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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第12屆第1次理、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109年4月16日（星期四）下午1時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臺北辦公室 

主 席：第11屆理事長蘇慧貞校長、第12屆理事長賀陳弘校長 

出 席：詳如下列 

  理事：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國立臺灣大學管中閔校長(請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吳正己校長、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國立中興大學薛富盛

校長、國立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國立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請假)、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校長(請假)、國立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國立東

華大學趙涵捷校長(請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廖慶榮校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請假)、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張瑞雄校長、國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 

  監事：國立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能舒校長、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王錫福校長、國立臺東大學曾耀銘校長(請假)、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覺文郁校長(請假) 

列 席：第11屆工作團隊人員 

紀錄：侯宜伶 

 

壹、 本會已於會議前提醒出席者遵守「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且於會場備妥酒精供出席者消毒雙手。 

 

貳、 本會理事15人、監事5人，出席理事10人、監事3人，均已過半數，

達法定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參、 選舉第12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 

一、 選舉辦理時程： 

(一) 進行第12屆常務理(監)事選舉： 

1. 新任理監事開始報到。理事，領取常務理事選票；監事，領取常務監事

選票。 

2.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3. 由現任理事長徵詢理監事，推派2位選務監票人。 

4. 進行投票。 

5. 開始投票10分鐘後截止，即進行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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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第12屆理事長選舉： 

1. 理事，領取理事長選票。 

2.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3. 由現任理事長徵詢理監事，推派2位選務監票人。 

4. 進行投票。 

5. 開始投票5分鐘後截止，即進行開票。 

二、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一) 常務理事選票為黃色；常務監事選票為藍色；理事長選票為粉紅色。 

(二) 選舉注意事項如下：節錄自本會理監事(含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作

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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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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舉結果： 

(一) 候選人名單，依109年2月13日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理監事選舉結果。 

(二) 經出席理監事投票結果，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名單如下： 

1. 常務理事5人： 

當選常務理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9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8 

周景揚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5 

薛富盛 國立中興大學校長 4 

吳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4 

2. 常務監事1人： 

當選常務監事 學校名稱 得票數 

楊能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 1 

(三) 經出席理事自常務理事名單中投票結果： 

註：依據人民團體法第20條規定略以，理事長之連任，以1次為限。 

當選理事長 學校名稱 得票數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7 

 

監票人：國立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國立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 

發票人：鄭月萍小姐；唱票人：胡美蓮組長；計票人：趙婉玲秘書 

 

肆、 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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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會務報告 

一、 敬請參閱本會於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通過之108年成果報告。 

二、 本會依科技部109年3月31日科部前字第1090019542號函，協助於4月6日轉

寄「『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第八條修正草案暨『各機關

(構)訂定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參考事項』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予會員學

校參考。 

三、 本會自108年11月22日至109年4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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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11.28 研商私立學校教師比照勞動相關法令加發資遣費會議 

2 109.01.20 研商大學校院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學術倫理及專業符合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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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開會事由 

草案） 

3 109.02.07 
在陸臺生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在臺學習銜接

措施研商會議 

4 109.02.20 研商「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5 109.03.04 研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教學助理納保作業要點修正會議 

6 109.03.13 109學年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碩、博士班招生會議 

7 109.03.19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諮詢會議 

8 109.03.19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專校院採遠距教學研商會議 

9 109.03.26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第八條修正草案暨「各機

關(構)訂定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參考事項」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10 109.03.3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理及監督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相關事宜

諮詢會議 

 

柒、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變更本會會址處所(含聯絡電話)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會址處所依往例均設於理事長學校，擬援例變更本會會址為新理

事長學校，並依規定應將本會會址資料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授權由新任理事長學校決定。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聘任本會秘書長及工作人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本會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本會置秘書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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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授權由新任理事長學校決定。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1:30) 



 

 

 
 
 
 
 
 
 
 
 
 
 
 
 
 
 
 
 
 
 
 
 
 
 
 
 
 
 
 
 
 
 
 

第11屆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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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理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 間：民國108年12月5日(星期四)上午11時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創新教學工坊視訊會議 

 

壹、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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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更新持續進行之會

務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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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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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經本會109年2月13日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議決並通過。依內政部

109年3月5日台內團字第1090009631號函示，本案會員大會紀錄，將

俟本會完成第12屆第1次理(監)事會議紀錄後，併予函報備查。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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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預算之財務報表須送請常務監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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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陳本會109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1份。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 工作計畫之業務推動(一)補助辦理高等教育座談會、論壇或工作坊： 

1. 修正第1點，原「由協會主導，經理監事討論決定1至2項主題，徵請

會員學校辦理」修正為「由協會主動規劃，經理監事討論後決定1至2

項主題，徵請會員學校辦理」。 

2. 修正第2點，原「無連續2年獲補助者，優先核予補助」修正為「以不

連續2年於同一單位執行本案為原則」。 

二、 經費收支預算表： 

1. 修正增加估算「人事費─專任人員薪資」：擬聘任專案經理人1名；

若有短絀，以本會累積賸餘支應。 

2. 修正增加估算「常年會費」：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將調漲為新臺幣2萬

5,000元，漲幅1萬元。 

執行情形：已經本會109年2月13日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議決並通過。依內政部

109年3月5日台內團字第1090009631號函示，本案會員大會紀錄，將

俟本會完成第12屆第1次理(監)事會議紀錄後，併予函報備查。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第12屆第1次理監事聯席會議之流程，及

辦理第12屆理監事選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係配合109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日程，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會議室待安排)辦理，訂於109年2月13日(星期四)中午12時用餐時間，

併進行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且於同日下午預安排第12屆第1次理監

事聯席會議，以完成所有投開票作業。 

二、 本(第11)屆理監事任期至109年2月25日止，始應辦理第12屆理監事選

舉。依本會章程第16條規定，應選理事15人、監事5人、候補理事5人

及候補監事1人；再依第18條規定，應選常務理事5人、常務監事1人、

及理事長1人。本會理監事(含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作業流程。 

三、 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第12屆第1次理監事聯席會議，流程擬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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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時間依大學校長會議議程調整) 

時間 項目 備註 

第 12屆第 1次【會員大會】 

12:00~13:00 

進行第 12屆理監事選舉： 

1. 會員學校代表開始報到並領取選票。 

2.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3. 由現任理事長徵詢會員學校代表，推派 2位選務監

票人。 

4. 進行投票。 

5. 開始投票 20分鐘後截止，即進行開票。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會議室待

安排) 
12:10~12:20 理事長(或貴賓)致詞 

12:20~13:00 

大會工作報告及提案討論： 

審核 108年度工作報告、經費決算，擬定 109年度工

作計畫、經費預算，及討論相關會務等。 

第 12屆第 1次【理監事聯席會議】 

16:30~17:00 

進行第 12屆常務理監事選舉： 

1. 新任理監事開始報到。理事，領取常務理事選票；

監事，領取常務監事選票。 

2.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3. 由現任理事長徵詢理監事，推派 2位選務監票人。 

4. 進行投票。 

5. 開始投票 10分鐘後截止，即進行開票。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

廳(會議室

待安排) 

17:00~17:20 

進行第12屆理事長選舉： 

1. 理事，領取理事長選票。 

2. 秘書長宣布選舉注意事項。 

3. 由現任理事長徵詢理監事，推派 2位選務監票人。 

4. 進行投票。 

5. 開始投票5分鐘後截止，即進行開票。 

17:20~17:30 彈性討論時間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為便於會議當日聯繫，請秘書組事先彙整本會會員代表之手機號碼，

並預先調查若同時當選理事及監事時，其擇一擔任之意願。 

執行情形： 

一、 已彙整本會會員代表之手機號碼，並調查若同時當選理事及監事時，

其擇一擔任之意願。 

二、 主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於109年2月3日email通知本會，109年全

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確定延期且時程未定。本會為辦理第12屆理監事

選舉，仍以原日期(109年2月13日)召開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將時間

改為下午1時，地點改為教育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第一會議室

。辦理情形請詳參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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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於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修改本會章程第21條，惟依內政部109年3月

5日台內團字第1090009631號函示，依據人民團體法第20條規定略以，

理事長之連任，以1次為限；又因故未任滿任期，仍應視為1任。爰依

上開規定，建請維持原條文。故本會賡續於109年4月16日召開第12屆

第1次理監事聯席會議，以辦理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