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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第 13屆第 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1 年 2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地 點：新竹安捷國際酒店-領航國際廳 

主 席：第 12屆理事長賀陳弘校長、第 13屆新任理事長周景揚校長 

出 席： 

理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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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陽明交通大

學林奇宏校長(請假)、國立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國立中山大學鄭英

耀校長、國立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吳連賞校長(請

假)、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陳明飛校長、國立東華大學趙涵㨗校長、國立

雲林科技大學楊能舒校長、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張信良校長、國立體育

大學邱炳坤校長、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請假) 

監事：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許泰文校長、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武東星校長、國立

臺灣科技大學顏家鈺校長、國立臺北科技大學王錫福校長(請假)、國

立聯合大學李偉賢校長 

列席：本協會謝小芩秘書長、秘書組林宜敏副主任秘書、袁世忠公共事務執

行長、余憶如組長、何亭吟小姐、林毓綺小姐 

紀錄：林毓綺 

壹、 選舉第 13 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 

一、 選舉辦理流程 

(一) 進行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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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 12屆理事長徵詢理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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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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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 12屆理事長徵詢理監事，推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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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選務說明： 

1. 依本會章程第 18條規定：「理事會置常務理事 5人，由理事

互選之，……」本次應選常務理事 5 人，每張常務理事選票

至多圈選 5人，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2. 依本會章程第 20條規定：「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人，由監事

互選之，……」本次應選常務監事 1 人，每張常務監事選票

至多圈選 1人，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 

3. 依本會章程第 18 條規定:「……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 1

人為理事長。」將於常務理事選舉結果確認後，隨即辦理理

事長選舉，新任常務理事皆為候選人，每張理事長選票至多

圈選 1人，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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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1 (p.6)。 

時間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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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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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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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四) 投票結束後即進行

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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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選舉結果 

(一) 候選人名單，依 111 年 1 月 13日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理

監事選舉結果。本次會議出席理事 11 位、監事 4位。 

(二) 開票作業監票人由第 12 屆賀陳弘理事長徵詢現場理監事擔

任，開票行政工作由第 12屆理事長學校行政同仁擔任。 

【常務理事、常務監事】 

監票人：國立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國立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

發票人：林毓綺小姐、何亭吟小姐 

唱票人：余憶如簡任秘書 

計票人：林毓綺小姐 

【理事長】 

監票人：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武東星校長 

發票人：何亭吟小姐 

唱票人：余憶如簡任秘書 

計票人：林毓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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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3 屆常務理事及常務監事投票結果如下： 

1. 常務理事 5人，當選人： 

姓名 學校名稱 票數 

吳正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7 

周景揚 國立中央大學 7 

鄭英耀 國立中山大學 7 

馮展華 國立中正大學 7 

林奇宏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 6 

2. 常務監事 1人，當選人： 

姓名 學校名稱 票數 

武東星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2 

(四) 第 13 屆理事長當選人： 

姓名 學校名稱 票數 

周景揚 國立中央大學 5 

 

貳、 主席致詞（第 13 屆理事長周景揚校長致詞，略） 

 

參、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一、 第12屆第7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如附件2 (p.8)，於110年

12月17日以國協字第1109008477號函報內政部備查。 

二、 討論事項第三、五案：秘書組已取得第12屆全體理、監事簽署

之「同意任期縮短聲明書」，已於111年1月13日召開第13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另討論事項第一案「110年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

算表」、第二案「本會111年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審議

案，及第四案「本會理、監事任期起迄日建議採定期制」，已

提送第13屆第1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肆、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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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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於台北市「徐州大樓」各協（進）會共用辦公室設

置專有辦公空間，專任人員並已進駐，本會會址將設於「徐

州大樓」辦公室，以為永續經營。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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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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業流程經本會 107 年 12 月 4 日第 11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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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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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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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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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屆第 7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0年 12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旺宏館七樓 721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 席：賀陳弘理事長 

出 席： 

理事：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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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國立臺灣大學管中閔校長(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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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艾群校長

(請假)、國立東華大學趙涵捷校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陳志誠校長、國立

臺北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請假)、國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請假) 

監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能舒校長、國立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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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

學吳柏青校長 

列席：本協會謝小芩秘書長、秘書組林宜敏副主任秘書、袁世忠公共事務執

行長、余憶如組長、何亭吟小姐、林毓綺小姐、會計組趙于萱小姐、

出納組謝佳芬小姐 

紀錄：林毓綺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參、 會務報告 

一、 外部來文轉寄會員學校周知 

(一) 110年 7月 1日將「有關三所私立大學就學雜費調漲乙事

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完整判決書」，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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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員學校周知。 

(二) 110 年 7 月 27 日將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敬邀申請 

110 年度「廣電媒體素養公民培力推廣」合作案件徵選資

訊，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三) 110年 8月 4日將內政部移民署有關外國籍正式學位生申

辦外僑居留證，自 110年 8月 1日起全面使用「外國與外

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辦理之資訊，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四) 110年 8月 6日將台灣藥物臨床研究協會有關「臨床試驗

認知 123」問卷調查資訊，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五) 110年 9月 6日將內政部移民署「有關陸生升學於境外多

次證換發之規定」，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六) 110年 10月 14日將教育部調查「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草案）」意見乙案，轉寄各會員

學校周知。 

(七) 110 年 11 月 15 日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11 年國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第一次工作籌備會議」會議紀錄，轉寄各會員

學校周知。 

(八) 110 年 12 月 7 日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進修部推廣教育中

心承辦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計劃」期能縮短學用落差，開

辦業界講師授課「數位行銷及廣告實作人才培訓班」課程，

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二、 本會發文訴求事項及後續處理 

(一) 110 年 6 月 18 日發文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訴求事項：籲請將國立大學教職

員及校內工作人員列入第 7類疫苗接種對象，以有效防制

新冠肺炎校園傳播；並於 110年 7月 1日將教育部函覆內

容，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二) 110 年 7 月 7 日發文至教育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訴求事項：因新冠疫情導致建築工程價格高漲，嚴重影響

本協會會員大學校務，運營產生困境，懇請大部協助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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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予以紓困；並於 110年 7月 28日將教育部函覆內容，

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三) 110 年 7 月 28 日發文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訴求事項：為 110學年度開學在即，

為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發展，懇請同意開放大學校院外籍教

師、學位生、交換生、短期蹲點實習生與「優華語計畫」

助教等高等教育師生入臺乙案；並於 110 年 10 月 13 日

將教育部函覆內容，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四) 110 年 11 月 3 日發文至科技部及教育部，訴求事項：懇

請開放教育部支持之相關計畫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及其眷

屬檢疫入境，以持續推動及提升我國科技研究發展與國際

競爭力。 

三、 外部委員人員推薦作業 

(一) 110 年 7 月 15 日函覆教育部本協會「國立大學校長續任

評鑑小組」推薦名單，受推薦人員共計 20位（如附件 1）。 

(二) 110年 10月 14日函覆「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聯合

招生委員會」111 學年度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擔任常務委員學校，國立政治大

學擔任經費稽核委員學校。 

四、 協助進行會員意見調查 

(一) 110 年 7 月 16 日教育部發函，請本會調查「學生雙主修

學位證書附記規定」，本會於 110年 7月 26日完成調查並

回覆。 

(二) 110 年 7 月 22 日教育部發函，請本會調查「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修正草案意見，本會於 110

年 8月 6日完成調查並回覆。 

(三) 110 年 9 月 17 日教育部發函，請本會調查「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辦法」附表，針對「資訊公開程序」、「研議

公開程序」以及「助學指標」查核機制提具意見，本會於

110年 9月 29日完成調查並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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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會務事項 

(一) 110年 8月 9日及 11月 18日委派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代表出席教育部「大專校院學雜費審議機制諮詢會議」。 

(二) 110 年 8 月 12 日及 10 月 8 日委派國立清華大學代表出

席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 26、27

次會議」。 

(三) 110 年 8 月 24 日完成「三大協會與臺德學術交流協約效

期附約案」之簽署。 

(四) 110 年 10 月 29 日由本會理事長出席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1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 1次工作籌備」視訊會

議，會議決議：「111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訂於 111

年 1月 13、14日舉行實體會議，其中 13日邀請「總統致

詞」部分，俟總統行程定案後，配合酌調議程。相關會議

紀錄於 110年 11月 15日轉寄各會員學校周知。 

 

肆、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 110年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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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陳本會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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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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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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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年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表各 1 份

（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為配合 111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時程，召開本會第 13

屆第 1次會員大會並進行理、監事改選，有關第 12屆理、

監事配合任期縮短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近年會員大會召開時間除 110 年受疫情影響於 2

月辦理外，皆配合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日程召開。 

二、 111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日程已訂於 111 年 1 月

13、14日（星期四、五）召開，本會擬循例搭配本次

會議召開會員大會，並進行第 13屆理、監事改選。 

三、 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8 條所訂：「人民團

體理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理事會之日

起計算。」本會第 12屆理事會因受疫情影響，延至 109

年 4 月 16日召開，是以，該屆理、監事任期為「109

年 4月 16日至 111年 4月 15日止」。 

四、 惟查「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1 條略以：「人民

團體之理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理改

選，……。」據此，本會若依原訂時間（111年 1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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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開第 13屆第 1次會員大會辦理理、監事改選，

因早於理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理改選，

與上開規定不符。 

五、 經洽詢內政部因應方案覆知：若可取得全部理監事之

「同意任期縮短聲明書」，即可提早改選，此聲明以書

面提出，敘明任期提早終止（任期縮短為自 109 年 4

月 16日至 111年 1月 13日止），且需本人簽名。 

六、 因會員大會涉及選舉事項需採實體會議，出席人數需

達會員數一半以上（25人），本會會員代表為各國立大

學校長，實體集會不易，為利會務持續推動，是否同意

縮短任期俾於大學校長會議時辦理改選，敬請討論。 

決  議： 

一、 第 12屆理、監事任期縮短部分原則通過。惟請秘書長

會後逐一向今日未出席會議之理監事說明本案原委。 

二、 第 12 屆全體理、監事簽署之「同意任期縮短聲明書」

應於二週內取得，俾利排定 111年 1月 13日進行理、

監事及常務理監事與理事長改選。「同意任期縮短聲明

書」格式如附件 4。 

附帶決議： 

一、 暫訂同日晚上 8:00 召開「第 13 屆第 1 次理、監事聯

席會議」，進行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選舉。 

二、 為掌握同日進行選舉之時效，「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

會」理、監事改選結果通知，將先以「國立大學校院協

會全體校長」line群組發出，請各會員於會員大會後密

切注意群組通知。其後將另以正式公文通知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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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為本會理、監事任期起迄日建議採定期制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查「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8 條所訂：「人民團體

理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理事會之日起計

算。」是以，各屆理、監事任期二年，起迄日不一致。

本會近四屆理、監事任期如下表： 

屆次 會員大會日期 理監事會議日期 任期 

第 9屆 103年 1月 9日 103年 2月 17日 103年 2月 17日至 105年 2月 16日 

第 10屆 105年 1月 28日 105年 2月 22日 105年 2月 22日至 107年 2月 21日 

第 11屆 107年 1月 18日 107年 2月 26日 107年 2月 26日至 109年 2月 25日 

第 12屆 109年 2月 13日 109年 4月 16日 109年 4月 16日至 111年 4月 15日 

 

二、 本會會員代表皆為國立大學校長，上任時間為 2月 1日

或 8月 1日，為配合行政作業的時間，以及校務的推展，

建議本會理、監事明確自每屆 2月 1日起，任期二年。 

三、 本案若經通過並經內政部核准，擬修訂本會章程，明訂

理、監事任期之起迄日期。 

四、 修訂條文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任期為二年，任期起日為

改選之年度二月一日，連

選得連任。理事長之連

任，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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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會會員代表皆為國

立大學校長，上任時間為

2月 1或 8月 1日，並配

合實務上的需求，擬明訂

任期起迄日。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會員大會。通過後報請內政部同意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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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第 13屆第 1次會員大會流程暨辦理第 13屆理監事選

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係配合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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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 1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5:00 進行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

會改選第 13屆理、監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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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 13屆第 1次會員大會流程擬安排如下： 

時間 項目 備註 

17:00~17:10 會員學校報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會議室待安排） 
17:10~17:30 大會工作報告及提案討論 

17:30~17:50 第 13屆理監事選舉 

決  議：本案原則通過。惟請秘書組於二週內取得第 12屆全體理、

監事簽署之「同意任期縮短聲明書」。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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