育實務工作者等，並包含3

位國際學者、主持人、引言人、評論人、發表人。參加人數預定為

250名。 

辦理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會議內容包含國內外學者論文發表、專題座談、綜合討論以及國際

學者參訪與演講等活動。 

一、專題演講：本論壇規劃3場專題演講，預定邀請國際學者3位，

分別為葡萄牙PISA - Instituto Universitário de Ciências 

Psicológicas, Sociais e da Vida J. P. Maroco教授、美國北

伊利諾大學Tim Smith教授、及新加坡PISA NPM Ms. Elaine 

Chua，同時，擬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許添明教授、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于富雲教授以及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洪瑞兒教授擔任

各場次專題演講的引言人。 

二、論文發表：本研討會規劃8場次32篇論文發表，以及16篇壁報發

表，共計48篇學術論文。 

三、專題座談（symposium）：美國北伊利諾大學（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育學院院長與Research and Assessment教授2-3名將

以研討會主題給予一場專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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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座談：將由全體與會來賓共同參與討論。 

五、國際學者參訪與演講：在研討會之餘安排參觀國內政經文教建

設，並赴各大學進行學術演講和座談。 

六、議程暫定如下： 

第一天：2018年11月16日（星期五） 
時間/分 活動內容 

08:00-08:30 30’ 報到(領取資料) 

08:30-08:50 20’
開幕式 
主持人：黃宗顯教授(國立臺南大學校長) 
        鄭新輝教授(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08:50-10:20 90’
專題演講(1) 
主持人（國家教育研究院許添明院長，暫訂） 
引言人（待聘） 

10:20-10:40 20’ 休息 

10:40-12:10 90’ 場次 A-1 
論文發表(A-1)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10:40-12:10 90’ 場次 A-2 
論文發表(A-2)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12:10-13:30 80’ 午餐 

13:30-15:00 90’
專題演講(2) 
主持人（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于富雲教授，暫訂） 
引言人（待聘） 

15:00-15:30 30’ 茶敘 

15:30-17:00 90’ 場次 B-1 
論文發表(B-1)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15:30-17:00 90’ 場次 B-2 
論文發表(B-2)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第二天：2018年11月17日（星期六） 
時間/分 活動內容 

08:00-08:30 30’ 報到(領取資料) 

08:30-10:00 90’
專題演講(3) 
主持人（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洪瑞兒所長，暫訂） 
引言人（待聘） 

10:00-10:30 30’ 茶敘 

10:30-12:00 90’ 場次 C-1 
論文發表(C-1)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10:00-12:00 90’ 場次 C-2 
論文發表(C-2)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12:00-13:30 90’ 午餐 

13:30-15:00 90’ 場次 D-1 
論文發表(D-1)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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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00 90’ 場次 D-2 
論文發表(D-2) 
主持人（待聘）、評論人（待聘）、發表人 4
名 

15:00-15:20 20’ 休息 

15:20-16:50 90’
專題座談 
座談人：美國北伊利諾大學教育學院院長＋Research and 
Assessment Faculty 2-3 名 

16:50-17:20 30’
綜合討論暨閉幕式 
主持人：黃宗顯教授(國立臺南大學校長) 
        鄭新輝教授(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經費來源 

預計向科技部、教育部及貴單位申請部分補助，其餘由本校自籌經

費支應。 

經費概算表如下： 
總

項 
分  項 細  目 金額

（元） 

業 
務 
費 

 

1.主持費 2000元×12場(3場專題+8場發表+1專題座談) 24,000

2.評論人、引言人費

用 
2000元×11場 22,000

3.專家出席費 3位專家專題座談費用 6,000

4.論文審查費 
 

300元/篇×80篇×2（雙審） 
採取雙審查制度（預估投稿數量共80篇） 

48,000

5.工讀費 
 

140元/時×200小時 
（含事先籌備、現場服務、事後整理等臨時

工讀生） 

28,000

6.全民健保補充保費

 
(24000+22000+6000+48000+28000)*1.91% 
(含前述主持費、評論費、審查費、工讀費

之雇主負擔部分） 

2,445

7.臨時人力工讀費勞

保及勞工退休金 
依實際聘任情形支付 5,000

8.印刷費 海報印製費15,000 
會議手冊、光碟等印製250份×200元 
（參加人員160人+3位專題演講者+32位論文

發表+ 11位主持人+11位評論人+30位工作人

員，以250份估計） 

65,000

9.海報印製與網頁設

計製作費 
海報設計費5,000元 
網頁製作費5,000元 

10,000

10.場地佈置費 2個會場×6000元 12,000

11. 餐費 
 

250元×250人×1.5天 
（含午晚餐費、茶敍，以250人估算1.5天） 

93,750

12. 交通費 
 

2700元×25人(核實支付) 
（主持人、評論/引言人及外國學者） 

67,500

13. 住宿費 1,600元×5人 
（主持人或評論/引言人） 

8,000

14. 國際機票（3位外

國學者） 
50,000×3=150,000 
 

150,000

15. 生活費（外國學

者） 
8915元×3人× 4日 
（含研討會及前後各一天，合計4天） 

84,000

小計625,695元
雜 
支 

以業務費總額的5％計算，並不得流用 
625,695元×5％＝31,285元 

總

計 
新臺幣656,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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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教育高階論壇國際研討會：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量 
計畫書精簡版 

一、研討會舉辦之緣起與背景說明 

隨著全球化、資訊化的發展，國籍界限日益模糊，新世代在國際競爭的壓力鍋中，世

界公民應具備何種能力，個人始能自我實現融入社會？新世代學習者面對現在生活與未來

挑戰，需具備哪些知識、技能與態度？美國前教育部長 Richard Riley 曾表示：「未來需要的

十大工作現今尚未存在；我們的教育必須為學生準備尚未存在的工作、使用還未發明的技

術，來解決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問題。」意味著我們現在教導的學生，他們畢業後可能投入

就學時尚未存在的工作、使用新發明的科技、解決我們以前未曾遭遇的問題，因此全球教

育趨勢無不重視學生未來競爭力的培養。 

面對全球化競爭的來臨，澳洲、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歐盟等國家或國際組織，

先後皆提出對於人民或學生應習得能力的研究，例如：1992 年澳洲提出七項關鍵能力、

1996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

稱 UNESCO）提出終身學習四大支柱、2003 年美國提出 21 世紀能力、2005 年歐盟也提出

終身學習八項關鍵能力（王世英、張鈿富、吳慧子、吳舒靜，2009），因此關鍵能力的議題

已成為全球化時代各國教育發展的核心。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推動的國際學生評量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更從 2000 年開始針對 15 歲學生在閱讀、數學、科學領域的素養能力進行評量。其

結果不僅提供各參與國檢視該國學生的基本素養，同時深入探究其教育制度、課程與教學

優缺點，俾便做為日後教育省思、檢核與改革的參考（佘曉清、林煥祥主編，2017）。 

我國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在 100-101 年度的人文社科領域計畫聯

合成果發表會開幕致詞時，亦提及教育部在規劃人才培育時強調 21 世紀關鍵能力的養成。

同時，我國在民國 100 宣示啟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年國教），並於民國 103 年

8 月日全面實施。配合十二年國教的實施與 21 世紀人才關鍵能力的養成，政府在 103 年 11
月公告「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並於 105 年 2 月公告「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為落實十二年國教「自發」、「互動」及「共好」的課程理念，十二年國教課綱

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主軸，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所謂「核心素養」

係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核心素養不

以「學科知識」做為學習的唯一範疇，強調應與情境相結合，並在生活中實踐力行所學，

由於強調「終身學習」的意涵，除學習結果外，同時注重學習歷程、方法及策略（教育部，

2014）。 

基於上述全球化所產生的教育革新議題，無論就國家競爭力的人才培育，或是以「核

心素養」為主軸的十二年國教課程實施，或為了讓更多人瞭解 PISA 等國際性大型評量對教

育課程與教學的改革與調整，皆須仰賴教育社群的共同參與。有鑑於此，在經過研討會籌

備委員的討論後，規劃以「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量」做為此次研討會的主題，希望藉由這

個主題，能引發更多教育人士關切新課綱的內容，進而為新課綱的實施提出具體的建議與

作法，讓我國人力在 21 世紀的全球化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 

二、舉辦目的 

本研討會的舉辦目的說明如下： 

（一）以「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量」為主題，並對本論壇的 7 個子題作深入探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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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其學理性意義，進而產生學術研究及對實務面的可能啟示，並據以提出具體可行的作

法、策略與示例，供教育人員或決策當局之參考，以期能為十二年國教提供更周延的課程、

教學、評量、行政、教師專業發展與方案。 

（二）提供專業性的學術平台，以供相關學者與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交換彼此的研

究經驗與心得，進而擴大研究視野並提升研究動能。 

（三）藉此研討會的舉辦，增進國內學者與國際學者交流機會，除了分享研究成果，

交換研究觀點與彼此社會教育發展外，並可進一步提升台灣在國際學術舞台的知名度，強

化與國際研究社群的聯結。 

（四）藉此國際研討會的舉辦，累積辦理大型研討會的經驗，並激勵其他學術社群起

仿效之作用。 

三、研討會日期與地點 

（一）日期：2018 年 11 月 16 至 17 日 

（二）地點：國立臺南大學誠正大樓 B401 國際會議廳、B307 會議室 

（三）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二段 33 號 

四、研討會子題 

前述的舉辦之緣起與背景說明，本研討會將涵蓋 7 個子題，並由臺南大學設立召集人，

以處理通訊、收稿以及審查等相關事宜，各子題名稱與召集人資料如下： 

子題 1：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意涵、作法、策略、示例等），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林進材教授。 

子題 2：素養導向的評量（意涵、作法、策略、示例等），臺南大學教育學系鄒慧英

教授。 

子題 3：科技融入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臺南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歐陽誾教

授。 

子題 4：十二年國教的教育政策與學校行政運作與支持，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姜麗娟教

授。 

子題 5：十二年國教的教師專業素養，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徐綺穗教授。 

  (1)師培生應具備的素養教學/評量知能 

  (2)教師專業社群素養教學/評量的增能 

子題 6：國際評比調查研究，臺南大學教育學系林素微副教授。 

子題 7：其他核心素養相關議題 

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由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鄭新輝教授擔任籌備主任，鄒慧英教授

擔任執行秘書，以統籌並執行相關事宜。 

五、徵稿方式與審稿制度 

（一）徵稿方式 

本研討會採取公開徵稿的方式，其內容有研討會子題、徵稿啟事以及報名系統等（網

址為：http://www.edu.nutn.edu.tw/），並掛載於網際網路中，透過搜尋引擎即可查詢到本網

站，以期能吸引更多海外學者、以及國內研究者參與此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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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亦由臺南大學教育學系透過 e-mail 的方式主動將此訊息以及網址傳送給國外相

關學者。目前預計邀請 3~4 位國際學者參加此一論壇，同時也以海報、公文、以及 e-mail
方式，將此訊息以及網址傳送給國內教育研究機構以及學者。 

（二）摘要與全文繳交期限 

研討會各項重要時程規劃如下： 

1. 提交摘要截止日：2018 年 06 月 30 日 

2. 摘要審查結果公告日：2018 年 09 月 14 日 

3. 全文繳交截止日：2018 年 10 月 15 日 

（三）審稿制度 

採取匿名雙審查制度，預計有 80~100 篇稿件，經由論文審查小組協助進行摘要審查，

以擇取優秀的 48 篇論文在本研討會中以口頭或壁報方式發表。此外，擬推薦傑出的 15 篇

論文至 TSSCI 索引期刊及國科會人文處二、三級期刊。 

六、參加對象及預估參加人數 

（一）參加對象以自由報名為主，包含關心「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量」主題之中外學

者、教育相關系所博士生和碩士研究生，以及教育實務工作者等。參加人數預定為 120 名。 

（二）預定主持人與引言人 18 名（含開幕、專題演講、論文發表場次和綜合座談），

評論人 8 名，發表人 51 名（2 位國際學者及 1 位國內專家和 48 位國內外投稿學者），此項

合計為 77 人。 

七、研討會活動內容 

會議內容包含國內外學者論文發表、專題座談、綜合討論以及國際學者參訪與演講等

活動。 

九、研討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協辦單位：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院、國立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參考書目 

王世英、張鈿富、吳慧子、吳舒靜（2009）。歐美澳「公民關鍵能力」發展之研究。台北市：

國立教育資料館。 

佘曉清、林煥祥主編（2017）。PISA 2015 臺灣學生的表現。台北市：心理出版社。 

教育部（2014）。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台北市：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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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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 申請日期：107年5月29日 

學校名稱 國立成功大學 

辦理項目 

107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論壇 

議題主軸： 

(一)大學法人化 

□(二)高教留才、攬才 

□(三)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聯絡方式 
聯絡人：王琇麗 電話：06-2757575轉50002 

傳真：06-2366265 E-mail：em50010@email.ncku.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 

 

會議地點（預定） 國立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會議交通狀況（預定） 

1.臺鐵臺南站後站出口步行至成大光復校區 

2.高鐵站轉搭沙崙線接駁至臺鐵臺南站後站出口步行至成大光復校區 

3.自行開車 

會議規模（預定） 

本論壇報名對象，主要以國內外大學校務發展議題相關之政府部門、

學者、教師、學生、校友為主。若仍有名額則開放於其它人士。預估

100人 

辦理方式及議程安排 

（預定） 

9:40-10:00 報到 
10:00-10:10 貴賓致辭 

場

次 
時間 演講者 題目 

第 
一 
場 
 

10：10
｜ 

11：50

主持

人：

報告人：現任或前任大學校

長，或教育部長官 
高等教育國際競

爭力提升之問題

與困境 

與談人： 
國立大學校長 
教育部長官 
成大校友會 
成大學生會 

11:50 – 12:50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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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場 
 

12：50
｜ 

14：30

主持

人：

報告人：現任或前任大學校

長，或教育部長官 

國立大學法人化

的定義與範疇 
與談人： 
國立大學校長 
成大法律系教授 
成大財務或會計主管 
教育部長官 

主持人 
與談人：預計四位貴賓 
14:40 – 16:00 綜合座談 

主題一：國立大學法人化和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關連性 

主題二：台灣實施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展望與未來 

（Q & A） 

經費來源 校務基金與申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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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計畫書 

一、緣起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協會補助辦理「107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徵求辦理四個主軸議題，

包括大學法人化、高教留才、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等，並視為是國立大學現階段應關

注的議題。本計畫以國立大學法人化為主軸，主要從國立成功大學自2009年起，執行大學

自主治理的經驗，討論未來台灣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展望，能否提升競爭力。國立成功大學

所提之大學自主治理方案，獲得教育部肯定與支持。教育部與成功大學行政團隊合作，於

2012-2014年爭取校內共識，期待進行大學自主治理試辦方案。並曾深入檢討目前校務運作

在財務自主、人事自主層面議題，目的在強化大學行政效率。成大推動大學自主治理的過

程，可以作為國立大學未來制度改革與提升國際競爭力的重要參考。 

因此，本計畫的目的，在藉由論壇舉辦，作為國立大學法人化討論之交流平台，讓政

策利害關係人，包括教育部、國立大學（含校長與行政人員），能認真討論與思考，國立

大學在高等教育發展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在目前國立大學經營困境中，提升台灣高

等教育國際競爭力。關於國立大學法人化的議題，教育部早在2009年時就希望推動，並有

初步構想。但當時成大賴明詔校長與馮達旋副校長，認為當時法人化計畫的內容不符成大

需求，因此改以「大學自主治理」為名，希望和法人化作區隔，並規劃適合成大推動的高

等教育變革計畫。雖然行政團隊在校內溝通過程做了很多的努力，黃煌煇前校長曾經前往

各院系進行溝通說明。但許多教職員生仍將法人化與大學自主治理視為等號，複因諸多因

素，該試辦計畫於2014年經校務會議代表投票否決。 

關鍵的問題在於，國立大學競爭力能否提升，和本身組織制度體質有很大的關連性；

但體制的改變並非易事，除了正式規範，非正式規範（包括價值與文化都是重要內容）。

因此過去成功大學行政團隊，才會以長遠的角度提出大學自主治理方案，希望讓國立大學

更有彈性，能和國際一流大學競爭。再者，亞洲國家中的日本與韓國國立大學，已有許多

具體改革的經驗。日本早在2004年開始實施法人化，並以每年減少1%預算作為配套，但成

效似乎沒有非常明顯。至於韓國，首爾大學於2012年法人化，其改革過程的訴求或願景是，

如果首爾大學不法人化，只能在韓國稱王；如果首爾大學法人化，則有機會在世界高教育

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願景獲得許多認同，因此順利讓首爾大學成為韓國第一所法人化的

國立大學；得以透過比以往更彈性的機制經營首爾大學。 

雖然大學自主治理試辦方案在成功大學遭否決，但推動過去也有部分成果，包括人事

與主計主管選任，大學端有更大的自主性。因此，成功大學行政團隊仍持續構思如何在現

在規範下，以更彈性的方式提升國際競爭力。特別是，成功大學於2018年初，即針對大學

法人化議題，組成校內工作團隊，不定期進行討論。目前已完成兩次會議，並有具體建議。

主要重點是，如何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法人化可以提升成大的國際競爭



附件1-4 

26 

力。因此，本次舉辦論壇的目的，主要希望能針對國立大學體制作深度討論，主要在研究

以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框架，我高等教育變革是否有翻轉的機會。選擇該議題的原因

在於，近年來台灣政府面臨財政緊縮、資源有限的情況，國內頂尖大學的國際排名普遍有

進步空間。因此，如何透過高教制度改革，例如法人化，可以提升國立大學競爭力。但法

人化的定義或模式為何，仍有許多不同的意見或看法，因此特舉辦本論壇。 

 

二、目的 

本論壇主要目的在討論，什麼樣的大學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模式，有助我國立大學

國際競爭力提升。為達這目的，而有如下規劃重點： 

（一）作為國立大學法人化討論之交流平台，讓政策利害關係人，包括教育部、國立大學，

重新思考國立大學在高等教育發展應扮演的角色。並試圖從目前國立大學經營困境

中，找出提升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方法。 

（二）針對國立大學體制作深度討論，以了解在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框架下，我國高

等教育翻轉的機會，並探討國立大學法人化或其它改革模式的可行性。 

（三）透過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討論，整理出我國未來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同時凝聚提升

我國立大學或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前瞻機制。 

（四）診斷目前大學競爭力提升存在之問題、找出影響國立大學國際競爭力的關鍵因素。 

（五）藉由廣泛討論，找出國立大學法人化能夠提供什麼誘因，以提升大學國際競爭力。 

（六）藉由本論壇的實施，讓各界人士在深度討論與交流中，形成我國高等教育未來發展

之共識。 

 

三、議程設計 

本論壇設計三大主題，議程設計如附件一，主要分三個場次進行，第一場次，針對

「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提升之問題與困境」，進行問題之釐清，主要在診斷目前台灣國立

大學競爭力存在什麼問題，目的在找出影響國立大學國際競爭力的關鍵問題。由於很多人

認為，台灣國立大學體制有如公務機關，因為人事與主計均為中央一條鞭。第二是，國立

大學法人化的定義與範疇，主要探討的問題是，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定義與內涵，包括校長

遴選方式、教師待遇、大學自主或自治事項等議題。唯有將法人化的定義與範疇作清楚定

義，否則難以進行實務上之應用。由於國立大學教師在年金改革過程中，退休金遭大幅刪

減，薪資條件失去競爭力。第三是綜合座談，國立大學法人化和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關

連性，以及台灣實施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展望與未來，本場次主要在綜合與整理前述兩個主

題的要點，並形成我高等教育未來發展的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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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算編列 

預算編列如附件二，將安排兩場演講（專題報告），以及一場綜合座談，並將邀請教

育部與相關政策利害關係人進行與談。同時邀請國立大學校長，以及所有關心高等教育發

展的教職員生，參與這場論壇。 

 

五、預期效果 

本次高等教育論壇舉辦的目的，希望透過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討論，討論與整理出我國

未來高等教育，是否應續朝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方向發展。因此，這也突顯出本議題

的重要，特別是，透過本論壇國立大學法人化議題的討論，希望能凝聚並提升我國立大學

或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前瞻機制。因此本論壇預期這次的論壇，會有許多討論意見，而

從不同意見討論中，也許可以建構國立大學（法人化）變革的方向與共識，而這共識是台

灣國立大學提升國際競爭力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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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同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議程（暫訂） 

日期：2018 年 9 月 14 日，星期五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指導單位：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9:40-10:00 報到 
10:00-10:10 貴賓致辭 

場次 時間 演講者 題目 

第 
一 
場 

10：10 
｜ 

11：50 
主持人： 

報告人：現任或前任大學

校長，或教育部長官 
高等教育國際競

爭力提升之問題

與困境 

與談人： 
國立大學校長 
教育部長官 
成大校友會 
成大學生會 

11:50 – 12:50午餐休息 

第 
二 
場 

12：50 
｜ 

14：30 
主持人： 

報告人：現任或前任大學

校長，或教育部長官 

國立大學法人化

的定義與範疇 
與談人： 
國立大學校長 
成大法律系教授 
成大財務或會計主管 
教育部長官 
主持人 

與談人：預計四位貴賓 
14:40 – 16:00 綜合座談 

主題一：國立大學法人化和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關連性 

主題二：台灣實施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展望與未來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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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預算規劃 

經費來源：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項目內容 單價 數量 合計 備註 

出席費 

(主持費) 
2500 10 25000

 

專題演講費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

2000元/節

次長級者每場5000

元

2 12000  

差旅費 
交通費：3560（高

鐵商務艙）
6 21360

 

午餐餐盒 150 100 15000 

茶點 80 100 8000  

雜支 18640 1 18640

臨時工、印刷費、文

具、場地布置、器材等

其他相關費用 

 

二、報名對象 

  本論壇報名對象，主要以國內外大學校務發展議題相關之政府部門、學者、教師、學

生、校友為主。若仍有名額則開放於其它人士。 

三、論壇日期與時間 

  2018年9月14日，星期五（暫訂） 

四、地點 

  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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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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 申請日期：107年6月4日 

學校名稱 國立清華大學 

辦理項目 

107年度高等教育研討會或論壇 

議題主軸： 

□(一)大學法人化 

□(二)高教留才、攬才 

■(三)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力 

□(五)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聯絡方式 

聯絡人：周秀專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電話：03-5715131#72400 

傳真：03-561-7287 E-mail：chouhc@mx.nthu.edu.tw 

會議議題（預定） 

2018 大學創新學制與教學研討會 

一、創新學制 
1.跨領域/不分系學士班 
2.客製化學程學位/實驗教學 
3.線上學習學程學位 
4.大學書院教育 

二、創新教學實務 

會議地點（預定） 國立清華大學旺宏館 

會議交通狀況 

（預定） 

交通路線資訊 
前往校本部交通資訊(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101號) 
1.大眾運輸工具(台鐵、高鐵、國道客運等) 請先洽詢各站乘車資訊 
2.自行開車-國道路線： 

(1) 中山高二側引道與光復路、公道五路並未直接連結南下欲由光復路

下交流道者，請先由公道五出口接引道。 
(2) 因校內停車空間有限，如遇校內車位爆滿無處可停時，亦可將車輛

停放於本校對面之「赤土崎收費停車場」。 

會議規模（預定） 200人 

辦理方式及議程安

排 

（預定） 

時間 項 目 會議內容 

08:30-

09:00 

報到 領取資料 

09:00-

09:15 

開幕式 主席致詞：周懷樸 副校長 

貴賓致詞：李彥儀 高教司司長 

09:15-

09:55 

主題演講(含Q&A) 高教學制與教學創新：過去、現在和未

來趨勢 

主講人：彭森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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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

10:15 
Coffee break 

創新學制 

10:15-

12:10 

主持與談人：戴念華 教務長 

跨領域/不分系學士班議題 發表者

與談人

王秀槐 教授 

湯銘哲 教授 

線上學習學程學位 發表者

與談人

林高永 教授 

游寶達 教授 

Q&A交流座談 

12:10-

13:00 
午 餐 

13:00-

13:40 

專題演講(含Q&A) 如何應用校務研究驗證創新學制與學習

成效 

主講人 林世昌 教授 

與談人 王 葳 教授 

13:40-

13:50 

競賽頒獎合影 特優1位、優等6位、佳作6名 

(分別由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頒

獎)  

13:50-

14:05 

特優作品發表  

14:05-

14:30 
茶敘&海報發表 

創新學制(分場一  地點：) 創新教學(分場二  地點：) 

14:30-

17:00 

主持與談人 竹師教育學院 

院長 

主持與談人 副教務長 

客 製 化

學 程 學

位/實驗

教學 

發 表

者 

與 談

人 

李紫原教

授 

張文恭教

授 

文 藝 科 優

等作品 

優等文1 

優等文2 

優等文3 

大學書

院教育 

發表

者 

與談

人 

陳素燕教

授 

關秉寅教

授 

理工科優

等作品 

優等理1 

優等理2 

優等理3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17:00 晚餐(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賦歸 

備註：上述所列貴賓、發表者及與談人皆為暫定，尚在邀約中，將視實

際情形調整 

經費來源 本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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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2018「大學創新學制與教學研討會」計劃書 

一、 議題主軸：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二、 研討會目的 

  全球與台灣高等教育正面臨嚴峻的挑戰，諸如：全球化、少子女化、教育市場化、學用落

差、大學同質化的隱憂等等。在翻轉思維下，老師也從知識的傳遞者轉型為教學製作人。各界

無不戮力思考當前教育的方向，尋求「明日教育」、「未來教育」，讓學習者具有迎向快速變

動時代的能力，培養符合時代需求的「T型」與「π型」人才1。 

  而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待，諸如轉型與創新、產業創新的需求、公共化的訴求、在地連結

的期待等等，往往受限於傳統學制與教學模式，無法作更彈性、更符合需求的教學設計，加上

初等與中等實驗教育銜接體系的需要，催生了各種新式學制與教學創意。 

  然而這些新的學制與教學如何落實？有何利弊？如何保證品質並保存傳統教學的優點？本

研討會目標在致力討論創新學制與教學的理念、實施作法與品質保證策略，供國內大學教師與

校院參照，希望能激發各種方案，協助教師與各校達成教育目標。 

三、 研討會討論議題 

  本研討會共分兩個主軸「創新學制」與「創新教學實務」；創新學制以目前國內的幾種新

興學制為主題進行研討；創新教學實務則廣泛邀請各領域教師發表創新教學作法。此外，我們

亦期藉由演講與座談，就「創新學制趨勢」、以及「驗證學習成效策略」作出深入引介與討論。 

演講與座談 討論議題 

1. 主題演講：高教學制與教學創

新：過去、現在和未來的趨勢 

2. 專題演講：如何應用校務研究驗

證創新學制與學習成效 

1. 創新學制 

(1) 跨領域/不分系學士班 

(2) 線上學習學程學位 

(3) 客製化學程學位/實驗教學 

(4) 大學書院教育 

2. 創新教學實務 

四、 清華大學：討論創新學制與教學實務之最佳場域 

  在大學學制創新風潮中，清華大學在「跨領域/不分系學士班（96年）」、「客製化學程

學位（106年）」、「大學書院教育（102年）」都是國內的先驅者。 

  目前雖未設有「線上學習學程學位」，但磨課師成果豐碩，不僅為唯一獲得三項標竿課程

的學校，亦榮獲最多教育部Moocs課程補助；更首開「高三放心學」線上課程錄製，提供全國

高中生優質非實體課程，於107年吸引超過3000名大學新鮮人上線修課。 

  清華大學亦率先回應台灣的初等、中等實驗教育風潮，透過繁星計畫、旭日計畫、拾穗計

畫進行特殊學生選材，為生源的多元化打下最佳利基，加以行政面與教學面的全力支持，是從

事創新學制實驗的優質場域。 

  在創新教學實務方面，為激盪教學創意、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素養，新竹教育大學自104年

                                                 
1 所謂「I型人」是指傳統大學教育培養的，具有單一專長的人才；「T型人」係指兼具專業素養與通才知識之人

才；「π型人」則是指雙專長人才。 



附件1-5 

33 
 

起向全國大專校院專兼任教師徵求各領域之創新教學作法，舉行「大學教師優良創新課程及教

學競賽」，每年選出特優一名、優等六名、佳作若干名十餘件作品；105年11月與清華大學合

併後，清華承接竹教大寶貴經驗，持續舉辦，鼓勵了校內外熱衷教學教師，且引起其他大學仿

效。（可掃描QR-code，觀看去年發表海報。） 

  本競賽今年邁入第四屆，全國大專校院共39位教師踴躍參賽，參賽領域遍

及文史、教育、通識、藝術、商管、社會、理學、醫護與公衛、農科與民生等

多元領域。 

 

照片說明： 

1. 2017年戴念華教務長頒發特

優獎項與中央大學陳斐卿教授 

2. 2017年海報發表與會後南大

校區展場。 

 

 

 

  承上，清華大學可說是國內討論創新學制與教學實務議題之最佳場域。 

五、 本研討會特色 

*以下為預計邀請名單，將視受邀教師意願進行調整。 

(一) 主題演講：高教學制與教學創新：過去、現在和未來的趨勢 

本議題將邀請彭森明教授主講。 

*彭森明教授自1980年起，擔任美國教育部國立教育統計中心歷任計畫主持人，以及

多項部門主任；負責多項有關美國高等教育調查研究之設計，資料收集與處理，資

料分析以及研究報告撰寫等工作。 

(二) 專題演講：如何應用校務研究驗證創新學制與學習成效 

本議題將邀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主任林世昌教授主講，逢甲大學教務長王葳與談。 

(三) 邀請國內創新學制先驅者發表與評論 

  除本校從事創新學制發展工作的專家外，亦將邀請國內其他先驅學校或實務工作之專家學

者，就創新學制議題進行發表。 

議題  受邀者 邀請依據 

1.跨領域/不分

系學士班 

發表 王秀槐 曾就國內高教不分系/跨領域學制進行深入研究，現為台灣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與談 湯銘哲 為成功大學全校不分系學士班推動者，現為成功大學生理學科

暨研究所特聘教授。 

2.線上學習學

程學位 

發表 林高永 現任教育部數位學習認證專案計畫主持人，長期從事國內數位

學習認證工作，將邀請其就國內「數位學習認證」與「數位學

位學程發展方向」進行發表 

與談 游寶達 為國內數位學習資深推動者；曾任中正大學數位學習中心主

任，現為中正大學語言中心主管，以及資訊工程系教授。中正

大學亦為國內開辦最多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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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領域

文史
醫護公衛
農科與民生
教育
通識(體育)
藝術
商管
社會

3.客製化學程

學位/實驗教學 

發表 李紫原 清華大學客製化學程學位推動者，清華學院學士班班主任 

與談 張文恭 現任中正大學教務長，為國內另一推動客製化學位學程之學

校。 

4.大學書院教

育 

發表 陳素燕 現任清華大學厚德書院執行長 

與談 關秉寅 現任政治大學政大書院院長 

 

(四) 透過競賽篩選創新教學實務精華 

  本研討會發表之創新教學實務作品，

係2018年「大學教師優良創新課程及教學

競賽」得獎作品；預計口頭發表7篇作品、

海報發表7篇作品，共14篇，是自39篇參

賽作品中，透過三名校內初審委員、三名

校外複審委員精心審查後選出。 

  參賽作品領域統計圖如右： 

 

六、 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清華大學 教學副校長 周懷樸教授 

清華大學 教務長 戴念華教授 

清華大學 副教務長 李清福教授 

清華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 林紀慧教授 

清華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周秀專教授 

清華大學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總編 楊樹森教授 

七、 預期效益 

(一) 預期效益 

  本研討會邀集國內創新學制先驅，以及優秀教學實務創新者發表，並提供優質的討論場

域，預計能達成以下目標： 

1. 藉由四大新式學制、以及創新學制趨勢與校務研究的演講和討論，提供大專校院調整既有學

制架構與基礎的依據，打造適性揚才的制度與學習環境。 

2. 建構以學生為主體的跨領域全人教育理念，融貫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全人課程。 

3. 藉由兼具深度與廣度的多元創新教學，發展以學生需求為核心的課程。 

4. 激發高等實驗教育的討論，促進台灣實驗教育銜接體系的完成，達到大學卓越的目標。 

(二) 成果出版與資料庫規劃 

1. 本研討會成果將於本校發行之電子期刊《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以專刊形式出版，供

全國大專校院與教師參考利用。 

2. 本校預計將本次教學實務創新成果建置於本校資料庫中，供對高等教育教學法有興趣之大眾

查閱。過去我們利用 104~106 年「大學教師優良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徵選出 34 件優秀作

品，並建置為公開資料庫，點閱次數已達 40,201 次。2018 年教育部開始比照科技部徵求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教師於高等教育實務場域進行教學研究，本競賽累積之作品，

意義更顯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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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至106年協會補助辦理高等教育研討會相關資訊一覽表 

104年補助辦理高等教育研討會一覽表： 

補助學校 會議名稱 補助額度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大學整併面面觀：挑戰與展望研討會 80,000

國立空中大學 2015年兩岸四地開放及遠距教育學術研討會 80,000

國立屏東大學 2015產學創新挑戰大學新契機論壇 80,000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創新教學知能工作坊 80,000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校園空間活化與企業合作推動產業園區之可行研討

會 
80,000

 合計 400,000

105年補助辦理高等教育研討會一覽表： 

補助學校 會議名稱 補助額度 

國立中興大學 「突破與前進」創新產業與創業教學研討會 100,000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國立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原國立新竹教 育大學

教育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教育實 驗、轉型與發

展 

100,000

國立中山大學 校務研究論壇及知能研習工作坊 100,00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2016高等教育論壇：國際化系列講座 100,000

 合計 400,000

106年補助辦理高等教育研討會一覽表： 

補助學校 會議名稱 補助額度 

國立屏東大學 
「校務研究連結校務發展與績效責任─以IR角度出

發」研討會 
80,000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2017第一屆IELE學術論文研討會─創造教育新生

命」 
40,000

國立臺南大學 
「2017 教育高階論壇國際研討會：翻轉教育下之

教學與學習」 
40,00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高等教育論壇」 80,000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少子化衝擊下大學校院行銷策略論壇」 80,000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東南亞創新經營與產學合作」研討會 80,000

 合計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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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註： 

1.本會章程第7條：凡國立大學、獨立學院或公立大學，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納

會費後，為會員。現任校長為會員代表，出席會員大會，推展本會會務。 

2.本會章程第32條：本會經費來源……一、入會費：新台幣伍萬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年會費：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學校名稱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學校地址 81249高雄市小港區大業北路436號 

會員代表 

（校長） 

姓名 劉嘉茹 性別 女 身分證字號 (個資) 

戶籍地址 (個資) 

聯絡電話 07-801-2008#1202 手機號碼 (個資) 

聯絡信箱 (個資) 

學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95.8～96.7） 

科學教育中心主任（96.8～105.7） 

科學教育研究所所長（96.8～102.7） 

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100.8～102.7） 

理學院院長（102.8～105.7）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校長（105.8～迄今） 

聯絡人姓名 李姿蓉 聯絡電話 07-801-2008#1417 

聯絡信箱 rdd@ouk.edu.tw 



附件4 

37 
 

 



附件5 

38 

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節錄) 

時 間：民國107年4月28日(星期六)中午12時55分 

地 點：國立中央大學工程二館E1-124 

主 席：蘇慧貞理事長 

出 席﹕詳見簽到表(理事共15人，出席8人；監事共5人，出席5人。出席皆過半數) 

列 席：國立聯合大學柳文成副校長、國立東華大學翁若敏研究發展處處長、本

會工作團隊人員                                    紀錄：侯宜伶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確認) 

參、 會務報告 

肆、 討論事項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 

案  由：有關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案，提

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本會107年2月26日第11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臨時動議第二案之

決議辦理如附件6(P.17)，立法院有意修訂大學法，本會應掌握法規

修訂方向及提出建言。 

二、 本會自107年3月9日至30日止，蒐集並彙整各理監事學校現況及意見

如附件7(P.18-34)，相關重點如下表： 

學生代表組成 各校現行之學生代表組成皆符合大學法規定，未少

於全體會議人數十分之一。 
學生代表若不符規定比

例之於會議召開情形 
若有學生代表畢業、退學或休學，目前皆未有影響

各校校務會議召開之情事。 
學生代表組成方式 依各校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之學生人數比例不

同而相異。 
適當之學生代表比例 除有2校認為須經該校之校務會議討論後再議，共

18校認為應維持大學法現行規定之學生代表「人數

不得少於全體會議人數十分之一」。 
大學法擬修正提高學生

代表比例 

除有1校無意見，及2校認為須經該校之校務會議討

論後再議，共17校反對修法為「人數不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數五分之一」。 

決  議：本會立場為維持現行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