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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11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107年12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地 點：國立成功大學臺北辦公室 

主 席：蘇慧貞理事長 

  理事：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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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校長(請假)、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郭艶光校長

、國立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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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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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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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 席：本會工作團隊人員 

紀錄：侯宜伶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辦理常務理事補選(1位：由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當選) 

一、 原由說明：本會理事(同時擔任為常務理事)國立政治大學周行一校長，於

107年11月15日卸任。 

(一) 其理事遺缺，依本會章程第16條規定，及107年1月18日第11屆第1次會員

大會理監事選舉結果，由候補理事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郭艶光校長遞補。 

(二) 其常務理事遺缺，依本會章程第18條規定，應於出缺時一個月內補選。 

二、 選舉流程： 

(一) 理事報到，領取選票後開始投票(或登入會議投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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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位監票人監看會議投票系統)。 

(四) 投票結束後，隨即於現場進行開票作業(或立即呈現會議投票系統結果)。 

三、 注意事項： 

(一) 本次應補選常務理事1人，以第11屆理事(現任常務理事除外)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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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張常務理事選票至多圈選1人，選票為黃色，於選票「圈選欄」內以筆

畫「〇」或「」，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圈選後投入投票箱(或進

入會議投票系統議題，點選候選人，即為投票)。 

(三) 以票數較高者當選，如有同票情形，委由第11屆理事長抽籤決定。 

(四) 本選票順序係依教育部以統計處之學校代碼順序排列。 

四、 選舉結果：由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當選為常務理事。 
監票人：國立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 

發票人：鄭月萍小姐；唱票人：胡美蓮組長；計票人：趙婉玲秘書 

 

參、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確認)--------------------------P.9 

 

肆、 會務報告 

一、 本會依教育部107年6月4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084150A號函，彙整各校之學

校辦理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建議，並於6月6日以國協

字第1070600002號函復。 

二、 本會依教育部107年6月25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092889號函，彙整各校之大

專校院聘用身心障礙人員薪資情形調查表，並於7月4日以email(免備文)回

覆。 

三、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依本會107年6月14日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第一案

決議，修訂高教研討會申請計畫書，並於107年6月25日以高師大國際字第

1071005679號函送本會。 

四、 有關教育部107年5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070069450號函，請本會提供對於

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本會依6月14日

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以6月28日國協字第1070500007號函復教

育部：宜維持現行法規。 

五、 本會依教育部107年7月5日email，彙整各校對107年6月8日各教育場域不適

任人員之通報及查詢作業檢討第8次會議後修正之「學校辦理契約進用人員

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建議，並於7月10日以email回覆。 

六、 本會依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107年7月9日財中(107)產字第1071001365號函

，協助於7月17日轉寄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理專業人才培訓推廣計畫」之

「107年節能推廣研習-高階管理人員交流會」資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七、 本會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107年8月2日國經協會(107)國字

第371號函，協助於8月3日轉寄「第6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資訊予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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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參考。 

八、 本會依內政部移民署107年8月1日移署入字第1070093875號函，協助於8月6

日轉寄「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線上申辦送件須知」資訊予會

員學校參考。 

九、 本會依內政部移民署107年8月21日移署資字第1070103662號函，協助於8月

22日轉寄「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資訊

予會員學校參考。 

十、 本會依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聯合招生委員會107年8月23日108陸聯招

字第1080000001號函辦理推薦108學年度常務委員及經費稽核委員學校，並

於10月5日以國協字第1071000001號函復推薦國立臺灣大學、國立清華大學

及國立交通大學擔任常務委員學校、國立中興大學擔任經費稽核委員學校。 

十一、 本會於107年8月27日收訖新會員高雄市空中大學入會費(新臺幣5萬元)及

51所會員學校之107年度常年會費(每校新臺幣1萬5,000元)。 

十二、 有關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本會依主辦學校(國立中興大學

)107年9月3日email通知辦理；截至9月28日止，計收到5校(共15件)提案

。經彙整後，於10月1日email請理監事進行審查。提案學校再依審查意見

修正、評估或整合提案後，本會於10月16日以email提交共11案。 

十三、 本會依教育部107年9月7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151216號函，彙整各校之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修正草案意見，並於9月19日

以國協字第1070900001號函復。 

十四、 本會依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107年10月1日email，協助於10月2日轉寄「

私校轉型退場與技職再造巡迴論壇邀請函」資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十五、 本會依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107年10月19日email，協助於10月21日

轉寄「MEET TAIWAN大專院校說明會：國立成功大學(10月26日)、國立中

興大學(10月31日)及國立臺灣大學(11月2日)」資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十六、 有關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是否改為一年一次，教育部於107年10月4

日email表示，第十屆主辦單位(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因迫於時程無法

召集五大協進會評估該案，故教育部先詢問本會第十一屆主辦學校(國立

東華大學)，並確認可提前一年辦理(即由109年改為108年)；本會將俟教

育部進一步通知後辦理相關事宜。 

十七、 有關波蘭國家學術交流局(NAWA)局長Mr.Łukasz Wojdyga率其波蘭臺北辦

事處副代表Mr.Bartosz RYŚ(李波)及文化組組長Ms.Joanna Lenartowicz(

雷履安)，於107年10月12日與本會蘇慧貞理事長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

合作基金會傅慧雯高等專員，在國立成功大學臺北辦公室會面與交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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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10月15日及11月6日以email請NAWA協助提供其簡報及聯絡窗口，並於

11月8日收到其回覆相關資訊，且於11月8日立即轉寄予有興趣合作之會員

學校聯繫與參考。 

十八、 有關中國青年救國團107年10月25日(107)青服字第1826號函，邀請本會擔

任青年節輔導委員，以提供參訪及籌備工作所需之資源與經費。由於國立

大專校院將獲邀組成籌備委員會，本會若非輔導委員，各校亦有機會參與

相關活動；再考量本會人力、經費問題，故於11月1日回覆不克擔任輔導

委員。 

十九、 本會依教育部107年11月9日臺教高(四)字第1070192581號函，彙整各校之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正草案意見，並於11月

19日以國協字第1071100002號函復。 

二十、 本會自107年6月2日至107年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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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06.08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之通報及查詢作業檢討第8次會議 

2 107.06.22 研商兩岸學術交流規範會議 

3 107.06.22 「第十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 

4 107.07.04 「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一次籌備會 

5 107.07.05 
「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草案研商會議第2次會議 

6 107.07.12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法第二次會

議 

7 107.07.16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助理納保相關事宜第2次會議 

8 107.07.19 
「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草案第3次研商會議 

9 107.07.20 107年度「第十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第二次籌備會議 

10 107.08.10 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4次會議 

11 107.08.13 研商修正「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及「自評表」會議 

12 107.08.14 「學校辦理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草案)」說明會 

13 107.08.20 「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二次籌備會 

14 107.09.18 「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三次籌備會 

15 107.10.09 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5次會議 

16 107.10.11 研商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程序、兼職費支給個數及上限會議 

17 107.10.23 
研商司法院釋字第462號所定教師評審委員會動搖外審委員專業審查

可信度與正確性之踐行程序 

18 107.11.16 「博士班人才培育及鏈結學術量能」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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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有關教育部擬取消單獨招收僑生相關事宜，擬由理事長學校國立成功

大學蒐集相關資料後，向教育部表達本協會立場。 

 

伍、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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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會106年12月29日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第一案

附帶決議，如附件1(P.12-13)，經費決算之財務報表須送請常務監事

審核。 

四、 檢陳本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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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2(P.14-27)。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因理監事聯席會議與會員大會期間，會務仍持續進行，本案工作報告

請配合更新後，再提送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議決。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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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依本會106年12月29日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第二案

附帶決議，如附件1(P.12-13)，經費決算之財務報表須送請常務監事

審核。 

四、 檢陳本會108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1份，如附件3(P.28-

29)。 

決  議：照案通過。 



6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2018-2019年度英文簡介修訂，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英文簡介，援往例為每兩年更新一次。本次就現況更新會員學校

數、校名和網址、理事長資訊及協會聯絡方式，並依教育部統計處資

料更新來臺國際學生人數、本國2017至2018年各體制學校數及各類學

位學生人數。 

二、 為與時俱進，本會請國立成功大學協助擬訂高教國際化目標與策略初

稿，並於107年9月27日以email請所有會員學校提供意見；截至10月

12日止，計收到2校(國立臺灣大學、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建議，修訂

對照表如附件4(P.30-32)。 

三、 檢陳本會2018-2019年度英文簡介修訂稿1份，如附件5(P.33-4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一、 高教國際化目標與策略照案通過。 

二、 修正理事長姓氏統一在前。如：Huey-Jen Su  Su Huey-Jen。 

三、 調整會員學校順序依字母排列(5筆)，並確認會員數、校名及網址。 

四、 修正名詞為形容詞。如：South Taiwan  Southern Taiwan、East 

Taiwan  Eastern Taiwan。 

五、 調整臺灣地圖比例。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本會章程擬新增第三十一條：「為提升會議效率及推動節能減紙，理

事、監事會議得採用電子化會議，並參照行政院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

辦理。」之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行政院「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如附件6(P.44-45)。 

二、 章程修訂對照表如附件7(P.46-47)。 

三、 檢陳本會章程修訂稿1份，如附件8(P.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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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依本會章程第39條規定，修訂章程時須經會員大會通過

，故擬再於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第 五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擬訂「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監事(含常務理監事及

理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會107年6月14日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論事項第三案

之附帶決議辦理，如附件9(P.52) 

二、 本案係參考本會歷年選舉慣例及理監事會議決議擬訂。 

三、 檢陳本會理監事(含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如附

10(P.53-54)。 

決  議：修訂後通過。 

一、 (P.53)「選舉日之六個月前」之注意事項，加註「選舉日係配合全國

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期程訂定」。 

二、 (P.54)「於現任理事長任期結束前，召開新一屆第1次理監事會議，

並辦理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之注意事項第2項第4點「原則採出

席投票」，因理監事之出席不可為代理(即須出席方可投票)，故刪除

「原則」2字。 

 

第 六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專業經理人面試小組委員之組成及辦理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107年4月28日第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論事項第二案決議

，辦理本會專業經理人徵選，如附件11(P.55) 

二、 第一次甄選訊息公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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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7年5月8日至7月31日止，歷經2次延長公告，

並於107年5月25日及6月28日email請會員學校推薦人選，共收到14份

履歷表。應徵者雖均符合「應具資格條件」學歷(國內外大學以上畢

業)，惟相關工作經驗皆顯不足(僅1位具法律學歷及工作經驗，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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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是否熟稔媒體公關事務)；經簽請理事長同意將所需專業經驗上

修為8年，並重新公告職缺，故未辦理面試作業。 

三、 修正職缺公告如附件12(P.56)，第二次甄選訊息公告自107年9月3日

至11月5日止，歷經1次延長公告，並於107年10月3日email請會員學

校推薦人選，共收到1份履歷表。 

四、 本會於107年11月7日email請理監事提供是否辦理面試之意見，至11

月17日止，共收到15位回覆：同意面試9人，重新徵才2人，其他(無

意見)4人，爰擬就辦理面試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由理事長主持面試，並邀請所有理監事可於該時段加入視訊連線，以

參與面試及提問。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中午12:00) 

 
捌、 歡送卸任校長聯誼餐會 

一、 國立政治大學周行一校長 

二、 國立體育大學高俊雄校長 

三、 國立金門大學黃奇校長 

四、 國防醫學院司徒惠康少將校長 

 



 

 
 
 
 
 
 
 
 
 
 
 
 
 
 
 
 
 
 
 
 
 
 
 
 
 
 
 
 
 
 
 
 

第11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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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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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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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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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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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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於107年6月27日以國協字第1070600004號函通知4所獲補助學

校，並請於12月14日前備函寄送成果報告電子檔，俾於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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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於107年6月27日以國協字第1070600006號函通知高雄市立空中

大學入會申請通過，及提供入會費與常年會費相關資訊。(該校已於

107年7月31日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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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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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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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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擬訂「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監事(含常務理監事及理

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且納入本案決議，並於107年12月4日第

11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中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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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於107年6月28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7號函復教育部，有關對

於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宜維持

現行法規。 

 

 



 

 

 

 

 

 

 

 

 

 

 

 

 

 

 

 

 



 

 

 
 
 
 
 
 
 
 
 
 
 
 
 
 
 
 
 
 
 
 
 
 
 
 
 
 
 
 
 
 
 
 

議程討論事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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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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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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蘇慧貞理事長 

出 席：如下 

  理事：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國立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國立臺灣科技大

學廖慶榮校長、國立政治大學周行一校長(請假)、國立中興大學薛富盛

校長、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陳振遠校

長(請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請假)、國立屏東大學古源光

校長(請假)、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

校長、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國立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請假)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謝俊宏校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校長(請假) 

  監事：國立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郭艶光校長、國立東華大

學趙涵捷校長(請假)、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覺文郁校長、國立嘉義大學邱

義源校長(請假) 

列 席：本會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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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監事3人，均已過半數，

達法定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確認通過) 

肆、 會務報告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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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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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各1份，如附件1(P.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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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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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檢陳本會107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1份，如附件2(P.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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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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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度工作報告 
 

一、 理、監事任期及異動： 

(一) 本會置理事 15 位、監事 5 位，本(第 11)屆理、監事之任期至 109 年 2 月 25

日止。 

(二) 第 11屆現任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監事名單臚列如下: 

1. 常務理事 4 位(依學校代碼排列)：賀陳弘校長、蘇慧貞校長、薛富盛校長、

張懋中校長 

2. 常務監事 1位：周景揚校長 

3. 理事 11 位(依學校代碼排列)：吳正己校長、鄭英耀校長、張清風校長、吳

連賞校長、郭艶光校長(107年 11月遞補)、郭旭崧校長、趙涵捷校長、蘇玉

龍校長、廖慶榮校長、覺文郁校長(107年 6月遞補)、古源光校長 

4. 監事 4 位(依學校代碼排列)：馮展華校長、王學亮校長、戴昌賢校長、張瑞

雄校長 

*備註： 

 卸任常務理事：周行一校長(107年 11月 15日卸任，待補選) 

 

二、 財務方面： 

(一) 107 年度經費收入為 89 萬 8,242 元，包括入會費 5 萬元、常年會費計收 51

所會員學校共 76 萬 5,000 元、基金孳息、存款利息及其他收入等 8 萬 3,242

元。 

(二) 107 年度經費支出為 80 萬 4,940 元，包括人事費 24 萬 9,600 元、補助研討

會及論壇之業務費 40 萬元、辦公費(含印刷、郵電、文具及雜費等)6 萬 679

元、提撥基金 9萬 4,661元。 

(三) 以上收入支出相抵，107年度結餘 9萬 3,302元。 

(四) 依協會章程規定入會費全數提列發展基金 5 萬元，及依收入 5%提列準備基金

4 萬 4,661 元，合計提撥基金 9 萬 4,661 元，準備基金及其孳息非經理事會

同意通過，不得動支。 

(五) 截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總資產 856 萬 7,781 元，其中定期存款 734 萬

8,151 元、活期存款 121 萬 9,630 元；負債 7 萬 2,345 元，為應付薪資及理

監事會議相關費用；淨值 849 萬 5,436 元，其中基金(含準備基金及發展基

金)357萬 7,945元、累積賸餘 491萬 7,491元。 

(六) 「106 年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作業，已

於 107年 5月 15日以網路申報傳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本會 106年度決算，

收入為 86 萬 9,100 元，支出為 72 萬 6,566 元，已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其用於與其創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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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年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免

稅之規定。 

 

三、 一般行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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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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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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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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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學校國立勤益科技大學已於 106年 11月 7日辦理「少子化衝擊下

大學校院行銷策略論壇」，並於 107年 2月 12日提交結案報告。 

(十五) 本會於 107年 2月 13日上傳 106年高教研討會成果報告於協會網頁供參。 

(十六) 本會依教育部 107年 2 月 26 日臺教綜(六)字第 1070025182B號函，於 107

年 2月 27日轉寄「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條文草案意見表」予會員學校提供

意見，並於 107年 3月 14日以 email回覆教育部。 

(十七) 本會依衛生福利部 107 年 2 月 21 日衛授家字第 1070700224 號函，於 107

年 3月 2日轉寄 107年 2月 2日召開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修

正條文研商會議」紀錄。 

(十八) 本會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7 年 3 月 1 日高評字第

1071000129 號函，於 107 年 3月 12 日至 106 年 3月 19 日辦理「推派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第五屆當然董事代表」通訊選舉，經理監事

投票結果，由國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及國立政治大學周行一校長擔任。 

(十九) 本會依教育部 107 年 3 月 1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027141 號函，於 107

年 3 月 20 日轉寄 107 年 1 月 22 日及同年 2 月 9 日召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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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及第 3次會議紀錄。 

(二十) 本會於 107 年 3 月 27 日以國協字第 1070300006 號函向內政部申請核發理

事長當選證明書，並於 107 年 4 月 23 日獲台內團字第 1070023838 號函核

發。 

(二十一) 本會於 107 年 4 月 12 日以國協字第 1070400001 號函通知所有會員學校

繳納 107年度常年會費(每校新臺幣 1萬 5,000元)。 

(二十二) 本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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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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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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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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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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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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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本會依教育部 107 年 6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084150A 號函，彙整

各校之學校辦理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建議，並於

6月 6日以國協字第 1070600002號函復。 

(二十八) 本會依教育部 107 年 6 月 25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092889 號函，彙整

各校之大專校院聘用身心障礙人員薪資情形調查表，並於 7 月 4 日以

email(免備文)回覆。 

(二十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依本會 107 年 6 月 14 日第 11 屆第 3 次理監事聯席會

議第一案決議，修訂高教研討會申請計畫書，並於 107年 6月 25日以高

師大國際字第 1071005679號函送本會。 

(三十) 有關教育部 107 年 5 月 2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069450 號函，請本會

提供對於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本

會依 6月 14日第 11屆第 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以 6月 28日國協字

第 1070500007號函復教育部：宜維持現行法規。 

(三十一) 本會依教育部 107 年 7 月 5 日 email，彙整各校對 107 年 6 月 8 日各教

育場域不適任人員之通報及查詢作業檢討第 8 次會議後修正之「學校辦

理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建議，並於 7月 10日以

email回覆。 

(三十二) 本會依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107 年 7 月 9 日財中(107)產字第

1071001365 號函，協助於 7 月 17 日轉寄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理專業

人才培訓推廣計畫」之「107 年節能推廣研習-高階管理人員交流會」資

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三十三) 本會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7 年 8 月 2 日國經協會

(107)國字第 371號函，協助於 8月 3日轉寄「第 6屆台芬(蘭)經濟合作

會議」資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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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本會依內政部移民署 107年 8月 1日移署入字第 1070093875號函，協助

於 8 月 6 日轉寄「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線上申辦送件須

知」資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三十五) 本會依內政部移民署 107 年 8 月 21 日移署資字第 1070103662 號函，協

助於 8月 22日轉寄「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

辦系統」資訊予會員學校參考。 

(三十六) 本會依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聯合招生委員會 107年 8 月 23日 108

陸聯招字第 1080000001號函辦理推薦 108學年度常務委員及經費稽核委

員學校，並於 10 月 5 日以國協字第 1071000001 號函復推薦國立臺灣大

學、國立清華大學及國立交通大學擔任常務委員學校、國立中興大學擔

任經費稽核委員學校。 

(三十七) 本會於 107 年 8 月 27 日收訖新會員高雄市空中大學入會費(新臺幣 5 萬

元)及 51所會員學校之 107年度常年會費(每校新臺幣 1萬 5,000元)。 

(三十八) 有關 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本會依主辦學校(國立中興大

學)107 年 9月 3日 email通知辦理；截至 9月 28日止，計收到 5校(共

15 件)提案。經彙整後，於 10月 1 日 email 請理監事進行審查。提案學

校再依審查意見修正、評估或整合提案後，本會於 10 月 16 日以 email

提交共 11案。 

(三十九) 本會依教育部 107年 9月 7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151216號函，彙整各

校之「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修正草案意見，並於 9

月 19日以國協字第 1070900001號函復。 

(四十) 本會依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 107 年 10 月 1 日 email，協助於 10 月 2

日轉寄「私校轉型退場與技職再造巡迴論壇邀請函」資訊予會員學校參

考。 

(四十一) 本會依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107 年 10 月 19 日 email，協助於 10

月 21 日轉寄「MEET TAIWAN 大專院校說明會：國立成功大學(10 月 26

日)、國立中興大學(10月 31日)及國立臺灣大學(11月 2日)」資訊予會

員學校參考。 

(四十二) 有關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是否改為一年一次，教育部於 107 年 10

月 4 日 email 表示，第十屆主辦單位(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因迫於時

程無法召集五大協進會評估該案，故教育部先詢問本會第十一屆主辦學

校(國立東華大學)，並確認可提前一年辦理(即由 109 年改為 108 年)；

則本會將俟教育部進一步通知後配合辦理。 

(四十三) 有關波蘭國家學術交流局(NAWA)局長 Mr.Łukasz Wojdyga率其波蘭臺北

辦事處副代表 Mr.Bartosz RYŚ(李波 )及文化組組長 Ms.Joanna 

Lenartowicz(雷履安)，於 107年 10月 12日與本會蘇慧貞理事長及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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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傅慧雯高等專員，在國立成功大學臺北辦

公室會面與交流。本會於 10 月 15 日及 11 月 6 日以 email 請 NAWA 協助

提供其簡報及聯絡窗口，並於 11 月 8 日收到其回覆相關資訊，且於 11

月 8日立即轉寄予有興趣合作之會員學校聯繫與參考。 

(四十四) 有關中國青年救國團 107 年 10 月 25 日(107)青服字第 1826 號函，邀請

本會擔任青年節輔導委員，以提供參訪及籌備工作所需之資源與經費。

由於國立大專校院將獲邀組成籌備委員會，本會若非輔導委員，各校亦

有機會參與相關活動；再考量本會人力、經費問題，故於 11月 1日回覆

不克擔任輔導委員。 

(四十五) 本會依教育部 107 年 11 月 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92581 號函，彙整

各校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正草案意見，

並於 11月 19日以國協字第 1071100002號函復。 

(四十六) 本會 106 年 12 月 16 日至 107 年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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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7.03.05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宣導說明會 

11 107.04.13 訂定申請辦理實驗教育學校財團法人辦學績優認定標準研商會議 

12 107.04.13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法會議 

13 107.04.25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14 10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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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7.05.04 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3次會議 

16 107.05.08 107學年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四年制學士班招生會議 

17 10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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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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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開會事由 

18 107.06.01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助理納保相關事宜會議 

19 107.06.08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之通報及查詢作業檢討第8次會議 

20 107.06.22 研商兩岸學術交流規範會議 

21 107.06.22 「第十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 

22 107.07.04 「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一次籌備會會議 

23 107.07.05 
「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草案研商會議第2次會議 

24 107.07.12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法第二次

會議 

25 107.07.16 研商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助理納保相關事宜第2次會議 

26 107.07.19 
「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草案第3次研商會議 

27 107.07.20 107年度「第十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第二次籌備會議 

28 107.08.10 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4次會議 

29 107.08.13 研商修正「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及「自評表」會議 

30 107.08.14 「學校辦理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草案)」說明會 

31 107.08.20 「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二次籌備會 

32 107.09.18 「108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三次籌備會 

33 107.10.09 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15次會議 

34 107.10.11 
研商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程序、兼職費支給個數及上限會

議 

35 107.10.23 
研商司法院釋字第462號所定教師評審委員會動搖外審委員專業審

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踐行程序 

36 107.11.16 「博士班人才培育及鏈結學術量能」公聽會 

 

四、 理、監事會議重要決議： 

(一) 107年 2月 26日第 11屆第 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選舉第 11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 

2.決議維持會址處所、聯絡電話(國立成功大學)及工作團隊(秘書長、工作人

員)；因應 107 年度軍公教人員薪資統一調升 3％，擬調整本會工作人員之兼

職津貼。 

3.臨時動議： 

(1) 有關國立大學校長遴選案，決議經理監事討論、溝通與確認後，以協會名

義起草聲明。 

(2) 有關立法院有意修訂大學法，決議由本會蒐集各理監事學校現況及意見，

研擬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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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議於第 11屆第 1次臨時會員大會，提案修訂本會組織章程第 7條後段條

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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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7年 4月 28日第 11屆第 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決議 107 年度本會補助辦理高等教育座談會、論壇或工作坊之議題主軸如下： 

(1) 大學法人化 

(2) 高教留才、攬才 

(3) 發展國際創新的高等教育 

(4) 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力 

(5) 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2.決議辦理聘任協會專任幹部(或專業經理人)職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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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決議維持大學法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之現行規定「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

十分之一」。 

4.決議 109年(第 11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主辦學校為國立東華大學。 

5.決議通過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入會申請，且無須另繳納入會費。 

6.決議調升本會兼辦人員工作津貼之每月總額為新臺幣 2 萬 1,200 元，並授權

理事長學校彈性斟酌運用。 

7.臨時動議：有關針對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制度及程序，決議依理監事建議修訂

文字後，於第 11屆第 1次臨時會員大會提案發出聲明稿。 

 

(三) 107年 6月 18日第 11屆第 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有關本會高等教育座談會、論壇或工作坊補助，決議通過核給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修訂計畫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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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決議同意「高雄市立空中大學」入會申請。 

3.決議本會辦理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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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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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帶決議擬定理監事選舉作業規範。 

4.決議函復教育部本會對於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

之建議，為宜維持現行法規。 

 

(四) 107年 12月 4日第 11屆第 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辦理中，待定) 

1.有關本會 107 年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及 108 年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 

2.有關 2018-2019年度英文簡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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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本會章程新增第三十一條：「為提升會議效率及推動節能減紙，理事、

監事會議得採用電子化會議，並參照行政院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辦理。」 

4.有關本會擬訂理監事(含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 

5.有關本會專業經理人面試小組委員事宜。 

 

五、 研討會辦理情形： 

更新日期：107年 11月 16日 

申請學校 會議議題 辦理情形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有原·千里來相聚》─原住民跨文化

前瞻應用能力論壇 

目前進行報名及相關前置作

業，預計於107年12月20日辦

理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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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於107年11月16至17日在國

立臺南大學誠正大樓B401國際

會議廳舉行。成果報告預計於

12月17日繳交。 

國立成功大學 國立大學法人化論壇 

預訂於107年12月3日舉辦國立

大學法人化論壇，相關專家學

者皆已邀請完畢，目前進行活

動細節安排。 

國立清華大學 2018大學創新學制與教學研討會 

已於107年10月26日(五)辦理

完成。結案報告預計於107年

11月底正式函文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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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108 年度工作計畫 
  （自108年1月1日至108年12月31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辦理進度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一、會議 
 (一)會員大會 

1.議決107年度工作報告及決算。 
2.議決108年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3.辦理卸任或退休校長歡送茶會。 

配合全國大專校院

校長會議時程，訂

於108年1月10日
(星期四)辦理。 

本會 理事長所在

學校及國立

中興大學 

 (二)理事會 1.督導會務。 
2.議決會員大會召開事項。 
3.擬定108年度工作報告及決算。 
4.擬定109年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預定於108年6月及

12月各召開會議一

次。 

本會 理事長所在

學校 

 (三)監事會 1.監察理事會工作之執行。 
2.審核108年度決算。 

 本會 常務監事或理

事長所在學校 
二、業務推動 
(一)補助辦理高

等教育座談會、

論壇或工作坊 

由本會先行蒐集議題主軸，經理

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再徵求會員

學校辦理。 

待定 本會及會

員學校 
 

(二)出席立法

院、行政院及各

部會討論高教相

關議題會議 

1.出席立法院、行政院及各部會討

論高教相關議題會議。 
2.協助會員學校反映高等教育相關

議題。 

隨時 本會 理事長所在

學校 

三、會籍管理 1.國立大學校院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納會費，經理事會通

過後，即為會員。 
2.會員會籍以電腦建立文件管理。 
3.會員資料更新。 

提送理事會 本會 理事長所在

學校 

四、會務管理 1.工作人員以理事長所在學校派員

支援。 
2.管理協會網站。 
3.招募新會員事宜。 
4.更新本會英文簡介(每2年1次)。 
5.公文簽辦及文書檔案管理。 

隨時辦理 本會 理事長所在

學校 

五、財務管理 1.辦理入會費、常年會費、基金及

其孳息與其他收入等收取及入帳

事宜。 
2.提撥發展基金及準備基金。 
3.辦理年度結算申報事宜。 
4.會務所需之辦公費、郵電費等費

用，在理監事會議同意之下以入

會費及常年會費支應。 

依規定辦理 本會 理事長所在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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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Tactics 
修訂對照表 

段

落 初稿原文 修訂後 備註 

一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Taiwan’s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objectives and 
initiatives set by the 
government ar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Taiwan’s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The 
objectives and initiatives 
set by the government are: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建

議：刪除 in Taiwan，因

句中已有提過 Taiwan’s 

二 a)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s 
With all-around efforts, 
initiating diversified 
contact with top-tier world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with whom to 
promote landmark 
missions and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orients 
toward widening and 
deepening the issues 
deriv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visibility 
With all-around efforts, 
we focus on initiating 
diversified contact with 
top-tier world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with 
whom to promote 
landmark missions and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orients toward widening 
and deepening the issues 
deriv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建

議： 
influencesvisibility 

 
2. 國立臺灣大學建

議：加入 we focus 
on 

三 b)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overseas 
Laying out international 
talents recruitment plans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key areas, taking into 
account regional demands 
in the global issues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proportionality and 
diversity. 

b)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overseas 
We seek to lay out 
international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nd 
allocate resources to key 
areas, taking into account 
regional demands in the 
global issues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proportionality and 

國立臺灣大學建議： 
(1) LayingWe seek to 

lay 
(2) talents 刪除 s 
(3) allocatingal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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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四 c)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With a view to extending 
students’ self-
identification with local 
cultures to that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at 
are empathetic, capable of 
actively understanding, 
pondering on, and 
resolving world issues, 
respectful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illing to 
move and change the 
status quo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c)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With a view to extending 
students’ self-
identification with local 
cultures to that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we 
endeavor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leaders who 
are empathetic, capable of 
actively understanding, 
pondering, and resolving 
world issues, respectful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illing to move and 
change the status quo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國立臺灣大學建議： 
(1) cultivating we 

endeavor to cultivate 
(2) talents that leaders 

who 
(3) pondering on 
pondering 

五 d) To complete 
establishment of key 
mechanisms and 
environm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s 
support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and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campus 
to be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administra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pports in 
the form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are critical. Activation of a 
flexible mechanism and 
the investment of 
appropriate resources are 
also necessary.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t 
need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student 

d) To complete 
establishment of key 
mechanisms and 
environm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 
support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campus 
to be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administra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pports in 
the form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are critical. Activation of a 
flexible mechanism and 
the investment of 
appropriate resources are 
also necessary.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t 
need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student 

1. 國立臺灣大學建

議： 
(1) talents 刪除 s 
(2) 刪除 therefore, 
 
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建議：in both their 
width and depth 刪除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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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ies on campus, 
therefore, we aim to 
complete the installment 
of both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internalization in both 
their width and depth to 
enable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identify with 
the internationalized 
environments on campus 
and acquire a sense of 
belonging as a result. 

societies on campus, we 
aim to complete the 
installment of both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internalization in both 
width and depth to enable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identify with the 
internationalized 
environments on campus 
and acquire a sense of 
belonging as a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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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章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為提升會議效率及推

動節能減紙，理事、監事會議得採

用電子化會議，並參照行政院電子

化會議作業規範辦理。 

 本條新增 

第三十二條：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

會十五日前，或召開理事會、監事

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

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紀錄應於閉會三十日內函報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一條：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

會十五日前，或召開理事會、監事

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

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紀錄應於閉會三十日內函報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條次變更 

第三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五萬元，於會

員入會時繳納，均提列為發展基

金，其保管及運用辦法另訂之。 

二、常年會費：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五萬元，於會

員入會時繳納，均提列為發展基

金，其保管及運用辦法另訂之。 

二、常年會費：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條次變更 

第三十四條：本會會計年度以歷年

為準，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三條：本會會計年度以歷年

為準，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條次變更 

第三十五條：本會於每年會計年度

由理事會編造年度工作計畫、收支

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

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於年

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於年度

終了後二個月內，由理事會編造年

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

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

審核意見書送還理事會，提會員大

會通過，並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

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

主管機關）。 

第三十四條：本會於每年會計年度

由理事會編造年度工作計畫、收支

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

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於年

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於年度

終了後二個月內，由理事會編造年

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

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

審核意見書送還理事會，提會員大

會通過，並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

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

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 

第三十六條：本會於解散後，剩餘

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三十五條：本會於解散後，剩餘

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條次變更 

第三十七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

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會議規範辦理。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

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會議規範辦理。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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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八條：本會辦理法人登記

後，章程之修訂以會員代表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

同意，或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七條：本會辦理法人登記

後，章程之修訂以會員代表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

同意，或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條次變更 

第三十九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

訂時亦同。 

第三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

訂時亦同。 

條次變更 

第四十條：本章程經本會八十七年

一月十六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通過，報經內政部八十七年二月二

十日台（87）內社字第八七０六０

三０號函准予備查。 

第三十九條：本章程經本會八十七

年一月十六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通過，報經內政部八十七年二月

二十日台（87）內社字第八七０六

０三０號函准予備查。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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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章程(草案) 
 

本章程經本會 87 年 1 月 16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87 年 2 月 20 日台（87）內社字第八七０六０三０號函准予備查 

本會 94 年 1 月 14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95 年 1 月 6 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第 32 條第一項第二款 
102 年 1 月 31 日第 8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第 7、18、20、24 條 
內政部 102 年 3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 1020125631 號函准予備查第 7 條 

經本會 107 年 4 月 28 日第 11 屆第 1 次臨時會員大會修正通過第 3、4、7、16、22、23、29、31、32、36 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係以改善教育品質，提昇學術研究水準，促進國際交流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並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

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商有關國家教育、科學、文化政策之建議。 

二、研議大學校院發展共同重要事項。 

三、促進國立大學校院間之交流與合作。 

四、推展國內外學術交流。 

五、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相關事項。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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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代理校長）為會員代表，出席會員大

會，推展本會會務。 

第  八  條： 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代表各有一

權。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及維護本會權益之義務。 

第  十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

警告或停權處分，其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二 條： 本會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並於會計年度結束時生效，

但應於一個月前預告。 

第 十三 條： 會員出會或退會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四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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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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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六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及監

事會。 

前項理事、監事選舉時，得依得票情形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

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及議決會員入會之申請。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會員之處分。 

六、聘免工作人員。 

七、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八、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八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及

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理事長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

理之。理事長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

及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二十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監事會由監事會主席召集。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監

事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常務監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一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

次為限。 

第 二十二 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議決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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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 二十三 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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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人員擔任。 

第 二十四 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

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 二十五 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決議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

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 二十六 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

時會議於理事長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

召集時，召開之。 

第 二十七 條：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每

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二十八 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修訂。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二十九 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

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 

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 

第   三十   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 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 三十一 條： 為提升會議效率及推動節能減紙，理事、監事會議得採用電子化會議，並

參照行政院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辦理。 

第 三十二 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

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紀錄應於閉會三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三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五萬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均提列為發展基金，其

保管及運用辦法另訂之。 

二、常年會費：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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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四 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歷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三十五 條： 本會於每年會計年度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

表，提會員大會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於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

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

通過，並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

關）。 

第 三十六 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 三十七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會議規範辦理。 

第 三十八 條：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修訂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四

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第 三十九 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   四十   條： 本章程經本會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

部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台（87）內社字第八七０六０三０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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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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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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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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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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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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理監事(含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 

時間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選舉日之六個月前 

請教育部人事處提供國立

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名單

(含任期) 

選舉日係配合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期程

訂定 

選舉日之一個月前 
email 候選人名單予全體

會員學校進行確認 

依校長名單製作候選人名單，惟以下情形

不予列入： 

(一)代理校長。 

(二)選舉當年度 8月 1日前卸任之校長。 

(三)選舉日(不含當日)之 3 日前(不含假

日)，未經教育部核定(以核定函日期

為準)之校長當選人。 

註：以上不予列入情形，係依循(一)本會

歷年選舉慣例、(二)95年 6月 30日第 5屆

第 3次理監事會議決議、及(三)107年 6月

14日第 11屆第 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 

選舉日之前三日內 

(不含假日) 

依全體會員學校確認之候

選人名單製作選票，印製

後並加蓋本會選票專用

章。 

簽請理事長同意選票後印製 

於新一屆會員大會

辦理理監事選舉 

(配合全國大專校院

校長會議期程) 

辦理選舉： 

(一)簽到並領取選票。 

(二)由現任理事長徵詢會

員學校代表，推派 2

位選務監票人。 

(三)投票。 

(四)投票結束後即進行開

票。 

(一)當選名額：本會置理事十五人、監事

五人；選舉時依票數情形，得同時選

出候補理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 

(二)選舉方式：以選票所列為候選人，並

由全體會員學校之會員代表為選舉人

(含現任校長及代理校長)。 

1. 原則採出席投票，惟會員代表不能親

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

他會員代表代理。每一會員代表以代

理一人為限。 

2. 得依「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

監事通訊選舉辦法」採用通訊投票，

惟不得連續辦理。 

(三)選票劃記方式：以無記名連記法投票

之，於選票圈選欄內以筆畫「○」或

「」。無法辨認圈選對象或圈選額數

超過「圈選名額」者，視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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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四)當選規則： 

1. 以票數較高者當選，如有同票情形，

委由現任理事長抽籤決定。 

2. 如一人同時為正式當選及候補當選

時，以正式當選者為優先。 

3. 如一人同時當選理事與監事，或候補

理事與候補監事時，由本會徵詢當選

人意願順位，依其意願順位擇一擔

任。 

註：當選規則係依循本會歷年選舉慣例。 

於現任理事長任期

結束前，召開新一

屆第 1次理監事會

議，並辦理常務理

監事及理事長選舉 

辦理選舉： 

(一)簽到並領取選票。 

(二)由現任理事長徵詢新

任理監事，推派 2 位

選務監票人。 

(三)投票。 

(四)投票結束後即進行開

票。 

(一)當選名額： 

1.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五人，並由理事就

常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 

2.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 

(二)選舉方式： 

1. 常務理事選舉：以當屆理事當選人為

候選人且為選舉人，並互選之。 

2. 常務監事選舉：以當屆監事當選人為

候選人且為選舉人，並互選之。 

3. 理事長選舉：由當屆理事就常務理事

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 

4. 採出席投票。惟依本會章程規定，理

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故理監事不得

代理投票。 

(三)選票劃記方式：以無記名連記法投票

之，於選票圈選欄內以筆畫「○」或

「」。無法辨認圈選對象或圈選額數

超過「圈選名額」者，視同無效。 

(四)當選規則：皆以票數較高者當選。 

1. 常務理事及常務監事選舉如有同票情

形，委由現任理事長抽籤決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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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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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肆、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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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辦理如附件3(P.14)、附件4(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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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協會對外發言等，業奉前項2會議討論同意。職缺公告擬如附件

5(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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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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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職缺公告 

 

出缺職務 專案經理人 

名 額 1名 

工作項目 

1.綜理、籌劃協會全盤業務及分期推動執行方案。 

2.承理事長之命協調各項業務之推展。 

3.協會公關發言。 

4.理事長臨時交辦事項。 

應具資格 

條 件 

1.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請檢附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請檢具駐外

單位驗證證明)。 

2.具行政、法律專業經驗8年以上(請檢附資歷證明文件)。 

3.熟稔媒體公關事務，與高教、文化相關者尤佳。 

4.英語能力聽說讀寫流利 (請附英文檢定中高級以上證書)。 

5.認真負責、積極主動、具服務熱忱，並有協調溝通、分析規劃之

能力。 

6.報名時需檢附前開應備齊證件，並於業務測驗當日查驗證件正本

無誤後，方得參加考試，如未檢具者視同資格不符；錄取後依勞

工安全衛生規定提供體檢報告後，始得正式進用。 

月支薪酬 新臺幣 70,000 元 

面試或業務 
測驗科目 

※ 業務測驗(60%)： 

1.專案規劃40％ 

2.文書寫作10％ 

3.會議規範10％ 

※ 面試(40%) 

說明 

一、 報名期限：自 107年 10月 3日起至 107年 11月 5日 23時 59分截止。 

(期限屆滿報名人數未達3人時，本會得酌予延長報名期限) 

二、 意 者 請 至 「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校 聘 人 員 甄 選 報 名 網 」

（https://apps.pers.ncku.edu.tw/ejob/index.php）報名（報名

後亦可至網站觀看個別審查情形），並上傳應檢附證件，免寄送紙

本報名文件。如未於報名期限內至報名網完成報名、上傳相關證件

或資格不合者恕不受理。 

三、 經本會初審後擇優通知參加業務測驗、面試（或依業務測驗成績擇

優參加面試），並視成績決定是否酌列候補名額 1 名，候補期間自

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4個月。業務測驗及面試日期另行通知。 

四、 聯絡電話 06-2757575 轉 50030侯小姐，或轉 50026趙秘書。 

 


	時間：民國107年12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臺北辦公室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編印

	第11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主席指示：有關教育部擬取消單獨招收僑生相關事宜，擬由理事長學校國立成功大學蒐集相關資料後，向教育部表達本協會立場。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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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會106年12月29日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第一案附帶決議，如附件1(P.12-13)，經費決算之財務報表須送請常務監事審核。
	四、 檢陳本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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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2(P.14-27)。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因理監事聯席會議與會員大會期間，會務仍持續進行，本案工作報告請配合更新後，再提送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議決。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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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依本會106年12月29日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第二案附帶決議，如附件1(P.12-13)，經費決算之財務報表須送請常務監事審核。
	四、 檢陳本會108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1份，如附件3(P.28-29)。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2018-2019年度英文簡介修訂，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英文簡介，援往例為每兩年更新一次。本次就現況更新會員學校數、校名和網址、理事長資訊及協會聯絡方式，並依教育部統計處資料更新來臺國際學生人數、本國2017至2018年各體制學校數及各類學位學生人數。
	二、 為與時俱進，本會請國立成功大學協助擬訂高教國際化目標與策略初稿，並於107年9月27日以email請所有會員學校提供意見；截至10月12日止，計收到2校(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建議，修訂對照表如附件4(P.30-32)。
	三、 檢陳本會2018-2019年度英文簡介修訂稿1份，如附件5(P.33-4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一、 高教國際化目標與策略照案通過。
	二、 修正理事長姓氏統一在前。如：Huey-Jen Su ( Su Huey-Jen。
	三、 調整會員學校順序依字母排列(5筆)，並確認會員數、校名及網址。
	四、 修正名詞為形容詞。如：South Taiwan ( Southern Taiwan、East Taiwan ( Eastern Taiwan。
	五、 調整臺灣地圖比例。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本會章程擬新增第三十一條：「為提升會議效率及推動節能減紙，理事、監事會議得採用電子化會議，並參照行政院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辦理。」之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行政院「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如附件6(P.44-45)。
	二、 章程修訂對照表如附件7(P.46-47)。
	三、 檢陳本會章程修訂稿1份，如附件8(P.48-51)。
	決　　議：照案通過。(依本會章程第39條規定，修訂章程時須經會員大會通過，故擬再於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擬訂「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監事(含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會107年6月14日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事項第三案之附帶決議辦理，如附件9(P.52)
	二、 本案係參考本會歷年選舉慣例及理監事會議決議擬訂。
	三、 檢陳本會理監事(含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如附10(P.53-54)。
	決　　議：修訂後通過。
	一、 (P.53)「選舉日之六個月前」之注意事項，加註「選舉日係配合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期程訂定」。
	二、 (P.54)「於現任理事長任期結束前，召開新一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並辦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之注意事項第2項第4點「原則採出席投票」，因理監事之出席不可為代理(即須出席方可投票)，故刪除「原則」2字。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專業經理人面試小組委員之組成及辦理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107年4月28日第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論事項第二案決議，辦理本會專業經理人徵選，如附件11(P.55)
	二、 第一次甄選訊息公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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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7年5月8日至7月31日止，歷經2次延長公告，並於107年5月25日及6月28日email請會員學校推薦人選，共收到14份履歷表。應徵者雖均符合「應具資格條件」學歷(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惟相關工作經驗皆顯不足(僅1位具法律學歷及工作經驗，但未提及是否熟稔媒體公關事務)；經簽請理事長同意將所需專業經驗上修為8年，並重新公告職缺，故未辦理面試作業。
	三、 修正職缺公告如附件12(P.56)，第二次甄選訊息公告自107年9月3日至11月5日止，歷經1次延長公告，並於107年10月3日email請會員學校推薦人選，共收到1份履歷表。
	四、 本會於107年11月7日email請理監事提供是否辦理面試之意見，至11月17日止，共收到15位回覆：同意面試9人，重新徵才2人，其他(無意見)4人，爰擬就辦理面試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由理事長主持面試，並邀請所有理監事可於該時段加入視訊連線，以參與面試及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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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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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於107年6月27日以國協字第1070600004號函通知4所獲補助學校，並請於12月14日前備函寄送成果報告電子檔，俾於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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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於107年6月27日以國協字第1070600006號函通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入會申請通過，及提供入會費與常年會費相關資訊。(該校已於107年7月31日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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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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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擬訂「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監事(含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作業流程(草案)」且納入本案決議，並於107年12月4日第11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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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已於107年6月28日以國協字第1070500007號函復教育部，有關對於校務會議組成、學生代表推選方式等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宜維持現行法規。

	第10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紀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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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1(P.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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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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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檢陳本會107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1份，如附件2(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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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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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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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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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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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3(P.14)、附件4(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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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協會對外發言等，業奉前項2會議討論同意。職缺公告擬如附件5(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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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