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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度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  
第一天：104 年 1 月 15 日(星期四)  地點：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引言人 地點 

9:30 – 10:00 報  到 圖書館1樓 

10:00 – 10:20 

開幕典禮 
承辦學校致歡迎詞 
主辦單位致詞 
總統致詞 

戴昌賢校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姚立德理事長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圖書館4樓國際會議廳(I) 

10:20 – 10:40 與總統會談 
姚立德理事長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圖書館4樓國際會議廳(I) 

10:40 – 11:10 團體合照 圖書館前門階梯 

11:10 – 11:40 
專題演講 (I) 
創新時代的高等教育 

楊弘敦理事長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吳思華部長 
(教育部) 

圖書館4樓國際會議廳(I) 

11:40 – 12:10 
專題演講 (II) 
創意研究、技術移轉以及學

術倫理 

姚立德理事長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林一平代部長 
(科技部) 

圖書館4樓國際會議廳(I) 

12:10 – 13:30 午  餐 圖書館地下1樓悅讀園 

13:30 – 14:50 
分組討論 (I)  
優化高教、永續學習 

高

教

組 

李天任理事長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黃雯玲司長 
(教育部高教司) 

綜合大樓2樓人文講堂 

技

職

組 

葛自祥理事長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李彥儀司長 
(教育部技職司) 

圖書館4樓國際會議廳(I) 

14:50 – 15:10 茶  敘 
綜合大樓 
人文講堂穿堂 
圖書館4樓中堂 

15:10 – 15:30 教育部記者會 
吳思華部長 
(教育部) 

 圖書館4樓國際會議廳(II)

15:30 – 17:00 
校園參觀  
第一梯次15：30~16：50(參觀保育類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校園遊覽) 
第二梯次16：20~16：50(參觀環安衛中心+校園遊覽) 

I：圖書館後門 
II：綜合大樓--圖書館後門

18:00 – 20:00 晚  宴 義大天悅飯店 

20:00 – 前往住宿地點 義大天悅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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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度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  
第二天：104 年 1 月 16 日(星期五)  地點：佛陀紀念館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引言人 地點 

8:50 – 9:10 報  到 五觀堂 

9:10 – 9:30 致歡迎詞 
戴昌賢校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五觀堂 

9:30 – 10:00 
專題演講 (III) 
當前產業升級轉型策略與未

來產業發展之探討 

姚立德理事長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沈榮津常務次長 
(經濟部) 

五觀堂 

10:00 – 10:30 

專題演講 (IV) 
蘭花屋裡的香檳茸：(串聯科

技，融合多元) 促進大學文化

的傳承和創新 

陳文貴理事長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曾志朗總校長 
(臺灣聯合大學系統) 

五觀堂 

10:30 – 10:50 茶  敘 穿堂 

10:50 – 12:20 
分組討論 (II) 
研究務實、跨域整合 

高

教

組 

楊弘敦理事長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黃經堯主任 
(國立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

暨專利開發策略中心) 
蔡明祺主任 
(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 

中央客堂 

技

職

組 

姚立德理事長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陳振遠校長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侯春看校長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楊正宏校長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五觀堂 

12:20 – 13:30 午  餐 禪悅齋餐廳 

13:30 – 13:50 

專題演講 (V) 
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

約（CEDAW）與性別主流化

議題簡介 

戴昌賢校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游美惠教授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

育研究所) 
五觀堂 

13:50 – 15:00 提案討論 

吳思華部長 
(教育部) 
錢宗良政務次長 
(科技部)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五觀堂 

15:00 – 15:20 茶  敘 穿堂 

15:20 – 16:00 綜合座談 

吳思華部長 
(教育部) 
錢宗良政務次長 
(科技部)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五觀堂 

16:00 – 16:10 
閉幕典禮 
承辦學校交接儀式 

吳思華部長 
(教育部) 

 五觀堂 

16:10 –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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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承辦和協辦理單位首長簡介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姚立德博士  

◎承辦單位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戴昌賢博士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楊弘敦博士 

  中華民國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  李天任博士 

  中華民國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  葛自祥博士 

  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聯盟理事長  陳文貴博士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理事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姚立德博士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電機博士 1992.7 
美國密蘇里大學（羅拉校區）電機碩士 1987.8 
國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五年制電機工程科畢業 1982.6 

 
現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特聘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 
教育部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主任 
教育部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主任委員 
財團法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理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董事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理事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技術教育認證執行委員會委員 
經濟部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員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董事 
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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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理事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姚立德博士 

 
 

經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副校長、教務長、機電學院院長、機電科技研究所所長 
教育部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執行長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副主任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教育發展委員會委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董事 
中華台北亞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升學制度審議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真空技術學會副理事長 
國科會控制學門複審委員、工程處諮議委員 
中華民國模糊系統學會、真空學會、系統學會、空調學會理事或常務理事 

 
榮譽 

教育部 89 年度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中華民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 98 年度優秀公教人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 
IEEE Senior Member 2004.1 

    ISEAM Fellow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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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戴昌賢 博士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航空工程學系博士(1987~1990) 
美國密西根大學航空工程學系碩士(1986~1987)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士(1986~1987)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學士(1975~1979) 

 
現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校長(2014. 8~)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理事(2014.9~2016.8)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諮議(201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教授(1999. 8~) 

 
經歷 

科技部熱流學門複審委員(2012~2014)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理事長(2010~2011) 
中正理工學院傑出校友(201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2006/08~2014/0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2002/02~2006/0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系主任(1999/08~2002/0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教授(1999/08~)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系主任(1996/09~1999/07)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教授(1995/08~1999/07) 
NASA Langley ICASE 研究員(1994/07~1994/08) 
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訪問學者(1993/09~1994/07)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1990/08~19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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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理事長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楊弘敦博士 

 

 
 
學歷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物理博士 
 

經歷 

中山大學校長 

行政院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中研院物理所合聘研究員 

行政院國科會自然處處長 

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 

中山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 

 

榮譽 
教育部教學特優獎 

中山大學傑出研究獎 

國科會優等研究獎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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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理事長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李天任博士 
 

 
 
學歷 

美國紐約大學(NYU) 文化與傳播博士(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h.D) 
 
現任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董事長 
AIC 國際色彩學會（International Color Association）秘書長 
CIE Taiwan 台灣照明委員會副會長 

 
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體育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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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理事長 

龍華科技大學校長 葛自祥博士 

 
經歷 

龍華科技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董事 

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理事 

教育部高等教育審議會委員 

台北區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委員會主任委員 

陸生聯合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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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理事長 

龍華科技大學校長 葛自祥博士 

 

  龍華科技大學校長葛自祥博士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1988 年起於龍華工商專

科學校服務至今已逾 25 年，期間曾擔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進修部主任、學務長、教務長等

行政工作，與學校一同經歷多項重要發展歷程。1998 年，龍華獲准從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

院，成為北台灣地區第一所私立技術學院，並於 3 年後更名為龍華科技大學，期間持續以「務

實、卓越、創新」為教育理念努力至今，龍華科技大學已連續 9 年(2006-2014)獲得教育部獎

勵教學卓越計畫，累計補助金額達 4 億 9,685 萬；連續 3 年(2012-2014)獲選教育部典範科技

大學，為台中以北地區唯一入選之私立科大。另外，於最近一次之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2010)

中，全校各系皆榮獲一等，辦學績效深受肯定。 

 

  龍華科技大學在校長葛自祥先生的帶領之下，目前全校約有 10,000 名學生及 600 名來自

大陸、越南、馬來西亞、日本、韓國、泰國、美國等地區之境外生，學校以 C=(K+S)A 公式(競

爭力 C、知識 K、技能 S、態度 A)培養學生良好學習態度，期能為企業培養優秀的實務人才。

在學校的悉心培育下，龍華科大學生於國際競賽屢獲佳績，最近 4 年(2010-2014)已於世界各

大國際發明展中獲得 115 個獎項，包含 34 面金牌、40 面銀牌、27 面銅牌及 14 個特別獎，成

績斐然。 

 

  在其它專業領域上，葛自祥先生曾榮膺台灣專案管理學會 2010 年、2011 及 2013 年 TPMA

百大名師、教育部「學生輔導工作特殊貢獻獎」、擔任台灣觀光休閒協會常務理事、中華電漿

學會常務理事、教育部北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指導委員、教育部第 4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教育部第 5 屆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委員、教育部北二區學生事務

工作協調中心召集人等……身兼數職。由於其卓越的領導，葛自祥先生於 2012 年獲選為中華

民國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希能團結私校之內部共識、集中資源共享、促進產學

合作、維護私校發展，期能共同規劃私立技職校院發展方向，以落實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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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理事長 

 陳文貴博士 

 
 
學歷 

中國醫藥學院藥物化學研究所博士，1999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碩士，1988  
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學士，1978  

經歷 
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理事長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長 
中山醫學大學副校長 
中山醫學大學教務長 
中山醫學院學務長 
中山醫學院總務長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生化科副教授兼科主任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生化科副教授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生化科講師 
逢甲大學兼任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勤益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考選部命題委員 
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指導委員 
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委員 
行政院中部服務中心醫療顧問召集人 

榮譽 
教育部模範教育人員 
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傑出校友 
國立臺中二中傑出校友 
臺中市國光國小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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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校長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Ⅰ) -- 創新時代的高等教育 
主持人：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楊弘敦博士 
主講人：教育部部長  吳思華 

◎專題演講(Ⅱ) -- 創意研究、技術移轉以及學術倫理 
主持人：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姚立德博士 
主講人：科技部代部長  林一平 

◎專題演講(Ⅲ) -- 當前產業升級轉型策略與未來產業發展之探討 
主持人：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姚立德博士 
主講人：經濟部常務次長  沈榮津 

◎專題演講(Ⅳ) -- 蘭花屋裡的香檳茸：(串聯科技，融合多元)  
促進大學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主持人：專科學校教育聯盟理事長  陳文貴博士 
主講人：臺灣聯合大學系統總校長  曾志朗博士 

◎專題演講(Ⅴ)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與性別主流化議題簡介 

主持人：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戴昌賢博士 
主講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游美惠博士





 
 

 

專題演講 (Ⅰ) 

主講人 

教育部 

吳思華部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學士 

 

經歷 

教育部部長 

教育部高等教育審議會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 

經濟部顧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基金會董事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理事長 

教育部學審會常務委員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董事 

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臺灣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董事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行政院科技顧問室顧問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 

哥倫比亞大學、喬治梅森大學訪問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講師、副教授、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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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部長 
104.01.15 

104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創新時代的高等教育 

核 心 理 念 

2 

從學術突破到人文創新 

從追求第一到創造唯一 

從社會良心到社會創新 

人本、在地、共創 

獨特、多元、唯一 

省思、建構、實踐 
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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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政策定位 

教學 •以學生為本位 

學術 •以學校為主體 

服務 •以大學為核心 

              3 

因才施教，成就每個孩子 
幫助每個年輕人安身立命 

以學生為本位 

安身：具有獨立生存的能力 

            成家、就業、創業 

立命：追求人生的理想與志業 

            生活教育與全人教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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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為主體 

              5 

學術與教育理念的傳承與創新機制 
   教師延攬、成長、升等、獎助、成一家之言  

完整的知識創新價值鏈 

學校是知識傳播、探索與實踐的園地 

智財 
確保 跨領域

整合 
創業 
育成 

社會 
實踐 

產學 
合作 

卓越   
研究 翻轉 

教學 

以大學為核心 

地理開放的生活社區 
校園是一個前瞻的創意研發園區 

關係緊密的合作夥伴 

              6 

建制完整的區域創新系統、善盡大學責任 

各級
學校 
國中 

小
學 

高
中 

周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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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方案 

            7 

 高教創新轉型方案 

技職再造創新創業方案 

青年學者養成方案 

國際移動方案 

十二年國教方案 

實驗創新翻轉偏鄉方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方案一）高教創新轉型目標 

重建高教秩序 

妥善安置退場學校人員校園 

增加校園智識衍生產出 

引導高級人力發展知識密集產業 

積極面對、善用人才土地資源 
前瞻立法、打造創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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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方案一）高教創新轉型 

 
• 創業或社會企業 

• 產業研發學研機
構 

• 地方文創 

• 學校典範重塑 

• 黃金志工 

 
• 行政預警機制 

(財務、人事、教學
品質) 

• 人員妥善安置 
(學生、教師、行政
人員) 

• 鼓勵新事業發展 

• 學校資產合理處分 

• 董監事尊嚴退職 

 
• 降低生師比增收境
外學生 

• 教育典範創新多元  
境外辦學 

• 產學合作附屬機構
與衍生企業 

• 校園活化運用 

 
• 公公併、私私併 

• 跨校聯盟(大手牽
小手、教學支援) 

• 科系宏觀調整 

• 校地彈性運用 

高階人才躍升 退場學校安置 學校典範重塑 大學合作合併 

高教創新轉型條例 

1 0 

實務
選才 

設備
更新 

證能
合一 

系科
調整 

政策 
統整 

課程
彈性 

就業
接軌 

創新
創業 

實務
增能 

（方案二）技職再造創新創業 

畢業生立即就業   
推動產業學院，保證80%就業  

提供產業充足技術人力   
民生科系已飽和，鼓勵工業系科增設

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觀點 

     

九
大
策
略 強化跨部會產學合作鏈結平台 

增強對產學合作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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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技職教育創新產學合作模式 

產學合作
創新模式 

共同
育才 

共同
試產 

共同
創業 

共同
研發 

共用校
園土地 

共用
人才 

共用
智財 

（方案三）青年學者養成 

• 招生減量、學校課責 

• 積極培育優化人才(產學菁英、學術菁英、
跨領域實務菁英) 

博士生 

• 提供生活協助與成長機會 

• 檢討升等制度、鼓勵教師多元發展 

• 改善獎勵評鑑補助制度，關照各級教師 

新進
教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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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國際移動 

 語言溝通能力 
 國際視野 
 專業能力國際認可 
 結合學校國合單位、國際志工組織 

 國際品牌企業共同培育 
 臺灣教育典範行銷全世界 

未 
來 
環 
境 
預 
測 

問挑 
題戰 
與 

全球化 少子女化 數位化 

世界公民 ● 全球揚才 

人才流失 育才、留才、攬才 

核及 
心目 
主標 
軸       

人才培育白皮書之
6項關鍵能力 
1.全球移動力 
2.就業力 
3.創新力 
4.跨域力 
5.資訊力 
6.公民力 

溝通力  
具國際溝通之語言能力
及合宜的溝通行為 

 

適應力  
•認識外國文化、尊重
及欣賞文化差異 

•具國際視野與異地生
活的能力 

專業力  
具與國際接軌及跨境運

用的專業知能 
 

實踐力  
具跨境就業及國際關
懷的意願與能力 

 

 
•國際溝通能力待提升 
•第二外語師資待充實 
 

 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 

•國際觀點課程待普及 
•國際體驗及學習方式
待多元化 

•國際教育合作待強化 
•接軌國際經貿課程與認
證待增加 

 
•國際關懷實踐待加強 
•跨境就業能力待強化 
 

12項 推動策略 

1.建置國際教育交流平臺  2.善用網路及各式媒體  
3.鼓勵參與國際性組織  4.法規鬆綁  5.引進民間資源 

願 
景 

溝通力 適應力 專業力 實踐力 

42個 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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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十二年國教 

 成就每一個孩子 

 五育均衡，學科表
現不需分分計較 

 適性揚才，合理引
導學生分流發展 

 高中職均優質化，
每一所學校都是學
生心目中的好學校 

 

 

免
試
入
學 

一 
次 
分 
發 
到 
位 

適性揚才 
多元發展 

珍視 
菁英教育 

特色招
生入學 

十二年國教五年精進方案 
就近入學 
推動適性學習社區辦理優先免試入學或國中薦送入學 

入學制度 
強化特色招生學校教師命題能力；健全學術資優、藝術才能、菁英培育
之高中入學管道，以及與大學入學制度間之良好對應銜接 

均衡城鄉教育發展 
提升偏鄉學生之基本學力；建置長期偏鄉學校諮詢輔導機制 

發展學校特色 
辦理特招特色課程；辦理學校特色活動；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補救教學 
對於學習弱勢學生，及早發現及早補救；建置補救教學諮詢輔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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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實驗創新翻轉偏鄉 

改變城/鄉教育軸線、創新來自邊陲 

結合數位科技與在地文化特色，引
進大學、民間資源及國際合作網絡 

以偏鄉學校作為偏鄉知識、文化、
創業中心 

實驗創新翻轉偏鄉教育 

讓學校成為 

偏鄉知識中心 

數位融入 
虛實共學 

社
企 
、
青
年 
、
志
工 
資
源 

資源媒合 
社群互聯 

看見改變 
典範分享 

輔
導
團
隊 

讓學校成為 

偏鄉文化中心 

 讓學校成為 

偏鄉創業中心 

健
全
網
路
建
設
最
後
一
哩
路 

國
際
學
伴 

城
鄉
共
學 

數
位
學
伴 

親
子
共
學 

數
位
機
會
中
心
、
樂
齡

中
心
、
區
域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故
宮
頻
道
、
數
位
典
藏
、

科
技
部
科
普
、
公
私
部

門
教
育
資
源
平
台 

在
地
教
育
及
文
化
資
源

整
合
、
微
型
企
業/

在
地

經
濟
創
業 

記
錄
教
育
創
新
歷
程
、 

善
用
新
媒
體
分
享
經
驗
、
擴

散
典
範
智
慧 

內部 
連結 

外部 
連結 

社區交
流協作 

實驗教育三法 
教育型態創新 

實
驗
課
程
、
實
驗
學
校
、 

公
辦
民
營 

校
園
閒
置
空
間
善
用
、 

學
校
功
能
擴
展 

基本學力、數位教學、在地特色、國際視野 

（方案六）實驗創新翻轉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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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協助 

 制度改善重於新興建物 

 學習品質重於招生增額 

 重大計畫(頂大、教卓、典範)慎思微調 

 歡迎溝通協調、希勿關說請託 
 

              19 

結  語 

 高教發展創新轉型 

    善盡社會良心責任 

  在地典範擁抱世界 

          創新創意拓展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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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Ⅱ) 

主講人 

科技部 

林一平代部長 

 
 
學歷 

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計算機工程學系博士 1985-1990 
陸軍通訊電子學校少尉教官 1983-1985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 1980-1983 

 
經歷 

科技部代理部長 2014.12-迄今 
科技部次長 2014.3-迄今 
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2014.1-2014.3 
國立交通大學副校長 2011.2-2013.12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3.2-迄今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中心主任 2013.1-2013.6 
國立交通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2010.4-迄今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2007.8-2011.2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代理院長 2007.2-2007.7 
國立交通大學研發長 2004.8-2007.1 
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2004.3-2010.4 
中央研究院合聘研究員 1999-迄今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1997-1999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資訊中心副主任 1996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1995-迄今 
貝爾通訊研究公司應用研究群研究科學家 199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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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Ⅱ) 

主講人 

科技部 

林一平代部長 

 
 
學術榮譽與獎勵 
 國際獎項 

TWAS Prize 2011 
IBM Faculty Award 2009 
IBM Shared University Research Award 2009 
HP Technology for Teaching Higher Education Grant Award 2007 
ISI Highly Cited scholar 2006 
IEE/IET Fellow 2005 
AAAS Fellow 2004 
IEEE Fellow 2003 
ACM Fellow 2003 

 國內獎項 
教育部國家講座 2011 
行政院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2008 
第五屆有庠科技講座 2007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學術著作獎 2006 
第 50 屆教育部學術獎 2006 
IEEE 最佳影響力獎(台北分會) 2006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資訊榮譽獎章 2005 
潘文淵研究傑出獎 2005 
第 12 屆東元獎科技類組 2005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獎 2005、2011 
矽創科技講座 2004 
李國鼎穿石獎 2004 
經濟部 Recognition of Excellence 2004 
交通大學傑出教學獎 2002 
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1998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97、1999 、2001 

 
 

23



 
 

 

專題演講 (Ⅲ) 

主講人 

經濟部 

沈榮津常務次長 

 
 
學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省立台北工專電機工程科 

 
經歷 

經濟部常務次長 2014.2~迄今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2012.6~2014.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處長 2010.5-2012.6 
經濟部參事兼中部辦公室主任 2008.7~2010.5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2006.9~2008.7 
經濟部主任秘書 2006.3~2006.9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2004.8~2006.3 
經濟部工業局科長、副組長、組長 1993.3~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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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Ⅳ) 

主講人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曾志朗總校長 

 

 

學歷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心理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現職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系統校長 

經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政務委員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教育部部長  

國立陽明大學校長、副校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認知科學中心主任、心理學研究所所長 

中研院院士(1994年~終身榮譽職)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The Salk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客座研究科學家 

美國霍斯金研究室客座研究員 

美國柏克萊大學語言學系客座副教授 

研究領域 

認知心理學，神經語言學，記憶、閱讀歷程及注意 

著作書目 

《用心動腦話科學》 

《人人都是科學人》 

《科學向腦看》 

《見人見智》 

《我與科學共舞》 

《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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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屋裡的香檳茸 
 

曾志朗 

串聯科技 ￭ 融合多元 
促進大學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大學 

孕育智慧  

創造文明 

產生奇蹟 

 
分析歷史 ／ 檢討現在  / 規劃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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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科技興農，共創新局 

3 

Taiwan’s Shampingnon 
Marches to Paris:  

A Journey Full of Miracles 
 
 

It is a real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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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upon a time…..  

28



Under the shade of 
the campus tree 

A story was told:  Long time ago in Taiwan, a 
young teacher resigned from his well paid job and 
participated in farmers’ revolution  and fought against 
the unjust exploitation on the hardship farmers of this 
island. He was jail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12 yrs  and was shot to death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ater on.  

7 

牛
背
上
的
眼
鏡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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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領回簡吉遺體火化那一刻起，
簡明仁母親陳何從此絕口不提父
親。為了求生、也為了避免牽累
親族，孤兒寡母從鳳山遷居台南，
展開艱苦的生活。 
 
「從小我們在陰陰暗暗、灰灰澀
澀中度過，家人從來不敢問父親
的事，怕談了之後發生問題。」
簡明仁回憶：「我們家除了環境
嘈雜，氣味惡劣的不愉快之外，
政治上的陰影，使我感受到一種
低人一等和不光榮的沉悶氣氛。」  

「簡明仁花三十年時間找回消失的父親」
（2005年《商業周刊》、第922期）  

http://www.lib.ntnu.edu.tw/exhibitions/jianji/manuscrip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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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source: 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 

我們要全省走透透—— 
【簡吉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 

http://2.bp.blogspot.com/-NRVGir6Pe6I/UFvadNtPrGI/AAAAAAAAAWo/ljTRNd6E-
Ds/s640/%E5%85%A8%E5%8F%B0%E5%A4%A7%E5%AD%B8%E5%9C%B0%E7%90%86%E4%BD%8D%E7%BD%AE%E5%88%86%E5%B8%83%E5%9

國父紀念館 

國家文學館 

到每一所大學院校巡
迴展出簡吉的事蹟與
理念，透過史實的呈
現與分析，將日據時
期的農民運動介紹給
這一代的年輕學子。 
 

讓他們了解，知識份
子做為社會良知的堡
壘，要更關心周遭發
生的不公不義；也讓
他們對先民奮鬥史有
更深的認識，一起來
讓台灣社會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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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的理想 
在他們的世代無法落實， 
那麼，在現代有可能嗎？ 

今日的農民 
有較好的社經地位嗎？ 

有免於遭受 
作物收購者的欺壓嗎？ 

在極度工業化的時代， 
他們必須靠 

休耕補償金的施捨 
才能生存嗎？ 

我們更要不停的問…. 

如果簡吉先生 
身處此時此地， 

他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來提升農民的尊嚴呢？ 
《正直──牛背上的眼鏡先生》 

Almost 100  years later,  
a new story is on the making 

 

 

14 

 
 
 

農民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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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灣農村面臨的問題 

在整體經濟提昇及政府積極輔導下，現今農民的

生活，已較昔往有大幅度的改善，但依舊存在

以下問題： 

 

1. 產業轉型及 
ECFA 政策衝擊 

2. 可耕作面積    
變小 

3. 颱風、洪水及 
土石流等天然災害 

source: 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 

目前台灣農民的問題 

source: 樂活生技 

更深層的問題 

產品無差別性 
果賤傷農 

技術無門檻 
被複製取代 

收入不穩定 
生計無保障 

無青壯人力投入 
農村日漸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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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各方資源 

文教資源 
大眾文教 
基金會 

政府資源 
農委會農試所 
農委會水試所 
農委會水保局 
農委會農糧署 
地方政府 

農民教育及 
使命傳承 

地方資源投入 
及農民輔導 

企業資源 
大眾電腦 

學術資源 
台大 
中興大 
屏科大 
南藝大 

企業經營 
及行銷規劃 

專業研發技術 
及農村再造 

17 
source: 樂活生技 

農民希望工程 

植物工廠建築示意圖 Source: 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方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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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內栽培 

溫室區 植物工廠區（可配備太陽能板） 

Source: 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方煒 

植物工廠帶來七種變化 

農
忙
農
閒 
菜
土 
菜
金 

室外變室內 

農場變工廠 

平面變立體 

工作變輕鬆 

環境變舒適 

務農變上班 

收穫變穩定 

傳
統
農
業 

科
技
農
業 

Source: 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方煒 

農
忙
農
閒 
菜
土 
菜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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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y’s largest indoor, commercial, 
vertical farm and user of Philips LED 

grow lights.  

http://greensensefarms.com/ 

• 原生菌種為產於南美巴西皮耶達提高地

（Piedade）的姬松茸。 

• 以時尚養身的新飲食概念，採用蘑菇的

法文”Shampingnon”，為新產品命名。 

 

香檳茸 

22 
source: 樂活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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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賓主廚團隊在2012年新加坡FHA廚藝
挑戰賽中各抱回金、銀、銅獎牌  

香檳茸蛋卷 vs.香檳茸蝦崧  

香檳茸原盅燉花膠  

粥水浸蘆筍香檳茸  

香檳茸栽培師訓練學程開業典禮 
台南官田大崎村 

source: 樂活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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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樂活生技 

農村新亮點 香檳茸文創藝術村種下希望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3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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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檳茸栽培師訓練 

source: 樂活生技 

技術創新(A) 

28 

傳統 植物工房 

菌種 外購 基因栽培選種 

堆肥 
木屑 

（太空包） 
生機牧草 

覆土 一般土 
荷蘭高養份 

泥炭土 

source: 樂活生技 

農業 × 科技 

39



29 

技術創新 (B)-Clean 

清潔發展，符合節能低碳的當代趨勢 

植物工房 – 隔熱門 植物工房 – 隔氣簾 

source: 樂活生技 

技術創新(D)- Clear 

產期可規劃、建立產銷履歷 

 

30 
source: 樂活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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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技藝傳承 

source: 樂活生技 

香檳茸栽培士頒證典禮 

32 
source: 樂活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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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認證，使農民提升社會地位 

33 
source: 樂活生技 

商業模式創新 

• 專業技術轉移 
• 收成保證收購 
• 低利貸款協助 

34 

• 農業補助 
• 低利貸款 

公益企業 

政府 

農民 

• 技術支持， 
  降低農害成本 
• 低利貸款及補助  
  降低初期投入成本 
• 退場回購 

source: 樂活生技 

win-win-win  

三贏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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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win-win  

三贏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創新 

35 

 保證收購 
  利潤回饋農民 

 品牌行銷 
  為通路加值 

 各類通路暢流 
 利潤回饋農村 

source: 樂活生技 

公益企業 

農民 通路 

•前期 

    與臺南藝術大學和大崎村民合作，共同促
成農業美食、藝術、文化、與觀光的結合。
建立全台第一個香檳茸無毒藝術村。 

•開展 

  以大崎村的先驅經驗為典範，於台灣精
選的山明水秀之地深耕正道農業，複製此
成功模式，將台灣的精緻化農業與農產精
品推向國際市場！ 

未來展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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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黎 

Paris, Paris, Here 
W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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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爾賽宮旁蓋一棟綠色住宅！ 

2014 參賽團隊 
 
瑞士                     盧塞恩(琉森)大學 
丹麥                     丹麥科大 
德國                     柏林藝術大學-工業大學聯隊 
台灣                       國立交通大學  
美國                     布朗大學-羅得島設計學院聯
隊 
荷蘭                     台孚特大學 
法國                     巴黎大學-國立橋路學校 
義大利                     羅馬大學 
迦泰隆尼亞                  巴塞隆納理工大學 
……等 
 

歷年參賽團隊 
 
美國                      史丹佛大學 
美國                             加州理工學院 及 SCIArc 聯隊 
美國/西班牙                 麻省理工學院IAAC 聯隊 
瑞士                     瑞士聯邦理工 
……等 

2014 Competitors 
 
Switzerland, Lucerne Team 
Denmark, DTU Team 
Germany – Team Rooftop 
Taiwa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USA – Germany – Team Inside Out 
Netherlands – Delft Versailles 2014 
France – UPE team 
Italy –Rhome4 Dencity 
Spain – Barcelona tech 2014 
and more….. 
 

Previous Competitors 
 
USA –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 CalTech and SCIArc 
USA – Spain   MIT & IAAC 
Switzerland – ETH 
and many more…… 

45



Interna/ onal'exhibi/ on'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http://www.lomography.tw/magazine/competitions/2012/08/01/we-love-taiwan-so-much-tw 

？ 
 

我們希望帶來的影響？ 

永續環境與未來生活！ 

公共意識與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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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id 
Hous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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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RCHI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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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RCHID HOUSE 

source: ORCHI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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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RCHID HOUSE 

source: ORCHI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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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RCHI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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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OLAR 

source: ORCHI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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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RCHID HOUSE 

source: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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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RCHID HOUSE 

這些人，這些事，這些理念， 
沒有行動方案和投身參與，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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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100  years later,  
a new story is on the making 

 

 

61 

 
 
 

凡走過，必在未來留下痕跡 

Many people say that is the  

intellect which makes a  

great scientist.  

They are wrong: it is character.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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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Building => Social Trust 
 = 4 Fs of Humanity 

 

Free your body 
 
Free your heart 

 
Free your mind 

 
Free your soul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 Free Soul 
does not mean an EMPTY soul 

Intellectually, socially, 
and spiritually, 
    
        we all then live  
        happil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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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Ⅴ) 

主講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游美惠教授 

 
 
學歷 

美國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社會學博士 

現任 
2013.1-2015.1 高雄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2014.1.1.-2015.12.31 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第三屆委員 
2014.1-2014.12 高雄市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 103 年委員 
2013.1-2014.12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小組委員 
2013.11-2014.10 高雄市政府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 102 年第一屆委員 
2013-2014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經歷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2003-2006；2009-2012） 
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委員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長、理事、監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監事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總編輯 
《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編輯委員 

主要著作（專書） 

游美惠（2005）《性別教育最前線－多元文化的觀點》。台北：女書文化。 
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2010）《性別教育》。台北：華都文化。 
游美惠（主編）（2010）《情感教育資源書》。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ISBN：978-986-02-5172-2；GPN：1009903559）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主編）（2012）《多元文化教育》（三版）。台北：高教。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2012）《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二版）。台北：巨流。 
游美惠（2014）《性別教育小詞庫》。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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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與 性別主流化 

游美惠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教授 

時代趨勢， 國際潮流 
 

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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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一)1975年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婦女十年，以保障女性，
消除對女性歧視為目標。 
 
(二)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 ，作為婦女人權憲章。 
 
(三)1980年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重新思考「保障婦女權利」和
「促進婦女行使權利」間的差距。 
 
(四)1985年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盲」，將婦女議題
視為全人類的問題。 
 
(五)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主流化」及「北京
行動綱領」，以性別主流化的策略來達成性別平等的目標，將
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改變社會結構，才能促成性別平等。 

從邊緣到主流 

基本精神： 
 
從歧視女性→性別盲→性別主流化 
 
從邊緣議題到 核心關懷。 
 
從批判檢視到 積極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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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化」意義： 
將不受重視或邊緣化議題導入 
工作核心及主要決策過程。 

Mainstreaming is a strategy to 
transform mainstream.  

 

性別主流化 
時代趨勢，國際潮流 

性別主流化推動工具－ 

基礎：性別意識培力/組織再教育 
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平等專責機構（性別平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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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 

土壤 

樹木 

陽光 
空氣 
水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預算 
 
 

性別分析 
性別統計 

 
性別機制 

性別意識培力 

透過落實CEDAW，加強性別主流化 

跳脫「兩性」 

 

重點不在「兩性差異」，而在「公平正義」 

 

消除「性別歧視」 

 

強調「性別敏感」，「性別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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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1. 落實CEDAW ( 2011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於2012年施行) 

2.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2011年12月發
佈) 

3.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掛牌成立 

台灣推動實施CEDAW 
• 1975年，聯合國受到全世界各地婦女運動的

影響，開始重視婦女問題，因此將 1975年定
為「國際婦女年」，為聯合國第一次正式討
論婦女議題。並於1979年通過「消除一切對
婦女歧視的公約」。 

• CEDAW公約不僅要求各國政府提出國家報
告，也鼓勵民間團體發表影子報告，或是替
代報告，以監督政府並落實公約精神。 

  ● 臺灣以人權立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一向主動遵守國際規範，自許對國際社會負責
，為促進婦女權益及響應國際潮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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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宣導影片 

(4:12 - 8:16)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性別平等及人權保障是普世價值，為了
促進世界各國實踐男女平等，聯合國大
會於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 
CEDAW)，作為國際人權重要規範，是
聯合國五大人權公約之一。  

希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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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公約主要精神： 

 
1、讓女性享有完整人權 
2、清楚界定歧視女性的定義 
3、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 
4、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  

 CEDAW條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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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實質條款結構 

CEDAW  三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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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in Taiwan 
2004年民間推動台灣落實CEDAW聯盟成立 
2005年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決議由外交部、內政部等
相關部會共同推動   
2006年將我國加入 CEDAW 一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2007年立法院通過，總統頒布簽署CEADW公約加入書  
2008年撰寫CEDAW初次國家報告書  
2009年發表初次國家報告書 
2012年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2013撰寫CEDAW第2次國家報告 
2014年6月23-26日舉行第2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
表會，邀請五位國際婦女人權專家來台，除就我國家報告
審查外，並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代表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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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 
橫向 

性別主流化價值貫穿各領域與各個行政
部門 
 
縱向 

整個政策過程（含政策的規劃、研擬、
制訂、執行與管考）都具有性別觀點的
考量 
 

What? Policy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s 

Why? Theory 
Gender Power Structure How?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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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 
 (1) 行政院金馨獎 
 (2) 教育部103年度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
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 
 

推動 性別主流化  政策 的具體策略 

結論與展望 

性別主流化：非武力，非暴力，不流血
的寧靜革命 
促進社會之公平正義，落實民主化 
加強公部門之人力素質與服務品質 
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與地位，讓臺灣與
國際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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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Ⅰ) 

優化高教、永續學習 

 

高教組 

 
主持人：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  李天任博士 

引言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黃雯玲司長 
 
   

  





 
 

 
 

 

分組討論[Ⅰ]–高教組 

引言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黃雯玲司長 

 

 

現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2012.08  迄今）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董事（2012.08~迄今）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董事（2014.02~迄今）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董事（2014.08~迄今） 

 

學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2008） 

 

經歷 

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館長（2007.09~2012.08）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2004.11~2007.0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委員（2000.06~2004.11）  

教育部秘書室科長（1997.11~2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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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Ⅰ) 

優化高教、永續學習 

 

技職組 

 
主持人：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  葛自祥博士 

引言人：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李彥儀司長 
 
   

 

  





 
 

 
 

 

分組討論[Ⅰ]-技職組 

引言人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李彥儀司長 

 

 

學歷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士 

 

教育訓練 

傅爾布萊特獎學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訪問學人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6 年度「哈佛大學菁英領導班」研究人員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4 年度提升英語能力專題研究人員  

WTO 教育服務業雙邊諮商代表團團員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 年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澳洲坎培拉大學訪問學人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21 世紀領導課程」訓練（結業證書） 

 

經歷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副司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委員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科長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專員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第 21 屆理事 

臺灣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第 8 屆理事、第 9 屆理事 

 

榮譽 

行政院 102 年傑出公務人員 

102 年度教育部優秀公務人員 

傅爾布萊特獎學金－美國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 

96 年度教育部優秀公務人員 

澳洲政府獎學金—澳洲坎培拉大學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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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Ⅱ) 

研究務實、跨域整合 

 

高教組 

 
主持人：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楊弘敦博士 

引言人： 
國立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 
專利開發策略中心主任  黃經堯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主任  蔡明祺講座教授 
 

  





 
 

 
 

 

分組討論[Ⅱ]-高教組 

引言人(1) 

國立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 

專利開發策略中心 

黃經堯主任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交大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Associate Dean: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交大電機學院 副院長) 
 Director: Center of Industry Accelerator and Patent strategy (交大產業加速器暨專利開發策略

中心 主任) 鑽石實驗室  
 Chairman: Chinese Business Incubation Association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理事長)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美國大學技術經理

人協會 助理副總裁） 
 Board Member: Association of Technology Manager in Taiwan (台灣技術經理人協會 理事) 
 Editor: ACM WINET 編輯 

 

Education 
 Ph.D. in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Rutgers University, Piscataway, New 

Jersey, 1996. 
 M.S.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wark, New Jersey, 

1991. 
 B.S. in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987. 
 

Experiences 
 委員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民間諮詢委員會  since 2014 
 委員     科技部 「產業推動小組」     since 2014 
 董事     研華文教基金       since 2013 
 計畫主持人   經濟部「新興產業育成加速器」      since 2013 
 委員     科技部 「研發成果管理運用審查會」  since 2011 
 計畫主持人   網通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發成果產學橋接計畫  2010-2014 
 委員     教育部 產學諮詢小組會議     2010  
 主審委員    經濟部 技術處 SBIR 計畫      since 2010 
 主任     交大產學運籌中心      2010-2013 
 主任     交大育成中心       2008-2013 
 主任     交大技轉中心       2003-2013 
 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 「創業扎根計畫」     2012-2013 
 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電資通領域產學合作網絡聯盟  2010-2013 
 諮詢委員會   虎尾科技大學       2009-2010 
 研發及技術合作諮詢委員 台中榮民總醫院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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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Ⅱ]-高教組 

引言人(1) 

國立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 

專利開發策略中心 

黃經堯主任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NCTU  2007 - 2012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NCTU   2002 - 2007 
 Consultant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2005 
 Visiting Scholar   FarEasTon        2002 - 2003 
 Adjunct Professor  Rutgers University and NJIT,  USA  2001 - 2002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Bell Labs, AT&T and then Lucent Technologies 1996 - 2002 
 Senior Engineer   Advantex Management/Contractor at AT&T   1995 - 1996    

 
Awards 
 2002 榮獲國立交通大學優良導師 
 2003 Bell Lab Team Award, Lucent Technologies  
 Best Paper Award: C.Y. Huang, M.Y. Tsai, and J. Huang, “Advanced Handoff Controls in Third 

Generation CDMA Wireless Systems “, published in Sept, 2004, IEEE VTC 2004, LA, USA 
 學生青年論文獎第三名: 2004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by Student Mr. Chung, Hsiao Chiang) 
 學生 93 學年度最佳碩士論文--佳作獎: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 (by Student Mr. Chung, Hsiao 

Chiang) 
 學生 93 (2004)學年度大學校院積體電路(IC)設計競賽佳作 (by Student Mr. Sun, YuChen) 
 學生青年論文獎第二名: 2005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by Student Mr. Fan YuLong) 
 學生 95 (2006)學年度大學校院積體電路(IC)設計競賽第二名(by Student Mr. Sun, YuChen) 
 學生 96 (2007) 聯發科-交大 獎學金 (by student Mr. Juan, Hung Hui) 
 2007 榮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 
 2008 年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產業貢獻獎』 團體獎 
 2008 中華科技管理學會 『科技管理獎』團隊獎 
 2008 經濟部「最佳創業輔導獎」 
 2009 ＆ 2011 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獎」團隊獎 
 2007- 2013 榮獲國立交通大學傑出人士 
 2007- 2011 教育部 產學合作績效評量績優學校－「智慧財產授權收益與效率」類別 

第一名 
 2009 經濟部「最佳特色育成中心」 
 2010 經濟部 「最佳特色育成中心 - 創新服務獎」 
 2012 Student Competition: Microsoft Imagine Cup Taiwan Region 2nd Place (by Student Robert , 

Maria, and George) 
 2012 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紮根計畫」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全國三所示範

學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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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Ⅱ]-高教組 

引言人(1) 

國立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 

專利開發策略中心 

黃經堯主任 
 

 
 

 2012 教育部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量「智慧財產授權收益與效率」構面績優學校。 
 2012 經濟部「智慧財產經營管理優質獎」最佳策略力。 
 2012 經濟部「績優育成中心最佳育成特色獎」國際育成獎項。 
 2012 湯森路透台灣創新獎 Thomson Reuters Taiwan Innovation Awards 2012。 
 2012 新竹科學園區 「創新育成服務獎」 
 2013 Top 10 Global Incubation Center  http://ubiindex.com 
 2014 Student competition: Microsoft Imagine Cup Taiwan Region 2nd Place (by Student Oscar, 

Liting and Eric ) 
 2014 台灣資服競賽第二名  
 2014 Final list in APEC Intel Challenge @ Taipei, Taiwan 

 2014 Top 7 Global Incubation Center  http://ubi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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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System for Innovation 
National Operation at NCTU 

Hank CY Huang / 黃經堯,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ssociate Dean,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Director, Center of Industry Accelerator and Patent Strategy 
Director, NCTU Venture Lab  

Chairman, Chinese Business Incubation Association  
A. VP,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Center of Industry Accelerator and Patent Strategy 

NCTU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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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 多元產業化 
• 過去 

– 技術移轉 
– 建教合作 
– 學生實習 
– 教授顧問 

 
• 今日 

– 產業化顯學 -- 校園研究成果創業?  
 

10 Years 

$$ 

億 

技轉金 
國外
授權 

機制? 

2005 2009 2012 

社群網路 生物技術 穿戴式 

BUT 
2003 2013 

技轉和其他研究產業化之挑戰 

• 單一高技轉金多與外國公司簽約 
– 台大8千萬，成大4億 (multiple phases)，交大1億  

• 僅 台、清、交、成 曾有年度上億技轉金  

• 各校僅能處理特定領域之專利技術 
– 專業人才不足 (處理 < 5%技術) 

• 產學合作受制於有限的教授團隊 
– 仍以教授主導之產學合作 

• 校園創業生態環境不完整 
– 目前多數無法有效輔導新創公司 

大學能否
引領產業
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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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 建構 產學研IP聯盟，建立與企業雙贏的策略合作
機制 
– 企業亦有多元需求，需擴大合作面向 
– 以IP為串聯企業與大學研究之基礎 
– 建立與各大學TLO、橋接團隊密切之合作關係 

• 建立 具國際能力的創業生態系統 
 

交大創業實驗室 

交大創業家 
共同工作空間 

交大育成 

交大加速器 

亞太加速器網絡 

以交大為例 

• 建立與企業互信機制 (mutual trust) 
– Willingness to help industries (but requests for 

reasonable payback) 

• 進行策略研究開發 (strategy research) 
– Target research development @ national level  
– Experts system for future products and new industries 

• 推動IP產業暨新創產業 (creating IP and new 
industries) 
– Talents and Technology readiness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建立以企業為主之專利布局策略 
Industry based patent strategy 

建立共同經營之平台 

80



Basic IPR Platform and Operation 
Pilot Run Accomplished 

基本模式 ，建立互信 

IP 聯盟 

IP  
防禦訴訟 

$$ 

大學(s) 
產業  A 

產業 B 

產業 C 

專利戰略中心 
大學專利(s) 

專利 

公平、公開、公正、有償、台灣優先之專利平台 

Mutual Trust 

Universities 

IP Strategy  
Center  (IP SC) 

Industry A 

Univ Patents 

IP Alliance  

IP Defense  
Patents 

Industry B 

$$ 

and Products!! 

Advanced IPR Platform and Operation 

進階模式， 策略研究 

IP 聯盟 

IP  
開發策略 

IP  
策略訴訟 

$$ 

大學(s) 
產業  A 

產業 B 

產業 C 

專利戰略中心 

國家型
研究 

大學專利(s) 

策略研究 

$$ 

策略 
專利 

研究需求 

企業專利(s) 

研 
究 
專 
利 

策 
略 
研 
究 

   次產業
中心 

$$ 

Strategy Research 

IP Lawsuit 

Development  
Strategy 

Patent  
Strategy 

Industry  
Patent  

Univ 
Patent  

Industry A 

Industry B 

Universities 

IP SC 

Research Dir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Platform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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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ized IPR Platform and 
Operation 

大學(s) 
產業  A 

產業 B 

產業 C 

專利戰略中心 
IP 聯盟 

IP  
開發策略 

IP  
攻擊訴訟 

IP 產業 

國家型
研究 

大學專利(s) 

策略研究 

$$ 

策略 
專利 

研究需求 

企業專利(s) 

研 
究 
專 
利 

策 
略 
研 
究 

專利
NPE 

專利
NPE 

專利
NPE 

   次產業
中心 

商業模式、IP產業 

$$ 
Industry A 

Industry B 

Research Direction  

Patent  
Strategy 

Industry  
Patent  

Univ 
Patent  

Strategy  
Research 

Universities 

IP Offence 

IP Industry 

IP Industry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IP SC 

Platform Partners 

• 超過12 付費企業會員(> 20 in 2015) 和 40 大學和研究單位
參加 Partners (共同經營、共同成長) 

• 專利授讓、跨校產學、國際產學 (16日request / 22日5校7教授反應） 

Established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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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政府創業工具 

教育部 U start 

教育部 創業扎根
計畫 

科技部萌芽計畫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
勵計畫 經濟部 育成計畫 

經濟部 加速器 
計畫 

國發會 拔萃 
計畫 

創業教育、
示範 

創業競賽、
驗證 

創業育成、
加速 

接棒? 

NCTU Self-Operated   
Accelerator (加速器) Eco-System 

交大創業實驗室 

新竹 新安 共同
工作空間 

新北市 台北橋 
共同工作空間 

亞太加速器網絡 

柏林 – 台北 百人
創業家網絡 

交大加速器 

Venture  
Process  

15 

80 

400 
25 

NCTU 

NCTU+New Taipei 

NCTU+New Taipei+National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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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創業家 

產品驗證 

市場驗證 

創業交流 

國際夥伴 

策略投資 

交大創業生態系統 

 Intel Challenge Champions 

• 2013: Golface : The Best Golf Experience  
http://www.golface.com.tw/golface/ 
– NT 9 millions angel fund raised, 2013 

 
 
 

• 2014, bOMDIC:  GoMore              
http://www.bomdic.com/ 
– NT 20 millions angel fund raised, 2014  

交大 
加速器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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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能否引領產業發展 ?  ( T B D )  

• Cloud Computing 
• Data Science(資料科學) 
• In-Memory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所有的
資料運算都在記憶體中) 
 

• Complex-Event Processing 
• 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Framework(資訊能力框架) 
• Internet of Things 
• Smart Advisors(智能顧問) 
• Telematics 
• Virtual Personal Assistants(個人虛擬助理) 

• Big Data Analytics for Customer 
Intelligence Content Analytics(客
戶智能的巨資分析) 

• Content Analytics(內文分析) 
• Enterpris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企業/組織資訊結構) 
• High-Performance Message 

Infrastructure(高效能訊息(通訊)基
礎建設) 

• In-Memory Data Grids(所有的資料
格網都在記憶體中) 

• Intent-Driven Customer 
Systems(意向驅動客戶系統) 

• Predictive Analytics(預測分析) 
• Social Analytics 

• Big Data Analytics for Fraud and Security(巨資分析上的安
全及詐欺) 

• Context Brokers(內文掮客) 
• Data as a service 
• Graph Analysis 
• Hadoop-Based Data Discovery 
• Linked Data 
• Logical Data Warehouse 
• MDM and Social Data(行動裝置管理及社交資料) 
• Natural-Language  Question Answering(自然語言問答系
統) 

• Open Data 
• Prescriptive Analytics(時效性分析) 
• Quantified Self(量化生活) 
• Search-Based Data Discovery Tools(數據發現搜尋系統) 
• Supply Chain Big Data Analytics 
• Wearable User Interfaces(可穿戴使用者介面) 

Example: Big Data產業技術10年規畫 
2-5 year 5-10 year 

所 
需 
技 
術 

改 
變 

建議 

• 建構 產學研IP聯盟 共營機制，進而全方位與台
灣企業策略合作 (+ 國際合作) 

 
• 建立 多領域 國際級創業生態系統， 加速創業
國際化機會 
 

• 完成 政府創業工具串接機制，精進創業效率 
 

• 推動 引領產業發展的研究系統 (under 
development)，擴大產業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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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looking for Glob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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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Ⅱ]-高教組 

引言人(2) 

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 

蔡明祺主任 

 

現職 

國立成功大學  

  研究總中心 主任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 秘書長 

IEEE Taiwan Tainan Section Chair 

學歷 

英國牛津大學 工程科學系     工學博士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碩士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經歷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技術發展處 處長 

國立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 研究總中心 馬達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國立成功大學 技轉育成中心 主任 

英國劍橋大學 工程系 訪問教授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技術發展處 控制學門召集人 

學術榮譽及獎賞 

行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2014) 

102 年度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2014) 

R&D 100「超薄型馬達 Coin Type Motor」(2013) 

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績優產業創新學術獎 (2012) 

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年度科專楷模獎 (2012)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 (2005/2009/2012) 

中華民國自動化科技學會 CIAE Fellow (2010) 

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銀牌(機械類) (2010) 

德國紐倫堡發明展金牌獎「馬達模組」 (2010) 

首爾國際發明展大會金牌、俄羅斯及塞爾維亞國家特別獎 (2009) 

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 產業深耕獎 (2007)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 CACS Fellow (2007) 

英國 IET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Fellow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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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創業‧產學合作

蔡明祺

成功大學 研究總中心 主任
南科產學協會秘書長

研發 VS 創新

2

研 發

創 新

研發- Discover Something New

創新- Commercialize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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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育成中心

專利

技轉

新創

育成

智財服務‧產學合作

3

加值服務‧創新投資加值服務‧創新投資

4

89



為什麼要申請專利?

• 只是單純保護自己的創新研發成果?

5

目的不同‧用途大不同

• 產業界
– 保護自己

• Making (製造)、Using (使用)、Offering for sale (要約販賣，廣
告推銷)、Selling (販售)、Importing (進口)

– 積極：攻擊對手

• 要求和解金或授權金，以維護權利

• 學術及研究單位
– 榮譽 (KPI專利)

– 積極：技轉

• （ Offering for sale，要約販賣，廣告推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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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2014~2020年預估專利維護費與件數

7

228

398

584

576

575

582

583

NT$1,000,000

NT$2,000,000

NT$3,000,000

NT$4,000,000

NT$5,000,000

NT$6,000,000

NT$7,000,000

NT$8,000,000

NT$9,000,000

NT$10,000,000

NT$11,000,0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專

利

維

護

費

用

年份

根據2001~2013年已獲證，維護中專利

專利費用‧逐年遞增

修訂管理辦法‧自我投資管理

※創作人分攤專利申請費用

8

方案 校方分攤比例 創作人分攤比例

A 80% 20%
B 50% 50%
C 0% 100%

專簽核准由校方負擔
全部專利費用

100% 0%

備註：近三年專利相關費用平均為2780萬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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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申請與獲證情形

123

188

372

465

377

278

61 62 64
86

99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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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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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專

利

費

用
︵

萬

元
︶

件

數

專利費用 專利申請 專利獲證

有反應!

9

智財活水‧循環專利池投資

10

專利池

校分配部
分之50%

一、二級單位
分配部分(4%)

※經費來源技轉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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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大產學–永續思維成大產學–永續思維

主題
研發

廠商

學校團隊

資金/人力

任務導向研發‧關鍵投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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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像~~~
吃火鍋用的電磁爐加熱技術
可以用來治病嗎?

13

創新加值_案例

13

電磁感應熱治療醫療器材

燒灼破壞
腫瘤（癌症）

電磁
線圈

治療針具

將治療針具加熱

醫學院內科部林錫璋醫師團隊

磁感熱療‧隔空加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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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研發♁學研整合

15

500+500=1000萬/年

金工中心

醫+工+電資 跨領域研發
成大

「磁感熱療系統，應用器及針具開發用於微創治療術」

成果加值創新服務成果加值創新服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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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Location: 醫學院10樓 82-1018室

• Main office: ext. 81321

• 智財律師
• 國際技轉
• 育成服務

醫學院 技術經理駐點服務投資

創投
教授
團隊

‧ 國科會楊啟航顧問

‧ 林錫璋醫師團隊

‧ 方晶晶教授團隊

‧

資金媒合會‧引入矽谷創投專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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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需開刀切割之乳癌治療

人
體
用
治
療

寵
物
用
治
療

電磁熱療醫材‧關鍵轉向

19

Mast Cell Tumor

no resection
no in-situ reconstruction
no skin-grafting
no suture 
no influence from heparin & 
histamine

14-year-old dog, low-grade, multiple and metastatic. (left) pre-op; (mid) burning; (right) post-op.

12 -min ablation 

25 -min total operation secondary self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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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ing Process （Cont’d）

PO 1.5 months, Augus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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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 高端醫療器材開發

研發腫瘤醫療
感磁熱消融設備

人體臨床試驗第二期
成功大學醫院

成立新創公司
台灣恩寧股份有限公司

人
醫

獸
醫

通過臨床試驗後
將成立第二家新創公司 先進入市場

產學服務平台‧結盟打天下
 整合研發資源

 建立人才資料庫

 跨校智財服務

 創意行銷

 國際技術推廣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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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加值服務‧創意情境

發明團隊
成功大學醫學院
創新醫療科技中心
林錫璋教授

腸胃內科、醫學工程、放射線科、
核子醫學科

技術設計單位
成功大學三創中心
謝孟達執行長

電腦動畫模擬、機械人系統、工業設計
、感性工學、類神經網路、電腦輔助設
計與製造、網路系統整合、醫療器材設
計

合作題目
磁感熱療技術在腫瘤消融與臟器止血切除之應用

25

甲狀腺腫瘤
副甲狀腺腫瘤

乳腫瘤

肝臟腫瘤

攝護腺腫瘤

腎臟腫瘤

下背神經痛

磁感熱療 內臟腫瘤治療應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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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團隊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系
方晶晶教授

虛擬實境、客製化專業軟體開發、電腦
圖學、醫學工程

技術設計單位
義守大學
傳播與設計學院
陳國祥院長

造形語言、形態建構與風格關聯、風格
再現、感性工學、感性設計、系統方法
與設計、新產品設計與開發、資訊設計、
互動設計與文化議題

合作題目
X型齒顎重建演算技術

技術成果 創意情境 加值服務 個案

27

創新創業 輔導實例

產品與服務

人工植牙療程規畫
及手術輔助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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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從生技領域，
成功大學開始推動

步驟五
步驟四

步驟三
步驟二

凝聚跨校研發
整合

媒合技術會4/19
於南科舉辦

複製
生技發展模式至奈米、
精密機械、能源

豎立
『成功俱樂部』
產學交流平台

步驟一

四、〝S〞TTBIC (1/11)

29

成功俱樂部-活化南科‧產學媒合

校園創業‧永續生態鏈

新創育成

智財佈局

技術授權創新創業

萌芽探勘

永續營運智慧資產 實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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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

由動物、植物、微生物共同組成的永續生態體系

永續生態鏈

31

103



104



 

分組討論(Ⅱ) 

研究務實、跨域整合 

 

技職組 

 
主持人：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姚立德博士 

引言人：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  陳振遠博士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校長  侯春看博士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楊正宏博士 
 

  





 
 

 
 

 

分組討論[Ⅱ]–技職組 

引言人(1)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振遠校長 

 

現職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校長 

 

學歷 

美國德州大學達拉斯分校 財務博士 

 

經歷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財務金融學院代理院長、管理學院院長、 

  企業管理所所長、技術合作處處長、財務管理系主任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行長(借調) 

菁英創業投資公司經理 

中華開發信託公司投資處專員、高級專員、襄理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理事長 

保險安定基金會董事 

臺灣菸酒公司獨立董事 

中衛發展中心董事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監察人 

光頡科技公司監察人 

 

榮譽 

科技管理學會「院士(Fellow)」（2014） 

李國鼎管理獎章（2009） 

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2008） 

呂鳳章先生紀念獎章（1999） 

國防部優秀義務役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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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校長 陳振遠 

 

中華民國104年1月16日 

 

104年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分組討論引言 

研究務實、跨域整合(技職組) 

1 

2 

壹、案例分享 

一、區域產學跨域整合計畫 

二、創新創業跨域整合計畫 

三、人才培育跨域整合計畫 

四、跨部會產學連結平台 

貳、未來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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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壹、案例分享 

4 

一、區域產學跨域整合~中草藥跨域產學計畫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夥伴學校醫護跨領
域整合精進計畫」延續補助之跨域整合計畫 

• 中草藥產業為深具潛力新興產業之ㄧ，建立中草藥產學平台，
可共創產業價值，達產學雙贏 

• 103年2月21日共組「南臺灣中草藥產學聯盟」(由大仁科技大
學主導聯盟)，成員計 8家學校/科研單位與17家廠商/農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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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產學跨域整合~中草藥跨域產學聯盟 
第一科大 
區產中心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暨健康學院 

陳福安院長(總計畫) 

•大仁科技大學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輔英科技大學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護領域伙伴學校 

•臺灣中醫藥學會 

•台灣區中藥工業同業公會 

•其他製藥與生技公司 

產業界 

大仁科大 
分項計畫二 

種
植
技
術 

大仁科大 
分項計畫三 

口
腔
護
理
產
品
研

發
與
製
造
技
術 

大仁科大 
分項計畫四 

安
全
性
評
估 

高美醫專 
分項計畫五 

香
粧
及
手
工
皂
產
品

研
發
與
製
造
技
術  

嘉藥科大 
分項計畫六 

產
業
人
才
培
育 

輔英科大 
分項計畫七 

中
草
藥
功
效
與
電
子

商
務 

大仁科大 
分項計畫八 

產
品
成
果
發
表
會
與

行
銷
推
廣 

生
技
系  

洪
堂
耀 

藥
學
系   

謝
伯
銓 

食
品
系   

謝
登
恩 

護
理
科    

曾
達
峯 

保
健
營
養
系    

吳
明
修 

藥
學
系    

黃
秀
琴 

藥
學
系    

林
鳳
蘭 

5 

商品化成果展示 產學技轉簽約 成果發表暨論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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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4/2/14 Food Safety For Sure (FS2) 

二、創新創業跨域整合~跨校跨域創業合作計畫 

 第一科大與海洋科大共組「食在安全一定隊」創業團

隊，該創業團隊為跨校跨領域結合，成員專長互補 

8 2014/2/14 Food Safety For Sure (FS2) 

二、創新創業跨域整合~跨校跨域創業合作計畫 

 通過國科會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二階段評選，獲創業

潛力獎，新台幣30萬元獎金與63萬元補助款 

該團隊系統養殖出5.7公斤龍膽石斑 實在安全一定隊-獲創業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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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4/2/14 

二、創新創業跨域整合~養殖與資通技術跨域合作 

 該團隊提出「魚菜共生水氣耕養殖機創新技術與商業模式」 

 高密度淺水養殖，將淺水槽往上堆疊充分利用空間 

 魚菜共生，結合蔬菜種植，分層養殖魚蝦等水生物 

 e化養殖工廠，結合LED太陽能打造室內養殖工廠全程雲端監測 

石斑機6合1模組 

創
新
創
業 

光電魚菜棚 

10 

二、創新創業跨域整合~保健食品開發技術跨域合作 

 團隊名稱：精力夯(S-Power) 

 合作計畫：研發具增強男性精子功能之組合式天然物品飲品配方 

 合作單位：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健康與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補助計畫：第一科大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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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創新創業跨域整合~保健食品開發技術跨域合作 

男性精力保健市場 

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第一科大 
環境健康與生物
科技研究中心 

12 

三、人才培育跨域整合~數位化模具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名稱：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之數位化模具產業 

 計畫目的：培育具有產業先進設備系統設計、創造力、跨領域整合  
                          或專業技術之人才 

  整合面向：組織制度面 

                        教師專業面 

                        學程推動面 

                        教學多元面 

                        產學媒合面 

                        學術交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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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人才培育跨域整合~數位化模具人才培育計畫 

• 建立資源中心平台 
• 連結策略夥伴/學程學校 
• 成立推動及諮詢委員會 

 數位化模具跨域整合人才培育模式 

組織
制度 

教師
專業 

學程
推動 

教學
多元 

產學
媒合 

學術
交流 

• 引進業界教師 
• 整合跨校教師 

• 推動數位化模具學程 
• 頒發學程證書 
• 辦理專題實作競賽 
   暨成果展示 
 • 成立教材編撰委員會 

• 開發課程教科書/教具 
• 開放共同教學實驗室 

• 媒合產學公司 
• 安排學生業界實習 
• 安排學生業界參訪 
• 提供智財諮詢服務 

• 舉辦國內外模具學術研討會 
• 推動模具相關技術證照考試 

14 

三、人才培育跨域整合~數位化模具人才培育計畫 

「圖解模具製造」第一科大郭文正 

「電腦輔助沖壓模具設計」第一科大林栢村 

「智慧型壓鑄模具生產技術」海大莊水旺 

「模具材料與熱處理」第一科大楊玉森 

「塑膠射出成形模具設計與分析」臺科大陳炤彰 

夥伴學校
開發出版 
6 本模具 
相關教材 

「熱處理檢定-丙級學術科秘笈」南臺科大吳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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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部會產學連結平台運作 

 與高教體系大學締結策略聯盟，共同推動跨部會產學連結平台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與國立中山大學南區促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及國
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締結策略聯盟，有效整合運用產官學研資源，積極推動跨部會產學連結平
台之運作。 

 
 
 
 
 
 
 
 

 
 
 
 
 
 
 
 

 
 
 
 
 
 
 
 

 
 
 
 
 
 
 
 

 
 
 
 
 
 
 
 

 
 
 
 
 
 
 
 

盤點產業需求及未來
發展趨勢 

規劃產學合作研究議
題 

規劃建教合作機制 

推廣人才培訓 

加工出口區及南部科
學園區資源平台共享 

協助廠商開設產業學
院課程 

1 

2 

3 

4 

5 

6 

共 
同 
合 
作 
內 
容 

16 

貳、未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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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研究務實、跨域整合~未來建議 

首重產業/市場需求的跨域研究整合 1 

先從校內跨系合作開始，再跨校整合 2 

須重視人才培育的研究整合 3 

以創新創業為媒介 4 

強化資源共享，深化團隊夥伴關係 強化資源共享，深化團隊夥伴關係 5 

6 建置跨領域研究媒合平台與機制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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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Ⅱ]–技職組 

引言人(2)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侯春看校長 

 

 

現職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校長 

 

學歷 

清華大學材料科學工程系碩士、博士 

伊利諾理工學院冶金及材料系 博士班二年 

 

經歷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副校長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教務長 

國立雲林技術學院技術合作處 處長 

中國鋼鐵公司研究發展處 工程師、副研究員 

 

榮譽 

行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行政院研考會甲等研究獎 

Who is Who in the World 

Who is Who in Scientist in America  

 

學會活動 

IEET 理事 

中國材料科學學會 理事 

中華民國磁性技術學會 理事、監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大學校務評鑑委員、系所評鑑委員 

教育部技術學院評鑑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數位學習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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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校長會議-產學合作 
研究實務及跨領域整合 

引言簡報 

報告人：侯春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3年12月18日 

1 

簡報大綱 
一. 研究實務及跨領域整合實施策略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模式 
B. 區域產業聯結 
C. 機動制度調整 
D. 強化產學連結建設 

二. 產學合作亮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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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實務及跨領域整合實施策略 

1.強化產學研發接軌。  
2. 區域產業服務與合作。 
3. 區域策略聯盟。 
4.深耕在地，學用合一。 

1. 對外形塑產業學院、對內成立產
業學程。 

2. 推動親產業課程。  
3. 推動「互惠型」產學教育合作。 

1. 縮短學用落差，實務專題結合產
業實習。 

2 .改善教師評鑑及升等機制，促進
師資產業經驗。 

3. 制訂輔導創新創業辦法，落實知
識產業化。 

1. 興建「研發產品展示及技轉中心
(YunTech願景館)」 

2. 興建「YunTech產學研大樓」 

A.務實致用的 
人才培育 

C.機動制度調整 D.強化產學連結建設 

B.區域產業聯結 

3 

1.對外形塑產業學院、對內成立產業學程(1/2) 

University-Industry 

產學合一 

產 業 學 院  
教 育 訓 練  
諮 詢 輔 導  

對外(產業學院) 

對內(產業學程) 

產 業 學 程  
跨 領 域 課 程 / 競 賽
就 業 輔 導 / 媒 合  

實
務
接
軌 

人
才
培
育 

產業大學 

產業課程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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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3 年YunTech 共啟動3個產業學院：瑪吉斯學院、盛群學院、霖宏學院；14類產業學程 

高職名稱 產業別 專班名稱 合作單位 

103-1已開課 高雄高工 機械科 產業精密機械專班 上銀科技 

預計 
104-1開課 

秀水高工 模具科 模具工程產學 
攜手專班 

結合帝寶工業、升旺工業、
順德工業、全興工業及至興
精機等公司。 

台中高工 工具機產業 五軸加工機 
人才培育專班 中區職訓 

已規劃申請 

西螺農工 
虎尾農工 輪胎產業 機電人才培育專班 正新橡膠工業 

台中家商 營運管理 產業涉外 
國貿人才專班 信義房屋 

規劃中 復興美工 數位媒體 數位媒體人才專班 正崴科技 

 推動技職一貫特色課程    成立5個產學攜手合作與產學訓專班 

課
程
彈
性 

實
務
增
能 

對外成立產業學院、對內形塑產業學程 

邀請業界專家學者面對面與學生進行互動式的分享，已辦理108場校外參訪、97場跨主題講座、
5場座談會、7場成果展，並辦理9種類型之工作坊，輔導學生取得證照，如已輔導94名學生取
得文創產業經營管理師證照、 115名取得文創產業行銷管理師證照。 

跨主題會展、論壇、工作坊與校外參訪 

5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1.對外形塑產業學院、對內成立產業學程(2/2) 

2. 推動親產業課程(1/3) 

1. 上銀科技 
2. 金居開發銅箔 
3. 士林電機 
4. 智崴資訊 
5. 中國鋼鐵 
6. 健豪印刷 
7. 三五紡織 
8. 義成工廠 
9. 金統立工業 
10.幸記工業 
11.聖岱實業 

 

 第一步：校長帶領教師及學術主管，參訪企業 

12. 台灣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3. 光榮工業 
14. 皇盈企業 
1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6. 巨大機械工業 
17. 豐泰企業 
18. 永康醫材 
19. 旭然國際 
20. 京和科技 
21. 明輝能源 
22. 台灣捷時雅邁科 等30餘間 

 

─ 以瞭解業界緊缺人才所需能力和技術創新缺口，編輯產學共
用教材，同步培育該人才所需具備趨勢職能。 

校長二年參訪50間廠商 

廠商現場向本校反映問題 

6 

雲林工業區與本校簽約 

對外產業輔導團 

緊密產學鏈結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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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組產業教學社群，鏈結週邊產業，依據業界需求開設人才培育課
程包含：6產業學程、6產業學院、5親產業課程模組、5個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 
 

第二步：發展22個親產業課程 

7 

愛在七美座談會 

產業學程上課情形 

自行車廠商間交流會議 

產業合作辦學 
對內產業教學社群 

1. 修習學生數：逾 23726 人/年。 
2. 參與教師數：平均 601 人次/

年。 
3. 開設課程數：平均 376 課程/

年。    
4. 企業參與數：22家企業。 
5. 學生赴產業參訪：363次。 

親產業課程招生說明 

2. 推動親產業課程(2/3) 

工程 管理 設計 人科 

次 65 84 73 141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 實習生薪資、保障大幅成長 
  
    

1. 學生赴雲科大認證之教學型企業
實習： 
實習生100%投保勞保/團保、健保， 
並提供實習津貼/獎助金。 

2. 最高實習津貼：41K /月 (102年) 。 
3. 科技廠平均津貼：25K - 28K /月。 

海內外實習廠商與機會:  
    99年29家→103年340家 
辦理實習媒合與輔導： 
    教師赴企業訪視2次 

協助雇主留任 優秀人才 
103年 78.6 % 

102年 81.6 % 

學分數: 
   學期10學分、暑期2學分 
全學期實習減免雜費20% 
開設實習課程科系:  
   99學年17% → 103學年90% 

依提供留任機會廠商留任率計算 

─ 主動拜訪業界，規劃校外實習 
1. 教學卓越中心配合校長訪問業界， 

輔導建立實習生制度，調查業界
需求。 

2. 學生畢業前修習校外實習課程比
例，佔畢業班人數56.7%。 

 第三步：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教學型企業實習 

高留任率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2.推動親產業課程(3/3) 

8 

119



─校內成立 4 個產業研究中心。 
─設立產業鏈結辦公室與產業 
服務專線。 

─完成輔導超過 38 間產業工/ 
協會，締結策略聯盟。 

─103年進駐雲林科技工業區，
支援人才培育合作，  輔導技
術升級。 

對外服務：校長召集，組織教師產業輔導團 32個 

9 

    3.推動「互惠型」產學教育合作(1/2) 

103年8月5日 

9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推動產官學共同指導學生團隊 

10 

推動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補助產業參訪、業界專家校園交流、校外專業研習等。 
1. 平均每年選送六分之一教師，參加廣度研習類型活動 (約64位/年)。 
2. 校外多元專業研習：133次。 

─ 建立合訓平台：由盛群半導體等96間企業、配合20個政府部門活動。 

─指導學生型產業實務專題計畫：完成167件。 

 學生大贏家 
1. 榮獲「102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學生抱4萬獎學金回家。 
2. 榮獲「103上銀科技全國機械碩士論文獎評選」 

台大第1、雲科大第2(學生獎金80萬)、清大第3 。 
3. 榮獲「102上銀科技全國機械碩士論文獎評選」  

雲科大第4(學生獎金30萬) 。 

3.推動「互惠型」產學教育合作(2/2)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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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教師投入「互惠型」產學教育合作效益     

對外組成產業輔導團；對內召集產業教學社群 

─ 79%專任教師具業界實務經驗，自成鄰近區域4大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1. 推動：產學共用教材，參與業界研習，產學共同指導。 
2. 衍生：產學合作金額，平均每位教師一年約200萬元。 
3. 新增74門課導入業師協同教學，由園區引進業師人數87位。 
─103連續10次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全國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優學校。 

技術協同教學 教師業界研習 工業設計合作 產學合作績優獲獎 

A. 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模式 

• 相關教學軟硬體資源共享 
• 組成跨領域團隊 
• 與高中職垂直整合 
• 研發成果發表與推廣 
• 學生聯合指導 
• 跨校修課 

• 提供學生微型創業培育 
• 提供新創事業育成 
• 協助爭取政府資元 
• 協助研發成果商品化 
• 協助小批事量產 

• 對外形成產業學院、對內形塑產業學程 
• 與企業合設實驗室 
• 協助技術升級與研發 
• 企業提供實習場域 
• 即時輔導與關懷 

• 經驗交流 
• 聯合技術開發 
• 產學合作參訪 
• 員工進修訓練 
• 工安、毒災應變即時服務 

創新創業策略聯盟 

特定產業聯盟 

工業區策略聯盟 

學校策略聯盟 

1.強化產學研發接軌 

12 

B. 區域產業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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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輪胎產學合作說明 工具機公會mou簽訂 

中部工業區、臺大分院…策略聯盟簽約 

2.區域產業服務與合作(1/4) 
B. 區域產業聯結 

13 

產品創意與 
創新設計研發 

快速成型樣品 
設計研發 

模具設計與自動化 
生產加工技術 

熱處理與表面處理
技術 

材料檢測與 
分析技術 

產品自動化管理與 
品牌行銷策略 

跨學院教師參與數：25人 
預估選修學程學生數：200人 
陸續產生研發成果，將回饋課程 

手工具學院學程 

B. 區域產業聯結 
2.區域產業服務與合作(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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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正新共同說明產業學院成效 

合作辦學，成立「正新瑪吉斯產業學院」 
         研發回饋：師生產學合作共25件，金額約1,480萬元 
                 衍生效益經盤點可為正新公司每年創造逾1億1千萬之效益 

雲科大 

企 業 

YunTech親產業課程的 
絕妙效益 

 

     教師教其所專 
     學生學以致用 
     產業用其所需 

 
 
 

參與教師數：38 人 
選修學程學生數：158人、產生22件作品研發成果 
回饋課程數： 15 門 

12/12 正新成果展合影 

正新瑪吉斯產業學院 

B. 區域產業聯結 
2.區域產業服務與合作(3/4) 

15 

 85%專任教師具產學實務經驗 
─ 對外組成跨領域之產業輔導團。 
─ 結合專師與業師，推動產業實務教學與產學顧問服務，合作編寫實務教材。 

產業輔導計畫 

16 
技術協同教學 教師業界研習 工業設計合作 產學合作績優獲獎 

學界 
關懷 

老師擔任 
廠商的 
輔導專家 

每月兩次 
蒞廠診斷 
輔導廠商 提出42個 

改善方案 

1. 學界關懷計畫，已有9位老師與12家廠商合
作，並已提出42個改善方案。 

2. 與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上銀科技
與正新橡膠工業進行產學合作，對外提供企
業客製化的產業英語課程，對內協助培訓產
業涉外貿易人才，目前已開辦多益課程與英
語溝通課程。 

B. 區域產業聯結 
2.區域產業服務與合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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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結合－策略聯盟 

17 

YunTech充分考量區域工商發展與地方需要，
以服務地方，成為國內產業界的科技推廣和
技術服務中心。  

雲林科技 
工業區 

六輕 
工業區 

斗六 
工業區 

彰濱工業區 

中部科學
園區 

高雄軟體
園區 

簽訂 
合作備忘錄  

B. 區域產業聯結 

4.深耕在地產業，學用合(1/2) 

 協助雲林縣傳統產業轉型加值成觀光工廠 
 - 如興隆毛巾、榮興紙業、源順芝麻油、大同醬油等。 

 建置雲端農業服務系統，推廣雲林縣農產品。 
 協助正新輪胎公司斗六新廠的裝機試俥，提升產能。 

 103年創新技術專利件數計61件。 
 產學合作金額逾3.24億元，較去年成長1.19% 。 
 技術移轉金額約1,500萬元，為去年之3倍。 
 YunTech近3年產學執行具體績效每年核定之產

學合作平均件數為 376 件。 

18 

營造親產學環境 
• 逾7成教師投入產學合作，
居技專校院第1名！ 

• 產官學合作收入平均每位
教師超過220萬元！ 

B. 區域產業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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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作包含： 

4.深耕在地產業，學用合(2/2) 

 由學生成立創毅資訊有限公司開發雲端農業服務系統，為雲林縣農特
產品行銷，建立農產品生產履歷，透過全聯社等通路銷售，本年度營
業額已達750萬元，提高農民收入約30%。未來包括斗六的茂谷柑、
柚子、莿桐的蒜頭、全縣農產品都可成為雲端農產品。 

19 

YunTech「雲端果園」用工業管理技術行銷農產品 

安全優質農產品 創造農業就業機會 
農民 消費者 創業團隊 

傳統農業 

    轉型雲端產業 

農民收入提高 

B. 區域產業聯結 

1.修改實務專題、校外實習相關辦法，校外實習結合實務專題 
修訂實習要點補助各科系汰換舊有的教學設備，以改善學校的教學環
境、提升學生實作能力，縮短與產業界落差。 

– 102學年度推動學生參與實習科系已提升至19系，占全校比例95%；其中，必修課程占43.75%。 

訂定「學生產業實務實習教務處理要點」，規範自103學年度入學之
大學部新生，需於畢業前修習至少320小時之產業實務實習，將實習
課程列為畢業門檻之一。 

2.改善教師評鑑及升等機制，精進師資產業經驗 
延續「教師技術升等補助辦法」推行，鼓勵專任 教師以技術報告或作
品升等，從事專業創作研究 ，提升師資素質及學術研究，並協助創作
型及技術型教師進行研究盤點輔導，提高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之比例。 

– 103年計有2位教師以技術報告提出升等。 

3.制訂師生創業要點 
為促進本校之研發成果推廣與應用，設立商品化推動小組，由副校長、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具創業實務經驗之人士及法律專家共同組成。
推動師生創業作業要點，鼓勵教職員生落實學校創新研發成果商品化，
引領校園創業氛圍，創造就業機會。 

20 

C. 機動制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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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Tech願景館為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捐贈1500萬元，結合教育部發
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興建而成。  

 結合永續、綠能、智慧、創新為全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相關研發作
品展示中心，建築採用太陽能導光及光電系統、地下水熱交換、地板冷
卻系統等創新建築設施，結合永續、綠能、智慧、創新的智慧綠建築。
館內展示本校國際發明展的得獎作品多件研發作品，展現YunTech師生
豐沛的研發能量。 

 YunTech願景館為智慧綠建築與創新技術產學合作、研發、展示、技術
服務及交流平台。期盼願景館成為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合作交流平台，未
來更將擴及中部地區17所聯盟學校，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 

建設進度 
•第一期建設已於102年完工，103年5
月1日開幕。 

•第二期建設已於103年7月26日開工，
預計103月12月8日完成驗收，二期建
設延伸一期之建築概念，將作為展示
中區聯盟學校師生研發作品空間及學
術交流之交誼空間。 21 

1.興建「研發產品展示及技轉中心(YunTech願景館)」 
D. 強化產學連結建設 

 在教育部補助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的
挹注下，建構永續經營之產業聯結模式，
興建「YunTech產學研大樓」，期藉由
優質企業、新創團隊及中區聯盟學校進
駐及產學合作。針對產業問題融入教學
個案，帶領學生實際參與解決產業問題，
使學生瞭解產業趨勢並學以致用。 

 

建設進度 
•已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初步設計規劃，目前將
初步設計規畫轉陳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核。 

• 102-103年進行委託規劃設計及請領建築執
照等法定作業程序、104年4月動工興建、
106年2月完工。 

YunTech產學研大樓設置空間包含： 
 

1. 成果展示空間 
2. 多功能實習工廠 
3. 技術資訊暨創意空間 
4. 產業聯誼中心 
5. 產學智財與育成營運中心 
6. 廠商培育室 
7. 學生微型創業培育室 
8. 研發成果試量產中心 
9. 產品測試中心 
10. 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 
11. 中區技術校院創新創業平台 
12. 完善的公共設施等空間 

22 

2.YunTech產學研大樓 
D. 強化產學連結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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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未來可作為： 
1.第三方檢測機構 2.手工具人才培育訓練中心及 3.技術合作之聯繫及推動…等，進而協助民間公司
開發、研究、改良、發展及創新手工具，進而提升手工具研究技術，共同邁向典範手工具。 

手工具產業鏈結與創新研發 

23 

  與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於本校成
立「次世代手工具工程研究中心」，為國內
產官學研在手工具領域的技術與資訊交流平台。期
能帶動台灣手工具產業技術升級及手工具效能創新，
藉此提升手工具產業國際競爭力，奠定雲科於國際
間之手工具品牌形象。 

【設計學院】 

外形設計 
【工程學院】 

加工技術之升級與改良 
【管理學院】 

行銷、推廣與管理 

二、產學合作亮點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Thank you.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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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論[Ⅱ]–技職組 

引言人(3)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楊正宏校長 

 

 

學歷 

美國北達科達州立大學資訊科學 博士 

 

經歷 

嘉義縣社區大學 校長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校長  

中央研究院 訪問學者 

教育部電算中心 主任  

教育部顧問室 顧問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授兼電算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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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務實．跨域整合 

1 

2 

•國家發展與實力重要指標－ 
• 科技水準 
 

•技職院校／特色發展願景－ 
• 回應產業現況與未來需求 
• 建立優質可行教學研發策略 
• 引進業界資源，共同教學與研發 
• 培育具創新研發及動手實作能力學生 

 
129



3 

•教育研發策略－ 
• 營造活力校園、推廣健康價值 

（培養積極學習態度） 

 
• 建構數位雲端環境、打造智慧學習校園 

（增進自主學習思考力） 

 
 
 

4 

•教育研發策略－ 
• 扎根智財思維、擴展產業應用 
（提升創新研發能力） 
 
• 強化核心技術、重視實學實作 
（學習用手實作思考） 
 
• 連結區域產業特色、深耕產學共訓機制 
（優化學用合一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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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 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 研發創新實用技術 
• 無所不在自主學習 
• 增進國際移動量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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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提案 

  





 
 

 
 

 

討論提案 

主持人 

教育部 

吳思華部長 

 

學歷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博士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 

國立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學士 

 

經歷 

教育部部長 

教育部高等教育審議會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董事 

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 

經濟部顧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建國百年基金會董事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理事長 

教育部學審會常務委員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董事 

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臺灣傅爾布萊特學友會理事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董事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行政院科技顧問室顧問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 

國立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力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 

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所長 

哥倫比亞大學、喬治梅森大學訪問學者 

國立政治大學講師、副教授、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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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提案 

主持人

科技部

錢宗良政務次長

學歷

臺灣大學動物學系學士（1980.9~1984.6） 

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研究所碩士（1986.9~1989.6）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醫學院病理學博士（1989.9~1995.6） 

經歷

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研究所講師（1995~1996） 

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研究所副教授（1996~2006） 

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客座研究員（1999） 

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教授（2006~迄今） 

教育部顧問室生醫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教學資源中心主持人（2006~2010） 

臺灣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執行長（2007~2014.3） 

臺灣大學醫學院學生事務分處主任（2008~2014.3） 

臺灣大學醫學院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功能性）（2009~2012）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NRPB）辦公室副執行長（2010~2012.2） 

中華民國解剖學會理事長（2010~2014.3） 

臺灣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功能性）（2011~2014.3） 

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行秘書（2012~2014.3） 

臺灣幹細胞學會理事長（2014~迄今） 

科技部政務次長（2014.3~迄今） 

榮譽

2005 年 青杏醫學基金會第 16 屆青杏醫學獎 

2007 年 臺灣醫學會第 100 屆總會故杜聰明博士紀念演講獎 

2010 年 臺灣大學教師校內 服務優良獎 

2007; 2008; 2009; 2012 年 臺灣大學 教學優良獎 

2009-2012 年 The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Bio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2009-2012 

2012-迄今 The Editorial Board of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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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校提案案名一覽表 
序號 學   校 

協(進)會 
案                  由 提送科技部會 

1.  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有關行政院訂定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

類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列原則及基準」及相關部會

之科學及技術類研究計畫之行政管理費標準已多

年未調整，為因應學校執行計畫相關成本日益攀

高，建議提高前述管理費編列比例上限及增訂下

限，並統一訂定所屬部會管理費計列標準。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會計處 
 

2.  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建請教育部持續放寬碩士班招生名額管制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3.  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建請開放各校自行決定每學期上課週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4.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有關攬才留才之人力成本，建請予以資本化，提請

討論。 

教育部會計處 

5.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為有效執行學術機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確切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精神「防止職業災害，保障

勞工安全與健康」，期望另訂適用學術機構運作之

規定，或作出解釋。 

勞動部/教育部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 

6.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目前科技部專題計畫(含大專研究生計畫)之「二代

健保補充保費」、「勞工退休金」及經濟部學界科專

委託計畫之「勞工退休金」其雇主應負擔部分均要

求由『管理費』支應顯不合理。建請將計畫內聘用

之相關人力費用回歸由計畫內之『業務費』或『人

事費』支應。 

科技部/經濟部 

7.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國立科技大學校院

協會) 

建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經濟部學界科專計

畫，放寬執行計畫聘僱人員之公提勞工退休金，由

計畫相關人事或業務經費項下編列經費提撥。 

科技部/經濟部 

8.  國立中央大學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建議放寬適用科研採購經費來源需全數來自科發

預算之限制。 

科技部/公共工程委

員會 

9.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

會) 

建議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各大學校院聘任外籍學

者之相關計畫，能增加校際演講或校際座談或校際

研究等跨校交流的績效指標，作為審核的績效指標

之一。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科技部 

10.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

會) 

請教育部協助解決各校院微軟校園軟體授權問題。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 

11.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國立科技大學校院

協會) 

建請教育部鬆綁「大學法」第 14 條中大學契約進

用人員不得擔任行政主管乙案，提請討論。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2.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國立科技大學校院

協會) 

學校新創公司之地址可登記在學校，其營運以促進

社會公益為目的，不以營利行為認定。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 

135



序號 學   校 
協(進)會 

案                  由 提送科技部會 

13.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國立科技大學校院

協會)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勞工，在學生方面界定

不清，建請教育部應行明確正面表列統一規範，何

種型態之學生為該法規範之勞工，以供各校遵循；

及該法要求配置的專任護理人員，建請教育部明文

函示可由學校護理人員擔任。 

勞動部/教育部綜合

規劃司/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 

14.  建國科技大學(私立科

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針對臺灣人口少生化問題，因為部分私校停辦退場

及其他私校依法辦理教師退休或資遣等，此對於私

校退撫儲金會之經費支出將來是否會轉為赤字？

將如何處理？ 

教育部人事處 

15.  朝陽科技大學(私立科

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私立學校所負擔 50%之超額年金按月撥付方式改

由承保機關代撥建議案。 

銓敘部 

16.  萬能科技大學(私立科

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建請教育部審視技專校院 104 學年度總量招生名

額分配限制之規定，期統合高教司能採一致配套作

法，俾符未來我國產業人力結構需求。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 

17.  龍華科技大學(私立科

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各技專校院系所招生管制，建請考慮由源頭高職端

檢討管控其科組及人數設置。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8.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

校(專科學校教育聯

盟) 

建請修訂「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

點」，開放「專科學校」申請案，提請審議。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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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案 

提案學校 國立臺灣大學 
聯絡人

電  話 

陳佩竹 

3366-9845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有關行政院訂定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類委託研究計

畫經費編列原則及基準」及相關部會之科學及技術類研究計畫之

行政管理費標準已多年未調整，為因應學校執行計畫相關成本日

益攀高，建議提高前述管理費編列比例上限及增訂下限，並統一

訂定所屬部會管理費計列標準。 

說      明 

一、 學校執行各類計畫之行政管理費，主要係支應執行計畫衍生

之水電費與行政作業之人事、物料及保險等各項費用，前述

費用近年均大幅調漲對學校各項計畫執行及校務運作影響

甚鉅。 

二、 行政院所屬各機關訂定之標準不盡一致，如科技部計畫管理

費之核定公式：[總經費-主持費-國外差旅費-博士後費

用]*15%，設備費之管理費至多編列 10 萬元，並須另扣除

雇主勞退提撥金(投保薪資 6%)及二代健保雇主補充保費，

本校實收取比例常未達計畫總經費之 10%，誠不敷學校配合

執行該項計畫經費之使用並影響其他校務經費。 

辦 法 

(建議做法) 

一、 案揭行政院規定第十一項行政管理費：「1.最高依上項金額

總和百分之十計列。2.簽約學校或學術團體之規定超過此標

準者，得檢附相關資料，由委託機構核定後編列。」，雖前

開規定第 2 點訂有彈性空間，惟其所屬各機關多僅依第 1

點辦理，爰建議提高管理費計列上限並增訂下限。 

二、 建議行政院所屬部會委託研究計畫齊一管理費計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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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綜合

規劃司/ 

會計處 

初 步 說 明 

一、 經洽國家發展委員會表示，「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類

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列原則及基準」第 11 條為：「簽約學校

或學術團體之規定超過此標準者，得檢附相關資料，由委託

機構核定後編列」，已明定行政管理費之彈性，即各機關可本

權責核定行政管理費之額度，實已相當有彈性，無修正之必

要，應由各機關自行檢討所定相關規定之合理性。 

二、另非屬上開委託研究計畫範圍者，為本部各司處行政協助委

辦案件，依本部 102 年 8 月 2 日訂頒之「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已賦予彈性調整行政管理費額度如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一、依業務費之金額級距，分段

乘算下列比率後加總： 

（一）業務費 300 萬元(含)以下

者，得按業務費*10%以內

編列。 

（二）業務費超過 300 萬元以上

部分，得按超過部分*5%以

內編列。 

二、行政管理費上限為 60 萬元，

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三、有關行政管理費已涵蓋之經

費項目，除特別需求外，不

得重複編列。 

一、計畫期程不滿 6 個月者，得

按業務費及雜支合計數之 8

％以內編列，最高不得超過

15 萬元。 

 

 

 

 

二、計畫期程達 6（含）個月以

上者，得按業務費及雜支合

計數之 10％以內編列，最高

不得超過 30 萬元。 

三、有關行政管理費已涵蓋之經

費項目，除特別需求外，不

得重複編列。 

 

科技部： 

提升我國學術競爭力為本部任務之一，透過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除讓研究人員良好的研究構想能獲得研究經費支持，更能培養及

提升研究能力，從而建構優質研發環境和提升國內學術研究水

準，此與其他部會因應政策需要委託研究屬性不同。管理費主要

用於上述學術研究所需行政支援，經衡酌主管業務實需，本部已

視整體預算酌予核給補助計畫所需相應行政管理費，以利計畫的

順利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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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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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2案 

提 案 學 校 國立臺灣大學 

 

聯 絡 人

電 話

陳佩竹 

3366‐9845 

所 屬 高 教 

協 ( 進 ) 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請教育部持續放寬碩士班招生名額管制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草案，擬放寬博士班名額可挪到碩士班，但每校每

年最多只能挪 15 名，對各校碩士班招生幫助不大，且碩、

博士生調整比例以 1:1 為限，學校教學資源恐無法作更有

效之運用，建議應再放寬名額與比例限制，以落實高教鬆

綁政策。 

二、 請教育部考量各校教學資源、招生情況與教學需求等條件

差異，針對符合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且獲得核准

增設之系所班別，適度開放增加招生名額，不再以全校前

一學年度核定總數為上限，讓大學招生多一些自主與彈

性。 

教育部高等

教 育 司 

初 步 說 明 

一、 有關建議放博士班調整至碩士班比例限制一節：本部經衡酌

研究人力培育之需求及彈性，業適度放寬一般大學得將博

士班招生名額按比例調整至招生情況良好之碩士班別，惟

為避免多數大學將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至碩士班稀釋整體

教學品質及資源，爰為維持碩士班教學品質，於 103 年 10

月 29 日修正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第 10 條規定一般大學博士班招生名額得以 1 比 1

方式調整至日間學制碩士班，並規範調整上限為不得超過

15 人（為原日間學制碩士班每班招生上限）。除可避免學校

將大量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至碩士班過度擴充碩士班招生

名額外，亦可降低對其他學校碩士班之招生衝擊，因此建

議不宜再度放寬調整名額及比例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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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建議適度開放增加招生名額一節：現行專科以上學校總

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已賦予學校招生名額及系所增

設調整之自主權責，學校應本權責建立完善內部調控機

制，依校務發展規劃、資源條件等面向，主動檢討招生現

況，調整招生名額至適當規模；鑒於少子女化對於大學招

生之衝擊，及各界屢要求本部不宜擴增大學校院之招生規

模，本部刻就少子女化對於整體公私立大專校院之招生衝

擊研議名額調控機制。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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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3案 

提 案 學 校 國立臺灣大學 聯 絡 人

電 話

陳佩竹 

3366‐9845 

所 屬 高 教 

協 ( 進 ) 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請開放各校自行決定每學期上課週數。 

 

說     明 一、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大學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所定

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 1學分。」，教育

部依此即規定各大學每學期上課週數至少 18 週，顯有擴張

解釋，影響大學自主運作之嫌。 

二、經查國外各大學每學期上課週數多低於 18 週，如美國、英

國各大學上課週數平均為 16 至 17 週，日本各大學為 15 至

17 週，加拿大更有 1 學期僅上課 13 週之大學。 

三、我國各大學校院自我定位不一，或以教學為主，或以學術研

究為導向，考量各校發展之優勢及其自我定位，並鼓勵各大

學發展特色及提升教學品質，應授權各校自行決定每學期上

課週數。 

四、降低各校每學期上課週數，讓各校自由規劃課程之開設，亦

有利各大學暑期課程之安排。 

教育部高等

教 育 司 

初 步 說 明 

一、 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

「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每 1學分以每週授課

1 小時計算，上開規定等同要求每學期授課應達 18 週以

上。惟經查上開規定係為原則性規範，並不排除有例外情

形之可能。 

二、 為促進大學創新辦學及學生多元學習，本部將行文各大學

校院，前述例外情形之適用應符合特定條件，始得降低每

學期授課週數。其適用條件如下： 

（一） 大學為活化利用暑期人力、物力、設備等資源，規劃開

設暑期創新或特色課程，並經校內相關機制（如課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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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審核通過，且訂有學生學習品質管控配套措施者，

得適用前述例外情形，不受每學分須授課滿 18 小時之限

制。 

（二）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益，未來如經本部抽查發現學校以前
述理由調整授課週數，而未有相關配套措施及管控機
制，致影響學生受教權益者，本部將予以糾正，並限期
改善。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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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4案 

提案學校 國立清華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陳佩竹 

3366-9845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本校攬才留才之人力成本，建請予以資本化，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知識經濟時代，係以知識之智力成果為基礎構成的無形資產投入為主

的經濟，因此創造知識之人力資本，成為發展經濟的主要資本。 

二、 學校攬才留才支出係遴聘及獎勵具有特殊學術成就者，從事講學及研

究，以累積學校知識產出，故此等費用之支出對學校永續發展大有助

益，應可比照企業內部研究開發開發階段之支出，列為無形資產。

三、 依據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 6 號-無形資產公報規定，企業內部研究開

發項目研究階段的支出，應當於發生時計入當期損益，而企業內部研

究開發項目開發階段的支出，能夠證明：運用該無形資產生產的產品

存在市場或無形資產自身存在市場；無形資產將在內部使用時，應當

證明其有用性等，當可認列為無形資產。 

四、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9 號-研究和開發費

用，研究和開發活動的成本包括：薪金、工資以及其他人事費用等。

會 計 處 

初步說明 

一、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由會計權威團體研訂，目前先進國家尚無人力

資本化之會計處理原則，如同企業支付廣告費對未來行銷產品具有

助益，惟其無法客觀衡量未來經濟效益，故未加以資本化。本案擬

以支付部分薪資作為人力資本化，其未來經濟效益衡量基準亦無共同

規範，現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尚無人力資本化之會計處理原則。 

二、基上，涉及類此會計原則之可行性，宜由該校援引行政院主計總處 

作法，先行洽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研處。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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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5案 

提案學校 國立清華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為有效執行學術機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確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

精神「防止職業災害，保障勞工安全與健康」，期望另訂適用學術機構運

作之規定，或作出解釋。 

說   明 

壹、緣起： 

一、 學術機構與一般勞工工作場所有很大的不同，以相同的標準來管

理，常會產生窒礙難行、事倍功半的結果。 

二、 勞工安全衛生法已修正名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擴大，適

用人員由實驗場所作業並領有工資者，擴大至所有教師、行政人

員，及研究生、工讀生等，相關安全衛生管理事項隨之增加，大幅

增加經費支出及工作負荷。 

項目          單位      工       廠    學   術   機   構 

原物料使用 量多種類少 量很少種類很多 

製程(實驗)類型 少 多(化學、生物、物理、機械、

光電等) 

人員異動 低 高(每年約 40%替換) 

作業(實驗)時間 固定 視實驗需求不定 

環安衛經費 經費固定，但足以執行

固定環安衛事項  

經費有限，不足以支應多元變

動的管理事項 

三、名詞解釋： 

(一)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82 年公告大專院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

場或試驗工場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 

(二) 工作場所負責人：係指具指揮、監督及管理且進行實驗、實習、研

究等活動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實驗船等場所

之負責人，即教授或負責之職技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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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三) 勞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四) 工作者：指勞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從事勞動之人員(含派遣勞工、養成工、志工、技術生、實習生、見

習生、建教生、研究生、工讀生等)。 

(五) 職業災害：指因勞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料、材料、化

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

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貳、窒礙難行之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說明： 

一、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103 年增修) 

1. 法規： 

(1)第 8 條 本法施行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作業場所，雇主

應依下列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三、製造、處置或使用附表一所列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應每六個

月監測其濃度一次以上。 

四、製造、處置或使用附表二所列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應每

六個月監測其濃度一次以上。 

前項作業場所之作業，屬臨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

暫，且勞工不致暴露於超出勞工作業場所容許暴露標準所列有害物之

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或最高容許濃度之虞者，得不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 

(2)第 10 條 雇主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應就作業環境危害特性、監測目

的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規劃採樣策略，並訂定含採樣策

略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以下簡稱監測計畫），確實執行，並依實際

需要檢討更新。 

前項監測計畫，雇主應於作業勞工顯而易見之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

方式揭示之，必要時應向勞工代表說明。 

雇主於實施監測十五日前，應將監測計畫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網路

登錄系統及格式，實施通報。但依前條規定辦理之作業環境監測者，

得於實施後七日內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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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窒礙難行說明： 

本校實驗場所依法每半年需進行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測定，實施測定十

五日前，應訂定含採樣策略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報請當地勞動檢查

機構備查。該計畫必須先將實驗場所資料歸納整理。基本資料包含製

程流程說明、現場配置圖、作業內容調查、人員組織配置、有害物質

資訊及歷年作業環境資料整理，並訂定執行採樣策略；待收集資料歸

納整理完成，該計畫內容恐與現況不合，即監測計畫趕不上教授的研

究方向。 

二、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 

1. 法規：雇主使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僱或變

更作業時，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但距上次檢查未逾一

年者，不在此限；對於在職勞工，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2. 窒礙難行說明： 

條文規定使勞工接受特殊健康檢查時，應提供最近一次之作業環境測

定結果供健檢醫師參考，若考量健檢項目、工作內容、與環測項目需

完全相符合，則環測種類及所需經費恐非一般學校所能負擔。 

三、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6 條 

1. 法規： 

事業單位應參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狀況及勞工人數，依附表

九之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理急救事

宜。但已具有該項功能之醫療保健服務業，不在此限。前項急救人員

不得有失能、耳聾、色盲、心臟病、兩眼裸視或矯正視力後均在零點

六以下等體能及健康不良，足以妨礙急救事宜者。第一項急救人員，

每一輪班次應至少置一人、勞工人數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

應再置一人。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行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合格者，

代理其職務。 

2. 窒礙難行說明： 

學校研究風氣鼎盛，晚間及假日時段仍有實驗進行，難以正確估計學

校須有幾位急救人員留守值班。 

四、 職安法第 32 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3、12、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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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規 

(1)職安法第 32 條： 

雇主對勞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

練。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練事項、訓練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理及其他

應遵行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勞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

生教育及訓練，有接受之義務。 

(2)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3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視該場所之

規模及性質，分別依附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力配置及臨廠服務頻

率，僱用或特約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

辦理臨廠健康服務。 

(3)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 

雇主對在職勞工，應依下列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4)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3 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僱或變更作業

時，依附表十二之規定，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但距上次

檢查未逾一年者，不在此限；對於在職勞工應依附表十二所定項目，實

施特殊健康檢查。 

2. 窒礙難行說明： 

(1) 職業安全衛生法公告實施後，適用場所亦將由實驗場所擴大至全

校，適用對象由 2,700 人增加為超過 8,000 人，對象分為勞工及

工作者。  

(2) 增加辦理事項 

a. 教育訓練：新進人員由 8百多人增至約 2 千多人，每 3年還需

辦理在職人員教育訓練 3小時。 

b. 健康檢查：每年費用將超過 100 萬。 

c. 醫師辦理臨校健康服務次數：估計需 18 次/月(含職業醫學專

科醫師 2次/月)，詳如附表。工作場所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之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者，應另僱用或特約職業醫學科專科

醫師每月臨廠服務二次。 

d. 專任護理人員將由 2 名增為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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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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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部/

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

教育司 

初步說明 

勞動部 

一、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10 條規定疑義 

    依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10 條規定，雇主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前，應就作業環境危害特性、監測目的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

引，規劃採樣策略，並訂定含採樣策略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提案所

稱監測計畫訂定時間及內容趕不上教授研究方向一節，其監測計畫應

依監測實施當時作業勞工可能暴露情形而研訂，以確保監測之樣本具

代表性，尚與大專院校教授研究方向無涉。 

二、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規定疑義 

    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規定，雇主使勞工接受特殊健康檢查

時，應將勞工作業內容、最近一次之作業環境監測紀錄及危害暴露情

形等作業經歷資料交予醫師。其目的係為落實特殊健康檢查結果之管

理分級，作為後續雇主辦理職場健康管理之重要依據，先予敘明。前

開規定所述最近一次作業環境監測紀錄，係指依「勞工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所定應實施監測之範圍，提案所述健康檢查項目與環測項

目需完全相符一節，恐有誤解；至非該辦法所定應實施測定者，雇主

仍應提供相關危害暴露情形資料，包括接觸方式、經常性暴露、短時

間暴露及暴露強度等，俾利醫師綜合判定管理分級級數。 

三、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6 條規定疑義 

    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6 條規定，事業單位應參照工作場所大小、分

布、危險狀況及勞工人數，依附表六之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

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理急救事宜。但已具有急救功能之醫療保健

服務業，不在此限。急救人員，每一輪班次應至少至 1人，勞工人數

超過 50 人者，每增加 50 人，應再置 1 人。其目的係為執行突發狀況

之緊急救護工作。提案所稱學校研究風氣鼎盛，晚間及假日仍有實驗

進行，難以正確估計勞工人數及其急救人員數一節，考量晚間及假日

時段實驗室指導老師人力相對較少，其危害風險仍存在，為保護工作

者於非正常上課時間之安全，雇主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2

項第 4款之規定辦理，建議學校可考量建立相關機制，以掌握各實驗

室之晚間與假日運作狀況及緊急救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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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有關學校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窒礙難行之處，本司已就該法立法架構

下，考量學校人員及場所特殊屬性，刻正與勞動部協商執行方式與內容，

並擬研訂「學校安全衛生管理要點(草案)」，本部將參酌各校之建議，納

入與勞動部研商之內容，並儘速完成公告程序，俾利各校執行職業安全衛

生法時有所依循。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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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6案 

提案學校 國立清華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目前科技部專題計畫(含大專研究生計畫)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勞工

退休金」及經濟部學界科專委託計畫之「勞工退休金」其雇主應負擔部分

均要求由『管理費』支應顯不合理。建請將計畫內聘用之相關人力費用回

歸由計畫內之『業務費』或『人事費』支應。 

說   明 

一、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第二條第四點規定： 

管理費：為執行機構配合執行研究計畫所需之費用，由執行機構統籌

支用，且不得違反政府相關規定。(附件一) 

二、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五條、第六

條規定： 

第五條 約用之專任助理人員，應由執行機構依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

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辦理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其雇主應負擔部

分，由業務費提撥。  

執行機構如依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須為兼任助理

人員及臨時工辦理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得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理原則之規定，於業務費調整勻支。(附件二) 

第六條 不適用勞動基準法之執行機構，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離職儲金給與辦法之規定，於專任助理人員約用期間，每月按月支工

作酬金提存離職儲金，其中自提儲金部分由專任助理人員每月工作酬

金中扣繳；另公提儲金部分由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理費提撥。

自提及公提儲金應由執行機構於代理國庫銀行或郵局開立專戶儲

存，並按人分戶列帳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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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勞動基準法之執行機構，約用本國籍助理人員時，應依有關規定

按月提繳退休金，儲存於勞保局設立之勞工退休金個人專戶，所需經

費由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理費提撥；約用非本國籍專任助理人

員時，依前項規定辦理。 

三、依「科技部 101年12月19日臺會綜二字第1010082260號函」貴機構因

執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給付相關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須

計收補充保費者，屬所得稅代號50薪資所得部分，如需計收投保單位

(雇主)補充保費時，得由計畫管理費項下分攤列支；屬應計收保險對

象補充保費之所得(或收入)部分，由貴機構於給付個人時依規定扣取

補充保費。(附件三) 
  

科技部/

經濟部 

初步說明 

科技部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有關助理人員之勞工退休金(離職儲金)及二代健

保補充保費等費用由管理費改由業務費項下編列支應一節，鑒於業務費除

用支付基本研究人力費用外，尚須支應研究所需耗材、物品、圖書及邀請

國外學者來台費用等各項開支，綜整考量後約用助理依上開法令所衍生應

支出之費用，於不排擠計畫主持人可使用研究經費情形下，爰由學校統籌

支用的行政管理費支應，以兼顧學術研究及行政支援需求。 

經濟部 

原經濟部學界科專「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有關專、兼任助理酬金係依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辦理(即勞退金於管

理費項下報支)；惟該計畫自 101 年 3 月停止受理，現學界科專已於 103

年 9 月公告新型態計畫「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該新機制計畫有關專兼

任助理勞退金報支方式，已明確規範由人事費項下報支，惟需以該專、兼

任助理每月薪資 6%為編列上限。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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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7案 

提案學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謝英雀 

(07)6011000 轉 1752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放寬執行計畫聘僱人員

之公提勞工退休金，由計畫相關人事或業務經費項下編列經費提撥。 

說   明 

一、查現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與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有關計畫聘僱人

員之公提勞工退休金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

約用注意事項」略以，「約用之專任助理人員，應由執行機構依

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辦理勞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其雇主應負擔部分，由業務費提撥；……依有關規定

按月提繳退休金，…所需經費由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理

費提撥 」。 

(二) 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依「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會計科目與

經費編列原則」有關「人事費」編列原則及注意事項略以，專、

兼任助理酬金，依「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

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辦理(本計畫僅補助工作酬金、年終獎金

及雇主負擔之勞、健保費，若聘用單位認定有其他必要費用，

請自行於管理費報支，但不得違反相關規定)。 

(三) 前開規定明訂計畫聘僱人員之公提勞、健保費由計畫人事或業

務費編列經費提撥，至公提勞工退休金必須由計畫管理費提撥。

二、另查「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衛生福利部及所屬

機關科學技術類委託研究計畫經費使用範圍及編列基準」及「農業科

技研究發展補助項目其編列及執行基準表」，有關計畫聘僱人員之保

險及勞工退休金，均明訂由計畫相關人事或業務費編列經費提撥(詳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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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三、 按計畫聘用人員之勞工退休金係為雇主依勞工退休金條例應提撥

項目，與雇主依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需為勞工辦

理之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一樣，均為雇主法定義務。且計畫聘

用人員執行計畫，屬計畫之直接人工成本，其相關酬金、保費及依

法應提撥之退休金均應屬之；而管理費則為執行機構配合執行研究

計畫所需之費用，如水費、電費、電話費及協辦研究計畫業務相關

之人事費用等行政協助費用。又因每個計畫執行特性不一，聘僱之

助理人員所佔比例亦不相同，統一由管理費支給勞工退休金不盡合

理。 

四、 綜上，建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參考教育

部、衛生福利部及農委會相關計畫執行規定，將計畫聘僱人員之公

提勞工退休金，放寬由計畫相關人事或業務費項下編列經費提撥。

辦   法 

(建議做法) 

建請科技部及經濟部修訂相關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 

科技部/

經濟部 

初步說明 

科技部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有關助理人員之勞工退休金(離職儲金)及二代健

保補充保費等費用由管理費改由業務費項下編列支應一節，鑒於業務費除

用支付基本研究人力費用外，尚須支應研究所需耗材、物品、圖書及邀請

國外學者來台費用等各項開支，綜整考量後約用助理依上開法令所衍生應

支出之費用，於不排擠計畫主持人可使用研究經費情形下，爰由學校統籌

支用的行政管理費支應，以兼顧學術研究及行政支援需求。 

 

經濟部 

原經濟部學界科專「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有關專、兼任助理酬金係依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辦理(即勞退金於管

理費項下報支)；惟該計畫自 101 年 3 月停止受理，現學界科專已於 103

年 9 月公告新型態計畫「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該新機制計畫有關專兼

任助理勞退金報支方式，已明確規範由人事費項下報支，惟需以該專、兼

任助理每月薪資 6%為編列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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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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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8案 

提案學校 國立中央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吳沛芩 

03-4267245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議放寬適用科研採購經費來源需全數來自科發預算之限制 

說   明 

一、法律規定：適用要件如下。惟並未明確規定科研採購經費來源需全數

來自科發預算(註一)。 

    (1)政府補助或委託經費來自科發預算。 

    (2)為進行科技研究發展所辦理採購。 

二、立法意旨：「科學技術基本法」之採購規定係屬「政府採購 

法」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應 

優先適用。 

三、現行做法：只要採購經費含有非科發預算來源者，考量無 

法切開個別採購之現實，即便其金額所占比例 

甚小，也只能遷就小者適用「政府採購法」。 

四、影    響：因政府補助或委託經費常有不足或要求須有一 

定比例配合款情形，結果卻無法適用科研採 

購，實有違政府為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於補助 

或委託科研採購上解除管制之基本精神。 

◎科技部意見：曾經開會決議，只要採購經費含有非科發預算， 

即不適用科研採購。 

◎工程會意見：站在採購法立場詮釋，以非科發預算辦理採購 

應適用政府採購法。 

辦   法 

(建議做法) 

建議參考「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註二)意旨，只要受補助或委託經費

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者，適用科研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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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公共工程

委員會 

初步說明 

科技部： 

一、原國科會(103.3.3 改制為本部)前已於 101 年 7 月 27 日召集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等 28 個機關舉行「研商科學

技術基本法有關科研採購相關事宜會議」，會議中與本案相關之決議

為：「採購經費來源非全屬於科技預算者，不得適用科研採購之規定。

二、科研採購係以彈性運用科技預算經費為目標，現行政府補助或委託進

行科技研發時，已依照補助或委託案件之對象與計畫內容審查，故於

計畫執行階段之採購，得採較低密度之管理。又查科研採購屬於政府

採購法之例外規定，其適用範圍應有嚴謹認定，為避免爭議，爰不建

議放寬適用科研採購經費來源需全數來自科發預算之限制。 

 

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有關「科研採購」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及其定義，係依

科學技術基本法（下稱科技法）第 6條第 1項、第 4項及「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第 2條第 2 項之規定。另採購法第 3 條

規定：「…公立學校…辦理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二、前國科會 101 年 7 月 27 日「研商科學技術基本法有關科研採購相關

事宜」會議決議略以： 

(一) 科研採購適用範圍必須是 1.採購目的為科學技術研究發展。2.採

購經費來源屬於科技預算。 

(二) 採購經費來源非全屬於科技預算者，不得適用科研採購之規定。

三、各科研執行單位如為公立學校、公立研究機關(構)，其辦理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經費來源部分非屬依法編列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者，

本會贊成前國科會上開決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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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註一：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四項：公立學校、公立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接

受第一項政府補助、委託或公立研究機關(構)依法編列之科技研究發展預算辦理採

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

委託或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監督管理辦法，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本辦法所稱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採購(以下簡稱科研採購)，指本法第六條第一項及第四項所定公立學校、公立研

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補助、委託或公立研究機關（構）依法編列之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理採購。  

註二： 

政府採購法第四條： 

  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理採購，其補助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且補助金額

在公告金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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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9案 

提案學校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許瑞靜 

(02)2322-6003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議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各大學校院聘任外籍學者之相關計畫，能增加校

際演講或校際座談或校際研究等跨校交流的績效指標，作為審核的績效指

標之一。 

說   明 

一、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國際政經情勢快速變化的新趨勢，台灣政府

部門、教育體系與企業部門皆高度需求具有宏觀思維能掌握未來趨勢

的人才。 

二、受台灣經濟環境變遷，台灣學子出國留學人數成長難以滿足市場對具

有跨文化交流經驗與能掌握國際發展的人才需求。 

三、如何讓政府有限的教育或科技發展經費資源，強化資源使用效率，讓

受補助的外籍學者或國外客座專家進入更多無此資源的校園，以有效

拓展更多大學校園師生與社會的的國際視野與跨文化交流經驗，進而

培養更多能協助政府與企業解決困境的人才是台灣社會亟待努力的

方向。 

辦   法 

(建議做法) 

建議修正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彈性薪資計畫、延攬科技

人才及兩岸科技人才計畫等相關計畫，在延攬海外人才績效項目增列跨校

輔導服務或跨校交流等績效指標，作為審核的績效指標之一。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技術及

職業教育

司/科技

部 

初步說明 

一、依據「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各大

專校院應本大學自主精神，配合本方案依行政程序自訂國內新聘與現

職特殊優秀之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理人才支給規定後，報教育部

備查實施後實施。故各校得自行於校內支給規定訂定校際演講或校際

座談、校際研究等跨校交流的績效指標。 

二、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目標在於引導科技大學進行產業創新研發環

境建構，並帶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智慧財產加值之效益，以發展具

備與一般大學明顯不同之實務特色，及於人才培育及技術研發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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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技術及

職業教育

司/科技

部 

初步說明 

有緊密結合等特質之典範科技大學。爰計畫著重於提升教師實務教學

及與產業緊密連結，並未包含「延攬海外人才」績效項目。 

三、另本部推動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有

關建議延攬海外人才績效項目增列「跨校輔導服務或跨校交流」等績

效指標 1節，目前各校係依自訂規定擬訂延攬人才之相關績效指標，

爰本案擬由各校評估是否將該人才進行跨校輔導服務或跨校交流納

入績效指標，並由本部後續研議是否納入相關執行成果之審核指標。

四、有關以「第 3 期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辦

理延攬及留任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103 年 3 月 21 日臺教技(四)字

第 1030035609 號函知獲補助學校： 

(一)請學校確實依據「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

案」（以下簡稱：彈性薪資方案）所規範之目的、實施對象、實施原

則、經費來源及用途、實施方式等規定辦理，實施成效將列入「獎勵

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年度考核項目。 

(二)為提升技專校院學生之實務與實作學習，使學生於畢業後具備就業競

爭力，技專校院宜延攬產業界大師級人才；另為厚植技專校院推動國

際化之基礎，協助培育具備國際競爭力之人才，技專校院宜積極延攬

具備國際教學、研究或產業實務卓著經驗之國際人才。爰延攬產業界

大師級人才及國際人才之成效列為考核項目。 

五、本提案建議延攬海外人才績效項目增列跨校輔導服務或跨校交流等績

效指標擬納入 104-105 年度計畫諮詢委員會議討論。 

 

科技部： 

本部補助延攬學術科技人才相關規定及補助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於補

助期滿後，依規定均要求申請人或受延攬人填具研究工作報告表或執行績

效報告表，其中「受延攬人於補助期間對申請機構或國內相關學術科技領

域之助益(如提升申請機構研究能量、增進研究廣度、促進跨領域合作研

究、發展創新研究領域、產業技術升級或研究團隊的養成等)」、共通性量

化衡量指標(如專題演講場次)等均為報告表上應填具之項目之一，並作為

執行成效之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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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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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0 案 

提案學校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許瑞靜  (02)2322-6003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請教育部協助解決各校院微軟校園軟體授權問題。 

說   明 

一、邇來微軟校園軟體授權，有重複收取之情形。（校園已授權，購 PC、

NB 又內含 OS 再收一次） 

二、無售後服務、續訂優惠等。 

 

辦   法 
建請由教育部與微軟統一處理。 

 

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

教育司 

初步說明 

有關軟校園軟體授權問題，經瞭解係屬該校採購版本問題（因採購 PC 及

NB 所內含之 OS 為隨機版，而校園授權軟體之 OS 係為升級版，此二者為

不同之版本），建請該校應視實際需求擇一採購。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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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1 案 

提案學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孫永正 

(07)6011000 轉 1420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請教育部鬆綁「大學法」第 14 條中大學契約進用人員不得擔任行政主

管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為促進大學產學合作發展，教育部已訂頒「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及「國立大學校院進用產學合作經營管理專業經理人參考原則」(如

附件)，以延攬產學經營管理專業經理人員於大學專司推動產學合作之營

運與管理事務。     

惟現行大學法第 14 條第二項規定：「國立大學各級行政主管人員，得

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同

條第五項：「國立大學非主管職務之職員，得以契約進用…，其權利義務

於契約明定」，綜上，因現行產學合作經營管理專業經理人屬契約進用人

員，仍不得擔任大學任一行政單位主管，難以達成大學產學合作經營管理

行政單位之整體績效。 

援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5 條條文，大學副校長已得以契約方式進用校外

人士擔任，建請鬆綁「大學法」第 14 條第五項規定，開放大學產學合作

相關行政單位二級主管得以契約進用，以引進或拔擢優秀之專業經理人。

辦法 

(建議做法) 

增訂大學法第 14 條第六項規定為：「國立大學產學合作相關行政單位主管

職務，得以契約進用，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其權利義務於契約明定」。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說明 

一、 為提升國立大學經營績效，本部已提案修正大學法第 14條，針對大

學人事、主計、總務、學務及教務等具基本任務單位以外之各級行

政主管，放寬學校得透過契約聘僱方式，引進各類專業人士擔任。

二、 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行政院已於 103年 5月 19日函送立法院

審議中。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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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2 案 

提案學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林純慧 

(07)6011000 轉 1108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學校新創公司之地址可登記在學校，其營運以促進社會公益為目的，不以

營利行為認定。 

說   明 

一、公司登記在學校的問題 

    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公司組織依公司法辦理公司登記；獨資、合夥

之商業依商業登記法辦理商業登記。公司行號營業場所須受都市計畫

法、建築法、消防法及食品衛生法等規範。目前學校因受限於土地使

用規劃為文教區之學校用地，不得有營利行為，因此公司地址不得登

記在學校。 

二、學校用地之使用 

    學校用地因受相關土地使用法規之規範，依都市計畫法施行細則之相

關規定，對學校用地之管制為建蔽率、容積率之限制，或有關基地內

前後側院之深度、寬度、停車場等事項。但對於學校用地之使用細項

並無明列，學校建物或設施，在符合教育目的之前提下，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審查認定。循此，大學辦理新創企業，在於實

施教育目的，屬學校必要之附屬設施，即屬文教設施，無違反都市計

畫。 

辦   法 

(建議做法) 

一、放寬公司地址登記學校之限制 

    學校教育目標是培育實務與理論兼具的人才，尤其科技大學更以實務

教學為導向，擔負產業之創新研發。以學校新創企業來說，是將學校

的研發與教學成果，進行產業化的創新實踐，實施創業教育工作，建

請放寬公司地址登記學校之限制。 

二、學校新創公司之營運以促進社會公益為目的，不以營利行為認定。 

    學校依土地稅減免規則及房屋稅條例規定，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但

學校地址用來設立公司，如學校新創企業被以營利行為認定，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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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會增加教學成本，如電價以營業用計費，另外還有房屋稅、地

價稅及營業稅等，為推動台灣創新創業教育，學校新創公司之營運以

促進社會公益為目的，建請不以營利行為認定。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初步說明 

本部刻正研擬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本案建議將透過後續召開跨部會平

臺會議研議。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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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3 案 

提案學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謝英雀 

(07)6011000 轉 1752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勞工，在學生方面界定不清，建請教育部應行

明確正面表列統一規範，何種型態之學生為該法規範之勞工，以供各校遵

循；及該法要求配置的專任護理人員，建請教育部明文函示可由學校護理

人員擔任。 

說   明 

一、 由「勞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

法規(以下簡稱職安法)，並自 103 年 07 月 03 日實施之後，大專院校

適用之勞工人數計算範圍，從原本之實驗室擴大為適用全校所有勞動

場所。 

二、 依職安法規定，在學生方面，哪些學生係其認定之勞工，法規明文未

有明確界定，對於何種型態的勞動學生(工讀生？實習生？建教生？)

及在何種區域的勞動學生(實驗室之外的教室？實習工場？室外之校

園？)才是職安法認定之勞工，實不應由各校自行認定，應由教育部

統一規範以供各校遵循。 

三、 因教育部之前有函釋，學校勞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不宜由現行學校

護理人員兼辦，此函示係當時以勞工安全衛生法所規範的學校勞工

(在實驗室等特定空間提供勞務並獲工資之勞工)角度函示。惟現在職

安法施行後，學校勞工人數暴增(多為學生)，勞工人數在 300 人以

上，應設置勞工健康服務專任護理人員 1 人，若仍依該函示遵行辦

理，這將造成非得另行聘僱 1 名護理人員為之，全國各校均需各自增

加專任護理人員，實不符合精簡人力政策。學生亦是學校勞工人數之

增加來源，學校護理人員本來就是為學校學生提供健康服務，現在學

生變為職安法之勞工，學校護理人員為學校勞工提供健康服務乃天經

地義之事，建請教育部另行明文函示該專任護理人員可由各學校護理

人員擔任，俾利各校依循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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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一、 建請教育部就學生方面，哪些是職安法規範之勞工，明確正面表列，

俾供各校遵循辦理。 

二、 建請教育部明文函示，職安法要求配置的專任護理人員可由學校護理

人員擔任，執行學校勞工健康服務業務。 

勞動部/

教育部綜

合規劃司 

/資訊及

科技教育

司 

初步說明 

勞動部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工作者指勞工、自營作業者及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另依同法施行細

則第 2條第 2 項規定，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

人員，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從事勞動或以學習技

能、接受職業訓練為目的從事勞動之工作者。爰此，提案所稱學校之

工讀生、實習生或建教生，如有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

動之事實，即受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保障。 

二、 另教育部正研擬「學校安全衛生管理要點」(草案)，建議各校可參酌

該要點辦理。 

 

 

 

 

勞動部/

教育部綜

合規劃司 

/資訊及

科技教育

司 

初步說明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一、所提函文說明如下： 

(一) 經查所指函文非本部正式「函釋」，係屬函文調查學校依法僱用從

事勞工健康服務之護理人員情形時，附帶提及本部 101 年 9 月 18

日召開會議之決議事項。 

(二) 該會議決議略以，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7條及第 8條規定，

其中如協助雇主選配勞工從事適當工作、協助雇主與勞工安全衛

生人員改善工作環境…等，均與學校衛生無關，非屬學校護理人

員(以下簡稱校護)工作範圍。基於保護勞工健康，建請學校落實

「勞工安全衛生法」精神，僱用或特約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療

人員，不宜由現行校護兼辦勞工健康服務。  

二、 實務上校護面臨之問題： 

(一) 校護編制不足：依據學校衛生法規定，大專校院得比照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置護理人員(40 班以上至少置 2 人)，然大專校院普遍聘

置不足。 

(二) 現有工作繁重：尤其近年來各項傳染病(伊波拉病毒感染、狂犬

病、新型流感、結核病、登革熱等)疫情、校園食品安全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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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部/

教育部綜

合規劃司 

/資訊及

科技教育

司 

初步說明 

 

 

 

頻仍等，並配合本部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菸害防制、愛滋病防治…

等衛生保健工作，校護工作繁重，致人員異動頻繁，校護代表亦

多所反映。 

(三) 新增工作加重負擔：依據「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7 條規定，勞

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工作事項計有 6 項，如校護新增該等工作，

勢必影響學校衛生法規範業務之推動。 

三、有關建議本部函文學校乙節，擬處方式如下： 

(一) 俟本部所定「學校安全衛生管理要點」發布後周知各校相關規定：

考量所提函文之後，勞動部於 102 年 7 月 3 日修正公布「職業安

全衛生法」，並陸續修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及「勞工

健康保護規則」，法令及環境皆已改變，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業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0 條第 2項規定，另行訂定「學校安

全衛生管理要點」，規範勞工 300 人以上之學校，應全職僱用從事

勞工健康服務之護理人員，不得兼任其他與勞工健康服務無關之

工作。但「學校衛生法」所規定之學生健康檢查、健康指導及健

康促進與管理，不在此限。建議俟該要點發布後，再一併行文周

知各校。 

(二) 建請大專校院自行調配人力或遞補衛生保健人員：為遵行學校衛

生法規定，維護與促進教職員工生健康，並兼顧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範，以保障勞工安全與健康，請各校惠予審慎評估現有人力及

工作事項，妥善調配，或依本部推動國立及私立大學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力要點，遞補之人力優先進用衛生保健

人員。 

四、針對該法立法架構下，考量學校人員及場所特殊屬性，刻正與勞動部

協商執行方式與內容，並擬研訂「學校安全衛生管理要點(草案)」，

本部將參酌各校之建議，納入與勞動部研商之內容，並儘速完成公告

程序，俾利各校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時有所依循。 
  

決   議 
 

 

 

備   註  

 

169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4 案 

提案學校 建國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電 話

陳繁興 校長 

04-7111111 轉 1210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針對臺灣人口少生化問題，因為部分私校停辦退場及其他私校依法辦理教

師退休或資遣等，此對於私校退撫儲金會之經費支出將來是否會轉為赤

字？將如何處理？ 

說   明 一、 針對臺灣人口少生化問題，因為部分私校停辦退場及其他私校依法

辦理教師退休或資遣等，此對於私校退撫儲金會之經費支出未來應

會將存款全部用盡。 

二、 私校退撫儲金會之存款全部用盡後，對於此後私校教師依法辦理退

休或資遣者，其退休金或資遣金之來源為何？如何給予保障？ 

辦   法 
建議教育部及私校退撫儲金會承辦長官，能夠針對上述問題開會討論並提

出解決方案，讓私校教師將來支領退休金或資遣金有所保障。 

教育部 

人事處 

初步說明 

一、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4 條規

定：「(第 1 項)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離

職及資遣給與採儲金方式，由教職員及私立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

共同撥繳款項建立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以下簡稱退撫儲金）支

付。…(第 4 項) 儲金管理會應為私立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立學校儲

金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金專戶。…。」第 8 條規定：「…(第 4 項)

依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共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年功）薪加 1 倍

12%之費率，以下列比率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金專戶：一、教

職員撥繳 35%。二、學校儲金準備專戶撥繳 26%。三、私立學校撥

繳 6.5%。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 32.5%。…(第 12 項) 教職員

在退撫儲金建立前任職年資之退休、資遣及撫卹金，由原私校退撫基

金支給，如有不足之數，得由學校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或在年度預算範

圍內分年調整支應。不受預算法第 23 條、第 62 條及第 63 條規定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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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自 99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撫儲金新制，係採

確定提撥制、分戶立帳，按每位教職員本薪二倍之 12％，每月提撥

至教職員個人帳戶，教職員、政府及學校負擔比例分別為 35％、32.5

％、32.5％，俟教職員符合退離條件時，領取其個人帳戶內儲金之本

息總額。爰應無私校停辦退場或其他私校教職員依法辦理退休或資

遣，而導致私校退撫儲金會之存款全部用盡之情事。至有關私立學校

教職員於私校退撫條例施行前任職年資之退休、撫卹及資遣給與，依

規定由儲金管理會以原私校退撫基金支給之部分，倘有經費不足之情

事，依規定將由學校主管機關支應。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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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5 案 

提案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電 話

秘書室郭士綸 

04-23323000 分機 3014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私立學校所負擔 50%之超額年金按月撥付方式改由承保機關代撥建議案。

說   明 一、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0 條規定:「依第 17 條規定計得之每月可領養老

年金給付中，屬於超過基本年金率計得之金額（以下簡稱超額年金），

應由承保機關依本法審定後，通知負擔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構）

學校按月支給被保險人。但私立學校之被保險人所領超額年金，由政

府及學校各負擔百分之五十。」  

二、依據公保部現行作業方式，目前私校退休教師領取養老年金時，其每

月退休金將被分成三筆款項撥入指定帳戶，基本年金由台銀公保部撥

入，50%超額年金由最後服務學校撥入，另 50%超額年金由政府主管

機關撥入，因三個單位各自有作業時程，致撥入時間皆不一致，造成

退休人員核帳及查詢困擾。 

辦   法 

(建議做法) 

一、因各私立學校負擔之超額年金及其撥付方式，攸關教職員老年基本經

濟安全保障，建議將養老年金撥付方式統一單純化，由承保機關預估

各私校每學期(6 個月)之超額年金數額，通知各私校無息預支超額年

金（即安全準備金）於承保機關之「備付專戶」，再由承保機關按月

覈實代撥付給被保險人或受益人；各校「備付專戶」扣除承保機關依

實際撥付數額如後，如餘額有不足時，即由承保機關通知各私校補足。

二、基本年金、超額年金皆由承保機關(公保部)撥付，行政作業(審核、撥

付、查詢)窗口一致，避免多頭馬車之情形，另提存安全準備金於專

戶專用，對退休教職員亦有保障。 

銓 敘 部 

初步說明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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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6 案 

提 案 學 校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聯 絡 人

電 話

莊暢   校長 

03-4515811#20100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請教育部審視技專校院 104 學年度總量招生名額分配限制之規定，期

統合高教司能採一致配套作法，俾符未來我國產業人力結構需求。 

說   明 技專校院 104 學年度總量招生名額分配限制規定： 

一、各校 104 學年度「餐旅領域」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整體學

制招生名額總數，不得高於 103 學年度總數。 

二、各校 104 學年度「農業類」及「工業類」之院、所、系、科及學位

學程整體學制招生名額總數，不得低於 103 學年度總數。 

    上述「農業類」、「工業類」相關領域系科，詳如附件一。 

三、大學肩負培育國家經建人才職責，上揭規定限制技專校院特定領域

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整體學制招生名額總數，諒係考量目前

產業人力結構之失衡，惟僅對技專校院加諸限制，於高教司體系下

之一般大學卻無類似限制規定，恐難達到  鈞部透過招生總量管制

而平衡產業人才結構之政策目的。 

辦   法 

(建議做法) 

一、建請  鈞部對特定領域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整體學制招生名

額總數，於各大學採取一致作法。 

二、廢止技專校院 104 學年度總量招生名額分配限制之規定，另訂定適

用於大學校院之相關規定。 

教育部 

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 

初步說明 

一、 依據本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系科盤整」結果顯示，近 10

年來技職體系服務業相關之人力培育量逐年上揚，工業相關之人力

培育量則逐年下滑。 

二、 另依據審計部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技職體系學

校已向教學設備成本較低之餐飲、服務等科系傾斜，衝擊我國重要

基礎工業人力之培育，交通部觀光局亦於 103 年 5 月 21 日函復本

部表示，目前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業人才數量供給上已無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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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培育之人才是否能為觀光產業所運用，取決於外語、管理能力。

三、 一般大學設立目的與技專校院培育務實致用人才目標有所差異，為

避免技專校院相關系科設置及招生規模萎縮，爰規範各校 104 學年

度農林漁牧、工業及餐旅領域招生名額之調整，以符應產業人力之

需求與發展。 

決   議 

 

 

 

 

備   註 
附件一: 農業、化工、土木建築領域系科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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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7 案 

提案學校 龍華科技大學 
聯絡人 
電話 

魏宗華秘書 

02-82093211 轉 2006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各技專校院系所招生管制，建請考慮由源頭高職端檢討管控其科組及人數

設置。 

說   明 一、有關 104 學年度私立技專校院系所停招申請案，教育部要求不得停招

「農業」 及「工業」領域，停招後之名額亦不得流至「餐旅」領域，

以符應系科盤整之結果。 

二、此項政策係因應國家整體人力需求之規劃，管控人才培育方向所需，

咸信正確並廣為諒解，但因大專校院系所調整及招生員額配置係以高

職端科組設置為主要依據，因此技專校院僅係配合調整。此政策建請

由源頭檢討管控方可有效達成人才培育目標，即應鼓勵高職端設立工

科及農科或增加招生名額，並管制其他科類 之設置。  

三、在尚未達成前述人才培育供需目標前，針對個別校院建請採取分級管

理之方式，如某校工業類系所已達某一規模時，可予適度彈性開放，

微調部分名額至其他系科，或另行提供他項誘因，如允許工業類系科

單獨招生等。 

辦   法 提請大會審議 

教育部 

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初步說明 

依據教育部系科盤點結果，於未來設科及招生名額調整時，應維持工業類

及農林漁牧類現階段結構，避免持續下降。另非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招生科班之核定係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權責，教育部將發函建請各該

政府以「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學程設立變更停辦辦法」作為審查招生科班之

依據，並配合辦理相關獎勵與限制措施。 

國教署針對高級中等學校研擬相關獎勵與限制措施如下：  

一、促進學校設置之作為 

(一)管制措施─產業特殊需求類科管制不予調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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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面臨產業人力斷層，或屬於重要、傳統、基礎之產業，於每年核

定招生科班審查時，如有國立學校申請調減該類科班級數，皆不予核

定。另私立學校部分，考量其辦學自主性及少子女化趨勢下學校招生

之需求，爰朝以下鼓勵措施推動其設置農業及工業類科。 

(二)鼓勵措施： 

1、 優先補助工業及農業類科進行設備更新 

    由於工業(製造業)及農業相對投入的資源及教學成本較高，爰配合

「設備更新」策略，將優先滿足化工群及農業群部定需求設備。 

2、 透過相關措施鼓勵學校開設產業特殊需求類科相關類科 

    配合「就業接軌」策略，對於開設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學校補助業務

費、補救教學費、實習實驗費及設備費等項目，並優先補助高級中

等學校設置製造業或重點產業類科。 

3、 成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展高級中等學校農業教育實施計

畫推動小組」 

    國教署擬成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展高級中等學校農業教

育實施計畫推動小組」，並與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合作，就農業

教育各相關事項進行全面評估。 

4、 研修本署獎勵補助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經費相關核配指標，鼓勵學校

設置相關類科 

    為鼓勵私校設置相關類科，國教署已透過增訂私校獎補助相關補助

指標，以期提升學校辦理相關類科之意願。 

二、提升學生就讀相關科別意願之作為 

(一)透過產業特殊需求類補助就讀學生學雜費用 

    依據產業特殊需求類科獎補助作業要點，自101學年度起具中華民國

國籍且就讀產業特殊需求類科之學生免繳學費及雜費，藉此鼓勵學生

就讀相關類科。 

(二)規劃工業類及農業類科班辦理就業導向專班或產學攜手專班 

    透過規劃工業類及農業類科班辦理就業導向專班或產學攜手專班，提

升學生就讀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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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課程內涵及彈性 

    請相關單位研議「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發展務

實致用特色課程實施要點」，加重農、工業類群科指標權重。 

(四)強化師資實務技能 

    鼓勵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強化教師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品質，鼓勵農、

工業類群科教師參與之。 

(五)強化宣導教育工作 

    鼓勵辦理農業及工業類科高級中等學校與國中端學校辦理職涯探

索，提供社區內國中學生生涯探索的機會，提升其就讀意願。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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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第 18 案 

提案學校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聯絡人 
電話 

陳怡均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立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聯盟          □無 

案   由 建請修訂「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開放「專科學校」

申請案，提請審議。 

說   明 開放「專科學校」亦可開設申請境外專班，讓「專科學校」的國際化能更

加多元落實。 

 一、「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之法規要求標準及適用法源相同： 

1.依據「專科學校法」第 40 條：專科學校得辦理推廣教育，以修讀

科目或學分為原則，與「大學法」第 31 條：大學得辦理推廣教育，

所適用法源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要求相同。 

2.依據「專科學校法」第 24 條：教師分級及聘用，與「大學法」第

17 條之教師分級要求相同。 

3.依據「專科學校法」第 35 條：專科學校學生，得以遠距教學方式

修習部分科目學分；與「大學法」第 30 條：得以遠距教學方式修

習部分科目學分，所適用法源 (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12 條：

專科學校實施遠距教學，得準用本辦法規定。)相同。 

4.依據「專科學校法」第 12 條第 2 款：定期辦理專科學校評鑑；與

「大學法」第 5條：定期辦理大學評鑑，評鑑要求相同。 

5.依據「專科學校法」第 28 條：專科學校應建立教師評鑑制度，與

「大學法」第 21 條：大學應建立教師評鑑制度，要求相同。 

二、專科學校評鑑之「國際化」要求： 

依據專科學校行政類評鑑資料表─綜合校務組，貳、教學規劃與學習

成效-六、學校推動國際觀培養或教育國際化之策略與措施，仍為評

鑑指標項目之一，與「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第一

點：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強化學術交流，

目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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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科學校可達成現行「大學開設境外專班提報開班計畫自我檢核表」

各項要點項次要求(除招生學制外)： 

 

辦法 

(建議做

法) 

大學開設境外專班提報開班計畫自我檢核表 

 

 

四、專科學校之迫切需求性： 

大學及專科學校依法要求之師資、推廣教育、遠距教學、教師評鑑制

度、學校評鑑、國際化趨勢、教學品質等標準相同；且近期外國(如

東南亞地區國家、中國大陸地區)學校(團體)均有提出希望「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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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亦可開設「境外專班」(尤其護理課程)開設要求，爰此，建請  鈞

部考量修訂「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開放「專科

學校」亦可開設申請境外專班，讓「專科學校」的國際化能更加多元

落實。 

教育部 

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 

初步說明 

依「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1 款規定，各專班

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課程，由學校專任、兼任教師授課，是以赴境外開設

專班各校須有質量具足之師資，方能兼顧同時於境內與境外開班之教學品

質，為確保我國高等教育輸出品質並維護我國國家形象，考量專科學校目

前高階師資較少，原則上開設境外專班目前仍應以大學為限，惟本司已將

專科學校赴境外開設專班之可行性納入分析評估，另如專科學校欲拓展生

源並提升學校國際化，可依「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 17 條擬定招生

計畫函請本部核定招收外國學生，亦可申請辦理開設外國學生專班。 

 

決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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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一覽表 

教育部重要宣導事項 (依據教育部/本部各單位網頁，排序宣導單位) 

編號 宣導事項 宣導單位 

1  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 綜合規劃司 

2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作業 綜合規劃司 

3  請持續加強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並強化

校園影印管理內控制度 

高等教育司 

4  請加強宣導消費者權益保障意識 高等教育司 

5  請各校將性別、生命教育、人權法治（含兩公約）及公

民教育相關議題融入課程教學、研習及研討會中，以增

進教職員生了解自我之權利與義務，並確實習得尊重他

人之態度，進而提升公民素養，營造友善之校園環境 

高等教育司 

6  請強化教職員生反毒知能及辨識能力，以儘早發現學生

異狀，即時進行輔導，並防制毒品進入校園 

高等教育司 

7  請各校加強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並定期對校內同仁

辦理認知宣導及教育訓練 

高等教育司 

8  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流向追蹤問卷調查及後續分析、回

饋與運用案 

高等教育司 

9  請由專責單位及人員統籌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避免影響學校資訊及本部資訊公開事宜 

高等教育司 

10  推動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以擴大培育我國高階

研發人才 

高等教育司 

11  大學評鑑改革方案 高等教育司 

12  校務研究為大學專業管理的重要機制，請各校積極推動 高等教育司 

13  請各校課程開設落實教學與實務連結及多加運用臺灣通

識網優質通識課程，並配合政策開設重點議題課程或於

專業課程中融入相關議題教學內涵 

高等教育司 

14  請各校安排校外實習課程及相關配套措施時，以學生受

教權與學習權益為前提 

高等教育司 

15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臺新增串接畢業生流向調查與

UCAN 平臺學生診斷資料功能，協助各校找出學生學習與

職場需求間的關係，建議多加運用 

高等教育司 

16  大專校院應建置完善招生名額內部調控機制 高等教育司 

17  各校配合原住民專班或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課程之開

設，可考量優先聘任符合資格及大學系所需求之原住民

籍教師 

高等教育司 

18  推動辦理教師多元升等制度以奠定多元人才培育與學用

合一之基礎 

高等教育司 

19  立法院三讀通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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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宣導事項 宣導單位 

20  技專校院評鑑制度未來發展規劃案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1  為整合跨部會產學合作資源，回應產業需求及縮減學用

落差，行政院成立產學連結會報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2  技專校院轉學招生之缺額分配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3  「青年居住論壇」臉書粉絲專頁已正式上線，敬請鼓勵

學校師生共同參與討論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4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賡續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5  請積極防制學生藥物濫用，並建議將「防制學生藥物濫

用」議題納入課程規劃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6  加重大學教育支持年輕世代結婚、生育所扮演之角色 終身教育司 

27  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試辦計畫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28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行動計畫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29  開拓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30  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及獎勵計畫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31  104 年中小學師資職前培育相關措施 師資及藝術教育司 

32  請各校積極合作並深化推動「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

畫─第一期五年計畫(103 年─107 年)」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33  請鼓勵所轄學校老師使用教育家部落格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34  請鼓勵學生參與「教育部大專青年偏鄉藝術教育工作隊」

(以下簡稱：本工作隊)駐點服務計畫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35  依據學生輔導法，落實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36  請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賡續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37  請依據「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賡續落實推動生命教育工作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38  請推動「紫錐花運動」，加強落實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39  請落實推動特殊教育相關事項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40  為推廣檔案保存與應用，建立完善的檔案管理制度，請

各大專校院校長協助宣導檔案保存之重要性 

秘書處 

41  「大專校院國民運動中心試辦計畫」 體育署 

42  104 年度大專校院生涯輔導業務推動 青年發展署 

43  「RICH 職場體驗網」（http://rich.yda.gov.tw）提供

16 歲以上在學青年工讀、見習等多樣職缺，請各校協助

宣導並鼓勵參加 

青年發展署 

44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青年發展署 

45  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營計畫 青年發展署 

46  2015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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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宣導事項 宣導單位 

47  104 年「青年團隊政策研發競賽」歡迎青年組團提案參加 青年發展署 

48  104 年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歡迎各校踴躍報名參與 青年發展署 

49  104 年「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歡迎青年組團提案參加 青年發展署 

50  鼓勵參與 104 服務學習年系列活動 青年發展署 

51  請鼓勵學生參加青年壯遊體驗學習活動及鼓勵校內單位

申請計畫 

青年發展署 

 

 

科技部重要宣導事項 

編號 宣導事項 宣導單位 

52  近日爆發論文審查造假事件，為本部未曾受理之學術倫

理案件態樣，為求周延，本部已將審查造假納入學術倫

理規範，並據以修訂「科部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要

點」、「科技部對學術倫理的聲明」及「科技部對研究人

員學術倫理規範」，請加強宣導學術倫理規範，俾避免類

似情形發生 

綜合規劃司 

53  科技部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畫 (龍門計

畫)」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54  回應監察院要求本部督促國立大學校院研訂「科研採購」

相關作業規定，爰提供相關宣導資料，請各公立大學校

院積極制訂科研採購相關內部作業規定，以利科研採購

之施行 

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55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勵計畫」為鼓勵教授與青年學子將

其在學校研發之成果產業化之培訓計畫，104 年度第一梯

次培訓將於 104 年 1 月開始徵件 

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56  科技部推動「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試行計畫」 產業及園區業務司 

57  國際合作補助案一覽表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勞動部重要宣導事項 

編號 宣導事項 宣導單位 

58  1、如何召開勞資會議及簽訂團體協約 

2、全民勞教 E網 

勞動關係司 

59  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將調整基本工資 勞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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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1 教育部 綜合規劃司 

宣導事項 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 
說 明 一、 教育部為整合各大專校院的訪視評鑑項目及行政作業，避免

過多行政干擾，特訂定「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

案」，於 103 年 6 月 27 日發布，104 年度起，以 4 年為 1 週期，

至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實地訪視，以統合的方式，協助輔導學

校改善辦學品質。 
二、 教育部整合 12 項視導項目，實地訪視 1 次，完成綜合簡報、

設施參訪、資料檢閱、相關人員晤談及綜合座談等流程，省

去以往每年各項目都要分別到校訪視的繁瑣，大幅降低干擾

學校的次數與頻率，有效減輕學校的行政負擔。 
三、 12 項視導項目如下： 

（一）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 
（二） 技專校院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三） 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四） 私立技專校院執行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運用績效。 
（五） 大學校院辦理樂齡大學執行成效。 
（六） 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執行成效。 
（七）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資保護）。 
（八） 大專校院數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 
（九） 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理情形。 
（十） 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行成效。 
（十一） 大學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理情形。 
（十二） 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 

四、 104 年度預定視導 40 所公私立大專校院，教育部委由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執行，詳細統合視導實施計畫與

訪視作業流程及 Q&A 等，可至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金 會 網 站 「 大 專 校 院 統 合 視 導 專 區 」 ( 網 址 ：

http://www.heeact.edu.tw)瀏覽大專校院統合視導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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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2 教育部 綜合規劃司 

宣導事項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作業。 
說 明 一、依據行政院 96 年 7 月 23 日院授研展字第 09600152471 號函頒

「政府服務創新精進方案」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

會）函頒「第七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及「第七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作業手冊」，國發會於每年定期舉辦政府

服務品質獎評獎。 
二、本部配合國發會作業先行審查第一線服務機關【即日常業務直

接、高頻率面對民眾提供服務之社教館所、大學附設醫院等；

另國立大學得採自願方式參加評獎。】，並依初審（含書面評

審及實地訪視）結果擇優推薦參加行政院評審。 
三、自 97 年以來，獲本部推薦行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參獎大

學計有國立成功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臺

灣藝術大學及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 5 所，其中國立成功大

學曾獲行政院第 2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肯定，表現優異；另 103
年度則有國立宜蘭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及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3 所大學主動申請參獎，刻正循序審議中。 
四、本部預訂於 104 年 2 月發布 104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各國立大專校院如有意願參獎，須擬訂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報部並據以執行，續依本部 104 年 9 月發布之 104 年度政府服

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所定時程函送參獎申請書。 
五、獎勵方式： 
（一）經推薦參加行政院評獎獲獎者，由行政院頒發獎座及獎金，

獲獎機關首長及主要承辦人員記大功 1 次，其他有功人員、

主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由各機關依相關規定辦理

敘獎。 
（二）經本部評定績效優良第一線服務機關，由本部頒發獎座及獎

金 6 萬元整，主辦機關首長及主要承辦人員記功 1 次，並安

排於本部部務會報恭請部長頒獎表揚。 

 

  

185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3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持續加強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並強化校園影印管

理內控制度 
說 明 一、落實執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 

(一)請大學校院持續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並加強對

教師智慧財產權之教育宣導，提供教師有關智慧財產權之協助

(含授課內容、教材等)，並建立校園影印管理內控制度。 
(二)請各校積極宣導不得未經授權將他人資料上傳教學平台供學生

使用，並不定期檢視有無違反規定情事，避免學校與師生觸法。

(三)針對「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鼓勵課程教材上網乙節，本部

業於 102 年 9 月 11 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020136140 號函，請

獲補助學校轉知授課教師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法。 
(四)依據「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內容，請學校參考智慧

局智慧財產權題庫、各種宣導方法及觸法受罰條例，採取有效

之措施，加強學生智慧財產權之觀念；並鼓勵學校社團、系學

會等辦理相關宣導活動。同時應加強宣導學校各社團系所於辦

理校園活動時，應注意各項使用資源(如：多媒體、音樂之播

放)所涉著作權法問題。 
(五)教育部於 103 年 9 月 2 日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27976 號函及

同年 3 月 27 日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44836 號函，請各大專

校院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請積極輔導、提醒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

侵害他人著作權。 
(六)教育部於 103 年 9 月 2 日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27975 號函及

同年 4 月 7 日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45885 號函，請各大專校

院轉知新進教師參考使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教師授課著作

權錦囊」宣導資料，以助教師具備正確著作權觀念。 
二、持續加強校園網路管理： 
(一)教育部設立「教育部 TANet 疑似侵權案件通報網」，處理各大

專校院及區網中心疑似侵權案件；固定每月彙整前兩個月之疑

似臺灣學術網路侵權案件回報給臺灣權利人團體。 
(二)本部前於 102 年 9 月 17 日以臺教資(四)字第 1020140736 號函

知各大專校院，持續加強宣導及落實「校園保護尊重網路智慧

財產權」，勿使用電腦或網路非法下載或複製非經授權之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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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教科書(e-textbook)。 
三、各校執行成效將列入大學校務評鑑、國立大學績效行補助款及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分配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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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4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加強宣導消費者權益保障意識 
說 明 為切實保護消費者權益，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

活品質，本部配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施政計畫，擬訂「教育部 104
年—105 年度消費者保護方案」，請學校積極推動，共同落實消費者

權益保護。方案重點項目之措施如下： 
一、請學校檢查維護所附屬觀光遊憩場所之設施標示及危險警告標

示，應正確標示與廣告真實。 
二、鼓勵開設消費者權益保障相關課程，強化消費者保護意識。 
三、請於校內網站連結行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妥適運用該網頁

相關宣導訊息，加強宣導消費者保護意識，行政院消費者保護

網頁網址為：http://www.cpc.ey.gov.tw，請參考網頁中「政策與

法令」、「教育宣導」、「疑難解答」等相關訊息。 
四、有任何消費問題，請撥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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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5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各校將性別、生命教育、人權法治（含兩公約）及公民教育相關

議題融入課程教學、研習及研討會中，以增進教職員生了解自我之

權利與義務，並確實習得尊重他人之態度，進而提升公民素養，營

造友善之校園環境。 
說 明 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 條規定，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

究相關課程。同時，為消除性別歧視，積極促進性別平等，落

實 CEDAW 所列各項性別平等權利，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領域，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確保婦女在與男子平等

的基礎上，行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並視需要要將「消除

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適時融入於

課程、研習、研討會等活動。 
二、另依經社文條約第 10 條：「所有兒童及少年應有特種措施予以

保護與協助，不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兒童及青

年應有保障、免受經濟及社會剝削。」及公政公約第 24 條：「所

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年身分給予必需之

保護措施，不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或社

會階段財產、或出生而受歧視。」，爰請各校於學校網頁連結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專區，將兩公約內容納入相關課程、研

習及研討會等活動，透過人權法治及公民教育之實施，培養學

生人權素養，了解兩公約之普世價值，進而使其了解自我之權

利與義務並確實習得尊重他人之態度。 
三、另為培育各界生命教育人才，鼓勵各大學校院在總量標準規範

下，設置生命教育博碩士班或相關分組，以提昇生命教育實施

之品質與成效；並請各校適時鼓勵或補助師生赴國外出席生命

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或參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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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6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強化教職員生反毒知能及辨識能力，以儘早發現學生異狀，即時

進行輔導，並防制毒品進入校園 
說 明 一、導師為大專校院反毒工作主要推動之動力，應喚起導師教育熱

忱，並請學校辦理相關反毒知能研習，以儘早發現學生異狀，

即時進行輔導，協助學生遠離毒害。 
二、提供防制學生藥物濫用相關網站、本部開發文宣教材及行政院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研發反毒教材研等（網址：

http://enc.moe.edu.tw/index.php），請鼓勵教職員生踴躍上網下

載相關資料，加強反毒知能及辨識能力。 
三、本部培訓藥物濫用相關課程師資，相關師資歡迎洽詢本部學生

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建議可於教師研習、新生訓練、友善校園

週等活動場合參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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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7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各校加強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並定期對校內同仁辦理認知宣

導及教育訓練。 
說 明 一、考量私立大專校院保有大量且重要之個人資料檔案，本部依個

人資料保護法第 27 條規定之授權，於 103 年 8 月 21 日訂定發

布「私立專科以上學校及私立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料檔案安全

維護實施辦法」，以加強管理並確保個人資料之安全維護。 
二、請各私立大專校院依據前開辦法，訂定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計畫內容應包括業務終止後個人資料處理方法等相關個

人資料管理事項，同時建立個人資料安全稽核機制，定期對校

內同仁辦理認知宣導及教育訓練，同時儘速就校內處理個人資

料業務流程可能產生之風險，訂定適當管控措施並建立預防及

應變機制。 
三、各私立大專校院需由校長擔任（或指定）該校之個人資料管理

人員及個人資料稽核人員（管理人與稽核人員不得為同一

人），個人資料管理人員負責督導安全維護計畫訂定及執行；

個人資料稽核人員負責評核安全維護計畫執行情形及成效。 
 
 

 

 

 

 

  

191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8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流向追蹤問卷調查及後續分析、回饋與運用案 

說 明 

一、 為瞭解人才培育與運用及公私立大專校院在畢業生流向，103 年
起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下簡稱資策會）協助建置「大
專校院畢業生流向追蹤問卷系統平臺」，並規劃逐年追蹤畢業滿 1
年、3 年及 5 年學生流向情形，追蹤學校為全國 160 所大專校院
之正式學籍畢業生，不包括境外學生（例如僑生、港澳生、外國
學生）、國立空中大學、高雄市立空中大學、軍警校院、學校附設
進修學院、附設專校等。 

二、 本計畫公版問卷以「簡化問卷題項、回歸各校自行調查及即時回
饋學校運用」為推動方向，本年度已追蹤 101 學年度畢業滿 1 年
學生流向情形，由教育部設計公版問卷題項 13 題（包括就業情
況、就業途徑、學習關連與進修需求等），再由學校負責追蹤蒐集
與定期匯報追蹤結果至前揭追蹤系統，以利教育部蒐集全國資訊。

三、 關於本計畫公版問卷追蹤方式，由學校擇以下 2 類方式自行辦理：
(一) 辦理方式 1「由學校自行追蹤」：學校將本計畫公版問卷題項結

合校內院、系所、學位學程需求進行問卷整合與調查，再將公版
問卷結果（13 題）上傳至本計畫系統平臺，有助於本部蒐集學
校資訊，而學校亦可立即掌握畢業生流向資訊進行統計分析。 

(二) 辦理方式 2「使用公版問卷追蹤系統」：考量國內各大專院校資
源有限等情，資策會協助建置「公版問卷填答系統」，提供未能
自行追蹤之學校可採電話、E-MAIL 等方式通知學生至公版問卷
填答系統填答，由計畫系統代收畢業生填答資訊；惟此類方式學
校不得外掛校內所需題目，且為過渡辦理方式，暫訂 106 年度起
停止此調查方式。 

四、 本年度旨揭追蹤問卷系統已由學校自行追蹤或使用公版問卷系統
完成追蹤 101 學年度大專校院畢業滿 1 年學生流向之公版問卷，
整體應追蹤畢業生人數為 30 萬 3,480 位畢業生，其追蹤情形如下
表所示： 
103 年辦理「追蹤 101 學年度畢業滿 1 年學生」之公版問卷流向情形 

畢 業 學

生數 

已完成追蹤數 未追蹤 

追蹤數 拒答數 追蹤比率
追蹤(含拒

答)比率 

未追蹤

數 

未追蹤

比率 

303,480 
188,877 31,178 

62.24％ 72.51％ 83,425 27.49％
2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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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前旨揭系統追蹤資訊刻正由資策會彙整分析中，查其中仍有 9
校追蹤畢業生流向比率低於 20％以下，而追蹤比率為 20％以上至
50％以下者，約 19 校，顯見該等學校應通盤檢討配合本部政策執
行之積極度。 

六、 有關本計畫追蹤分析結果之後續辦理事項，簡述如下： 
(一) 引導學校將本問卷追蹤結果與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投保比對結

果進行資料串接與整合：鼓勵學校以公版問卷追蹤與投保比對
結果，以畢業生「學號」進行資料串接，使客觀比對資訊及主
觀問卷追蹤結果，瞭解掌握畢業生工作情形。 

(二) 協助學校將問卷追蹤結果與大專校院職能診斷（UCAN）進行
資料串接，提供學校及本部瞭解在學職能診斷與畢業後就業情
形，進而提供學校檢討系所養成過程方向，調整教師品質、課
程規劃內容，重新研議系所人才培育方向。 

(三) 將問卷分析「畢業滿 1 年學生畢業後工作比率」，納入各類競爭
型計畫（教學卓越、私校獎補助）、總量招生核定審查、大學校
務及系所評鑑中參考，並配合前揭說明之資訊整合事項，由學
校提出完整確保教育品質之規劃及推動願景。 

(四) 輔導學校建立專業校務研究人才，將畢業生流向、UCAN、校
務資料庫等進行資訊整合，研擬學校永續經營、教學發展之完
善配套機制，並落實資訊公開。  

 
 
 
 
 
 
 
 
 
 
 

 
七、 本計畫分析結果預計 104 年 1 月底完成全國性 101 學年度畢業滿

1 年學生流向分析資訊，屆時將進行相關資訊公布，惟針對前揭
追蹤結果經資策會資料整理檢誤後，若有資料錯誤、或無法代表
學校系所之畢業生流向表現者，將於後續全國大專校院畢業滿 1
年分析資訊中，將進行相關註記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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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09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由專責單位及人員統籌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避免影響學校

資訊及本部資訊公開事宜 

說 明 

 

一、 本部為落實資源整合及共享之精神，於 99 年度建置「大學校院校

務 資 料 庫 資 訊 網 」（ 以 下 簡 稱 校 庫 ）（ 網 址 ：

https://hedb.moe.edu.tw/），蒐集表冊類別包括「基本資料類」、「學

生類」、「教職員類」、「研究類」、「校務類」、「財務類」等 6 大領

域，如下圖所示：  

               

二、 校庫定期於每年 3 月及 10 月請學校填報各期表冊資訊，至今業完

成 9 期，本部為確保資料正確性與可運用性，密切與本部相關業

務單位、專案計畫進行指標定義之檢討與補強事宜，朝資源共享

及減少學校重複填報。 
三、 依校庫作業小組統計學校針對每年 10 月表冊申請修改次數頗

高，相關統計數據如下表所示： 
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各期表冊申請修改總校數及總張數統計表 

填報期數 申請修改總校數 申請修改總張數 

國立/市
立大學 

私立
大學 

小計 國立/市
立大學 

私立
大學 

小計 

99.10 期 24 17 41 50 44 94

100.03 期 33 32 65 129 67 196

100.10 期 37 38 75 405 744 1,149

101.03 期 31 29 60 99 86 185

101.10 期 38 39 77 667 603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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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3 期 34 34 68 178 151 329

102.10 期 37 39 76 521 612 1,133

103.03 期 31 37 68 170 118 288

103.10 期 36 37 73 269 457 726

四、 上述申請修改校庫表冊之校數及張數偏高之可能因素如下： 
(一) 普遍學校未能設立「專責單位及人員」充分瞭解校庫指標及表冊

定義，致資料填報時有缺漏與不齊之情事。 
(二) 學校似單方面期待本部建置一致性資料庫蒐集校務資訊，卻未能

同步建置校內專責校務資訊系統統一蒐集學校各類校務資訊。 
(三) 學校對於填報作業未能集中管理，致資料修改次數甚高，且針對

校庫或本部其他單位之調查表冊，常因校內分工而有「相同表冊

不同數據」之窘境。 
(四) 未能確實瞭解校庫各期表冊填報時程，導致校庫資料提供作業延

宕。 
五、 目前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除持續定期提供本部各專案計畫及統計

處使用外，於 103 年度起陸續將蒐集資訊釋出予大學增設調整院

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提報作業計畫運用，並配合本部推

動資訊公開事宜，由統計處辦理學校日間學制註冊率公布事宜。

六、 爰此，本部衷心期盼各校能成立專責單位（人員）統籌彙整及掌

握學校校務資訊，進而成立校務機構研究辦公室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蒐集學校各項校務運作資訊，並透過系統性

的數據分析，提供學校經營管理階層作為校務決策之依據，協助

學校掌握辦學績效與學生學習成效，發展永續經營策略。 

 
  

195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0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推動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以擴大培育我國高階研發人才 
說 明 一、政策目標 

為縮短學用落差、擴大培育我國高階研發人才，並使大學創新

研發能量得與優質產業相互連結，本部推動產學合作培育研發

菁英計畫，促使大學校院與優質企業法人合作培育研發人才，

預期可提升博士人才向我國產業流動之可能性。 
二、推動方式 

本案促使大學校院與優質企業法人合作培育研發人才，相關推

動方式說明如下： 
(一)重點領域發展機制：本案由學校依領域特色或區域發展重點，

自行擇定優質企業法人進行合作，針對共同研發重點，甄選人

才進入計畫進行研發工作，由學校與企業共同培育高階研發人

才。 
(二)碩、博五年一貫培育方式：本方案將自碩一階段即甄選學生進

入計畫，碩一就讀一年後逕讀博士班，博一、博二在校修課，

博三、博四赴企業從事研發工作並完成論文，共計 5 年取得博

士學位。 
(三)課程規劃方案：本案培育面向產業，學校須與合作企業共同規

劃課程、共訂甄選條件及篩選機制，以確保學用合一。 
(四)學習成效檢核機制：本案將由學校及合作企業於各階段訂定學

生學習成效指標，以確保學生素質，復該指標將不以論文數為

主要標準，將輔導學校以研發成果、專利數等進行檢核。 
(五)經費分配方式：為吸引優秀人才就讀博士班並加入本計畫，由

教育部提供學生獎助學金，每人每年 20 萬元，共計培育 5 年，

總經費每人 100 萬元；由學校及企業共籌教學及研發費用，並

訂定智慧財產權分享機制。 
(六)本部於 103 年 8 月 14 日受理學校申請，至 103 年 9 月 22 日截

止申請時，共有 21 校申請 32 案，共計 159 個名額，各申請案

分為人社、管理、電資、理工、生醫等 5 大領域送審，經審查，

於 103 年 11 月共計核定 14 校 18 案、104 個名額，其中人社領

域 1 案(2 個名額)、管理領域 1 案(2 個名額)、電資領域 5 案(27
個名額)、理工領域 6 案(45 個名額)、生醫領域 5 案(28 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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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1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大學評鑑改革方案 
說 明 本部大學評鑑改革方案業於 103 年 9 月簽奉核可，針對未來大學 

評鑑制度之規劃說明如下： 
一、改革精神 
 (一)強調透過評鑑制度檢視學校教學品質及辦學績效。 
 (二)逐步擴大學校自辦系所評鑑，促進學校主動檢核系所辦學目標

是否達成。 
 (三)校務評鑑維持由教育部或委託專業評鑑機構辦理，以檢視學校

政策執行情形、辦學績效及自辦系所評鑑執行狀況。 
二、具體措施 
 (一)系所評鑑 
  1.授權自評學校： 
  (1)授權條件：自第三週期(107 年)起，大學校院(不含技職校 院)

為頂大學校或曾獲教卓補助學校者，為授權自評學校。 
  (2)辦理機制： 
   A.組成校內專責組織並建立自評機制。 
   B.決定評鑑方式： 
     a.申請經本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所辦理之評鑑； 
     b.委託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評鑑機構辦理； 
     c.自行組成評鑑委員會辦理系所評鑑。 
   C.建立結果回饋機制：學校系所評鑑之結果，於經本部認可後

自行公告，並應納為校務決策及校內資源分配之重要參考。 
  2.非授權自評學校： 
  (1)評鑑方式：主動申請制(融入受評者付費概念) 
  (2)評鑑單位：主動申請評鑑中心或台評會辦理，或申請本部認可

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辦理，如 IEET、ACCSB、AACSB 等。

  (3)評鑑結果：僅公告通過名單，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之系所如未

於認可期限內取得認證，扣減招生名額。 
 (二)校務評鑑 
     在學校辦學績效由本部掌握之前提下，校務評鑑仍維持作  

為本部進行外部辦學品質確保的政策工具，依下列方式執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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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評鑑方式：由本部委託專業評鑑機構辦理。 
  2.評鑑指標：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指標將朝向簡化，惟須納入政策

性指標及系所評鑑回饋機制供本部檢核，以強調學校之公共性

及檢視系所評鑑機制之成熟度。 
  3.評鑑週期：第一週期大學校務評鑑於 100 年統一辦理完畢，效

期至 106 年屆滿，第二週期後，評鑑時間將分 3 年辦理完成，

其中於第一週期校務評鑑未獲全數通過之學校將優先於 106年
受評、107 年及 108 年將視學校完成自辦系所評鑑之時間進行

安排。 
  4.評鑑結果與應用：其評鑑結果將作為本部相關政策及資源分配

之參考，如對於績優學校之分流管理、大學系所招生規模及競

爭型經費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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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2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校務研究為大學專業管理的重要機制，請各校積極推動。 
說 明 一、 校務研究為美國大學校務專業管理的重要機制，透過收集校

務各項數據資料，以科學化分析作為校務資源分配的依據。

此外，近年來，由於學生學習成效為高等教育核心議題，校

務研究也因應數據分析技術提昇所帶來的能量，將科學化分

析的技術帶入校內課程與輔導整合的平台，以提供大學生個

別化的學生學習經驗。 
二、 我國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大學從菁英階段走入大眾階段。學

生組成已較以往更為複雜。除此之外，由於教育資源逐漸減

少，寶貴的教育資源更需要精準的配置。我國大學校務管理

未如同美國大學建立校務研究的體制，在專業管理能力上有

所不足。為此，本部於 103 年舉辦兩場校務研究辦公室建置

與運作研討會，詳細說明大學推動校務研究的具體作法。 
三、 為落實並鼓勵各大學在校內逐步發展校務研究，並建立以證

據為基礎的校務決策支援系統。本部將研議於本（104）年度

推動相關補助計畫，請有意願試辦學校即早準備。並請各校

密切掌握校務研究的各項專業知識，提升校務專業管理的能

力，以健全校內永續發展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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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3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各校課程開設落實教學與實務連結及多加運用臺灣通識網優質通

識課程，並配合政策開設重點議題課程或於專業課程中融入相關議題

教學內涵 
說 明 一、 依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及憲法第 11 條賦予之教學、研究及

學習自由，大學於直接涉及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

權；復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大學課程安排係屬大學學術

自主事項，係由各校自行規劃及實施，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

通過後實施，本部原則尊重，惟為落實教學與實務之連結，強

化學用合一目標，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建請各校邀集產業代

表及畢業校友參與各級課程委員會，於課程規劃階段納入產業

及就業需求，並應落實教學評量及教學反饋機制。 
二、 另為強化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之重視，「教育部通識教育資源平

台建構與永續發展計畫」藉由資源整合共享機制，提供各大學

更為充分的通識教育資源，催化通識教育氛圍，提高學校、教

師、學生及社會大眾對通識教育認識、瞭解與關注，本部積極

推動與支持建構通識教育資源平臺及臺灣通識網

(http://get.aca.ntu.edu.tw/)，透過持續錄製各大專校院優質通識課

程，有系統地呈現豐富的內容，提供使用者充分且即時的通識

教育訊息與滿足使用者多樣且專業的需求，亦可做為學生非同

步學習、教師規劃課程活動、學校策劃改進教學方案及政府部

門制訂相關政策之參考，歡迎參考運用。 
三、 至有關本部近期配合政策推動鼓勵學校開設課程之重點議題，

詳見附件。建議學校將相關議題納入課程規劃參考，開設相關

課程，例如於專業學門或通識課程中開設相關課程，或於專業

課程中融入相關議題教學內涵，並可適時鼓勵教師成立相關研

究社群、研發教材教法或製作數位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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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關鍵字(參考) 相關政策/辦理依據 

1 
性別教育及媒體

素養 
兩性 性別 男性 女性 性教育 性侵害 性騷擾 性別平等 
性別主流化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教育 

2 家庭/婚姻教育 

兩性 性別 男性 女性 性教育 性侵害 性騷擾 性別平等 
性別主流化 性別平等教育法 婚育 親職教育 子職教育 
婚姻教育 失親教育 倫理教育 家庭資源與管理教育 家庭

關係 家庭功能 

性別平等教育 

3 兒童及少年保護 
兒童少年保護 兒少保護 家庭暴力 性騷擾 性侵害 受虐 
虐待 霸凌 

行政院「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

益保障法」，鼓勵大學校院開

設相關課程 

4 藝術與美感教育 藝術 美感 美學 審美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發展

多元現代公民素養-提升藝術

與美感教育方案」 

5 
電視電影口述影

像製作 
節目製作 電影製作  口述影像製作 

內政部「研商推動電視電影口

述影像製作會議」 

6 法治(廉政)教育 
人權 法治 公民 民主 憲法 憲政 人口販運 走私 廉政 
政風 反貪 貪瀆 反賄選 廉能 風紀 違法 犯罪 罪犯 查
緝 

法務部「犯罪預防及法治教育

行動方案」、中央廉政委員會

有關廉政教育之落實與扎根 

7 人權教育 
人權 公民 民主 憲法 憲政 人權宣言 人權公約 法治 公
民 民主 人口販運 生命 品德 

依「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

約」及「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

公約」 

8 公民教育 生命 品德 人權 公民 民主 法治  
「102 年強化公民實踐促進校

園友善方案具體措施及計畫」

9 品德教育 公民 道德 倫理 五常 品德 品行 品格 
教育部「102 年度品德教育促

進方案工作計畫」 

10 生命教育 
生死學 生死教育 生命教育 臨終關懷 自殺 自殘 憂鬱 
躁鬱 情緒 心理衛生 自我傷害 生命倫理 生命哲學 安寧

療護 生命關懷 死亡學 

教育部「生命教育中長程計

畫」 

11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 課堂與社區服務 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

12 專業倫理 職場倫理 工程倫理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

倫理」 

13 國家主權 領土 主權 釣魚臺 保釣  監察院專案 

14 人口政策白皮書 人口變遷 少子女化 高齡 移民  教育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15 終身/樂齡學習 老人 老年 銀髮 高齡 老化 樂齡 終身學習 教育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16 
輔助科技服務/設
備 

輔助科技服務 輔助科技設備 ATS ATD  零抬舉照護政策 教育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17 
失智症及長期照

護 
失智症 長期照護 長照 

「總統與關懷老人福利團體

座談會」之專家學者意見 

18 客家人才培育 客家 客語 
「客家青年人才培育及傳承

座談會」 

19 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 原民  
原民會「原住民族文獻起帆 6
年(103 年至 108 年度)計畫」 

20 新住民關懷 新住民、新移民、外籍配偶 大陸配偶 外配 
內政部「外籍與大陸配偶照顧

輔導措施」 

21 山野教育 
登山休閒 登山安全 爬山 環境教育 生態教育 野外求生 
戶外生活 急救 救難 山難 山林教育 自然生態 環境生態 

教育部「山野教育行動方案」

22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 戶外教學 校外教學 情境學習 
教育部「中華民國推動戶外教

育中程計畫」 

23 海洋教育 海洋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

書」 

24 傳染病防治 

H5N1 H7N9 狂犬病 愛滋病 藥物濫用 

 

衛生福利部防疫政策 

25 
藥物濫用及愛滋

病防治 
藥物濫用 愛滋病防治 衛生福利部防疫政策 

26 狂犬病防治 狂犬病 衛生福利部防疫政策 

27 環境永續教育 
環境永續 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 環境保育 生態

保育 節能減碳 清淨家園 綠生活   綠色生活 綠建築 企
業責任 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 

環境永續教育計畫 

28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 行政院「社會企業行動方案」

29 消防急救教育 
消防 火災 爆炸 燃燒 防火 設備 滅火 警報 避難  防爆 
排煙 通風 工程倫理 危害 危險 鑑定 調查 損害 防災 
急救 救災 

配合監察院監察調查處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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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PR 及 AED CPR AED 急救 心肺復甦術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配合衛福部函轉立委提案 

31 中醫藥保健 中藥 中醫藥 中醫藥養生 中醫藥保健 食補 藥膳  

32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食品稽查 風險評估 風險溝通 風險管理 分險

分析 

全國食品安全會議建言 行政

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103
年度第 1 次會議決議 

33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 行車安全  交通部 

34 無障礙設計 

建築設計 建築與環境計畫 環境行為 通用設計 無障礙設

計 人因設計 人體工學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法 敷地計畫 
基地計畫 人本環境 可及性設計 景觀設計 室內設計 室
內基本設計 

立法委員建議案 

35 手語及聽障文化 手語 聽力障礙 聽覺障礙 聾啞 聽障 聾人 
依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

算決議回應 

36 勞動權益教育法 

勞動意識 勞動人權 勞動關係 勞動條件 社會保障 勞動

福祉 職場安全 職場衛生 就業平等 勞動倫理 勞動觀念 
勞動尊顏 勞工意識 勞工人權 勞工關係 勞資關係 勞雇

關係 雇傭關係 勞工福祉 職場倫理 勞工尊顏 職前教育 
新進人員培訓 在職訓練 在職進修 

依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

意辦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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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4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各校安排校外實習課程及相關配套措施時，以學生受教權與學習

權益為前提 
說 明 校外實習課程屬學校課程教學之延伸，目的在使學生提早體驗

職場、建立正確工作態度、結合理論教學與實務、激發學生專業興

趣，故實習內容應由學校針對學科課程專業性質，結合學生未來就

業及職涯發展所需技能予以規劃，並安排校內指導老師及實習單位

輔導員共同進行實務指導。為維護學生受教及學習權益，本部重申

辦理校外實習課程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校外實習課程非計時打工，需有助於提升學生未來就業能

力：校外實習課程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一，需由學校針對學

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並安排校內指導老師

及實習機構輔導員進行實務指導，培養學生「核心就業力」，

與一般打工性質不同。同時，實習生不應淪為企業之替代人

力、派遣人員，校方在與實習機構洽談合作時，應妥為把關。

二、 校外實習課程應加強與學生及家長之宣導與溝通：校外實習

攸關學生參與校外實習過程中之生活安全、學習輔導與職場

適應等事宜，學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前，應加強與學生、家

長及教師之溝通與宣導，俾使各方瞭解實習內容，減少實施

後之爭議。 
三、 校外實習課程應周全規劃：學校應確實進行校外實習機構之

篩選與評估，勿由學生自行尋覓實習機構。同時應與實習機

構簽訂合作契約、明定實習內容、並於實習契約書中明定實

習工作時間、合約期限、實習工作項目、有無實習待遇（或

獎助學金及膳宿）、保險、實習學生輔導內容及實習考核等項

目，以確保實習內容符合學科課程專業性質及學生未來就業

所需，維護學生學習權益。 
四、 針對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如遭遇性騷擾等情事，校方應設

有完整的輔導機制，且應主動積極介入、協助並輔導實習生，

同時務必善盡保護當事人之義務。 
五、 有關實習生之身份認定：因現行大專校院學生校外實習樣態

多元，為維護實習生之權益，經與勞委會多次協商後，將依

勞委會 102 年 4 月 1 日會議決議，以實習生之個案事實予以

認定，倘符合技術生之認定原則，則為勞動基準法之技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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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利義務即受該法之保障。若實習生與企業間成立雇傭關

係，則實習生之權利義務，應比照正式員工受勞基法之保障。

若實習生參與校外實習之目的係為學校課程之延伸及實務技

能之學習，則實習生之權利與義務應依校外實習契約所規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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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5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臺新增串接畢業生流向調查與 UCAN 平

臺學生診斷資料功能，協助各校找出學生學習與職場需求間的關

係，建議多加運用 
說 明 一、 目的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臺」（https://ucan.moe.edu.tw）為

縮短學用落差，強化產學連結，提升高等教育與學生就業之關

聯性，爰結合「職涯探索」、「職能診斷」、「能力養成」三

個層次之建置推動目標，期增加學生對職場的瞭解，並透過職

能自我評估，養成自我能力，針對能力缺口進行學習，以具備

正確的職場職能，提高個人職場競爭力；並針對各大專校院加

強推廣導入，並以具體對學生學習及縮短產學落差。以貼近產

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打造學生就業力及建立以學生為本位的

課程規劃，以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進行教學實際應用，藉此

縮小學用落差。 
二、 104 年度推動重點 
(一)串接畢業生流向調查與 UCAN 平臺學生診斷資料，就業及能力

有關問項之資料連結，分析並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作為學校、

系所課程規劃調整及學習輔導的參考。 
(二)UCAN協助各校透過畢業生流向調查與UCAN學生興趣探索及

專業、共通職能分析等資料，找出學生學習與職場需求間的關

係，引導學校善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臺分析結果與校內

課程編排、職涯輔導進行有效結合；建議學校搭配校務研究系

統，系統性收集學生學習相關數據後，串接前揭資料，深化加

值運用，協助各校審視校內資源分配與教學單位績效，建立以

證據為基礎、學生學習成效導向的改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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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6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大專校院應建置完善招生名額內部調控機制 
說 明 一、 依據內政部之出生人口數統計，推估大專校院一年級入學學

生數隨我國出生率，未來將自 105 學年度開始銳減，因此大

專校院已面臨生源大幅減少，甚而導致招生不足衍生教學品

質、學校經營及教師安置等問題。 
二、 因應少子女化對於大專校院之招生衝擊，本部刻正研議具體

且合乎現況需求之招生規模調控機制，重點方向摘述如下：

（一） 檢討並分階段修訂生師比基準。 
（二） 修正現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招生

名額調整原則，並規劃針對博士班人力培育之特殊性，採

行多元指標名額調控機制。 
（三） 試辦以學院為教學為核心之教學單位方案，針對特定學門

領域授權招生由學院進行招生，增加學校單位組織的調整

彈性，且名額配置由學院依各系所招生需求統籌分配，主

動調控招生名額。 
三、 學校應針對招生名額調控、資源重置與分配、教學品質維護

及教師安置等事項，及早建立因應策略及作法，以提升學校

校經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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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7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宣導事項 
各校配合原住民專班或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課程之開設，可考量優

先聘任符合資格及大學系所需求之原住民籍教師 
說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調查統計顯示，目前大專校院具原住民身

分之教師僅占全體教師 0.19%，惟近年大專校院成立原住民族

研究（資源）中心的學校及開設原住民族專班數量均逐年增

加，亟需具備相同文化背景之原住民族教師協助大專校院原住

民族學生文化語言之傳承，以及相關學習輔導。 
二、各校於規劃設立原住民專班或是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相關

課程時，得考量優先聘任符合教師資格及系所需求之原住民籍

教師，以協助原住民文化教學及原住民族學生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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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8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推動辦理教師多元升等制度以奠定多元人才培育與學用合一之 
基礎 

說 明 一、計畫緣起 
為引導學校將教師聘任與職涯發展、學生人才培育及學校發展

特色互為結合，確保教師品質，並重視教學及技術應用實務之

相關研究，本部於 102 年訂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

多元升等制度試辦學校計畫審查作業要點」，透過補助導引學校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建立升等審查外審人才資料庫及辦理多元

升等遴選示範學校觀摩會等，以透過本計畫鼓勵學校結合職涯

發展，引導教師專長分流，鼓勵教師投入教學及技術應用實務

領域，俾利學校多元化發展，為多元人才培育與學用合一奠定

紮實基礎。 
二、教師多元升等制度目前辦理情形及執行成效： 
（一）辦理校數逐年擴大: 102 學年度計 41 校提出申請，獲教育部

補助計有國立中興大學等 18 所大學校院及國立臺灣科技大

學等 10 所科技校院，共計 28 校參與試辦；103 學年度計 62
校提出申請，核定 58 校，並規劃 105 年至少 80 所大學試辦，

逐年持續擴大辦理。 
（二）獲補助學校執行具體內容：為建立良好多元升等制度，包括

從組織面規劃專責推動單位、規定新制升等審查作業及辦理

流程；管理面明訂各升等途徑申請資格、審查規準機制、相

關成績比例配分及採計方式等；資源面提供方案鼓勵及輔助

教師發展多元專業之相關方案及配套措施；績效面預估提出

新制升等人數及對學校整體發展效益。 
（三）教學型指標建立：本部授權各校自訂教學型升等評分機制，

目前各校教學評分項目包含：教學實務理念：學理基礎、教

學創新；教學方法技巧：課程結構、教學策略與方法；教學

成果貢獻等。 
（四）學校所提供支持系統及配套措施：為鼓勵以教學或技術升等

各校定相關措施，包括獎補助措施：訂有教材製作或優質課

程網站獎勵、教學性專案計畫補助等相關獎勵規定。 
（五）另 102 學年度試辦學校於第一年主要係先建立校內多元升等

制度並訂定校內相關規章為主，各校均已建置完成校內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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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法規，各校校內教師將陸續於 103 學年度以多元升等管

 
道提出升等審查，預計未來持續擴大以多元升等教師人數規

模。 
三、本計畫具政策引導作用，建議學校（特別是尚未授權自審學校）

可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計畫，建立以教師教學成就及技術應用為

主要評量項目之多元升等制度，深化教學及技術應用實務領域

範疇，為推動課程分流與學用合一奠定紮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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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19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立法院三讀通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 
說 明     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8 屆第 6 會期於 103 年 12 月 30 日

三讀通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 
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是我國經濟發展之重要

推手，與普通高中、大學併稱我國教育國道之一。但是現行技職教

育卻沒有完備之教育專法，教育部有感於此，自民國 74 年起先後 6
次研擬「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卻因各

種原因擱置。直至民國 101 年教育部提出「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

畫」，為能建立完整技職教育體系，教育部再經彙集各方意見，彙

整修正本法草案內容，終獲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8 屆第 6 會

期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完成法案三讀程序，此

時建立完整一貫與適合技職教育發展之技職教育法制，對再現臺

灣技職教育榮景，與健全技職教育體系均有其特殊意義。 
    本法草案共分5章，分別為「總則」、「技職教育之規劃及管理」、

「技職教育之實施」、「技職教育之師資」及「附則」，全文共計29
條條文。本法草案之通過，使技職教育邁向新的里程碑，特別有幾

項具特色之法條，將對未來技職教育之發展產生重大影響，說明如

下： 
一、 行政院定期召開技職教育審議會，每 2 年公告技職教育政策

綱領（草案條文第 4 條）： 
 將由最高行政機關帶領教育部及相關部會、學者專家等審議

技職教育相關議題，一方面從國家經建發展總體目標之角度下，二

方面從我國教育制度人才培育角度，來審視我國技職教育人才培育

相關措施，當能更提綱挈領指導教育單位推動技職教育有關事項。

二、 責成各級相關主管機關配合辦理技職教育有關事務： 
中央主管機關進行技職教育之調查及統計；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提供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及推估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

（草案條文第 5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 3 年向中央

主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報告，由中央主管機關據以訂定技職教育發

展報告。（草案條文第 6 條）；主管機關應組成技職教育諮詢會，

以提供技職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草案條文第 8 條） 
三、國中小課程綱要納入職業認識與探索相關內容（草案條文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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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草案明文規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應納入職

業認識與探索相關內容，使國內國中小學學生能適度的接觸到技職

教育、職業訓練相關內容。 
四、技職校院落實技職教育及產業參與技職教育之獎勵： 
    學校得依科系性質開設相關實習課程，實習課程如為校外實

習，其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資、學分採計、輔導及其他相關事

項規定，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學校定之。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理

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量；長期提供學校實習名額，且實習學生畢業

後經一定程序獲聘為正式員工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比率之校

外實習合作機構，得予獎勵。（草案條文第 12 條及第 13 條）；學

校得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以利深化技職教育之實務教學；主

管機關對有大量員工參與學校實務教學之企業，應予獎勵。（草案

條文第 14 條） 
五、技職教育課程銜接機制：  

   技專校院應強化職能導向課程，並應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

程共同建立課程銜接機制，以利學生職能培養。（草案條文第 18
條）；技專校院得優先招收具一定實務工作經驗之學生，並於招生

相關章則中增列實務工作經驗之採認及優惠規定。（草案條文第 19
條） 
六、將職業教育列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修學

分，職業群科師資應赴業界實習： 
對師資培育制度部分，本法草案明文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練、生涯規劃相關科目列為必修

學分，讓日後所培育之國中、國小師資生，對職業教育與訓練、生

涯規劃等科目有一定程度之瞭解。另外，本法草案對高級中等學校

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定其應包括時數至少 18 小時之業

界實習，以增加職業群科師資對業界的瞭解。（草案條文第 24 條）

七、技職校院專業教師任教滿 6 年需至產業研習半年： 
    針對技職校院現職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

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本法草案要求上述教師每任教滿 6 年，應至

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領域有關之產業，進行至少半年以上

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讓上開教師有機會接近產業，瞭

解業界技術發展的情況，有效的縮短學用落差現象，並可提升上述

教師之實務教學能力。（草案條文第 26 條） 
八、私人或團體對技職教育贊助或其他作為著有貢獻者之獎勵： 
    私人或團體對技職教育教學設備研發、捐贈學習或實驗設備、

提供實習機會及對學生施以職業技能訓練著有貢獻者，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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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勵。（草案條文第 27 條） 
    本法草案完成立法後，將翻轉國人對技職教育屬次等選擇之刻

板印象，使技職教育向下扎根，有利技職教育之永續發展。 
 

附件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三讀通過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建立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人才培育制 
  度，培養國人正確職業觀念，落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培  
  育各行業人才，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職業試探教育：指提供學生對職業之認識、探索及體驗教

育。 
二、 職業準備教育：指提供學生進入職場所需之專業知識、技

術  
  及職業倫理涵養教育，及建立技職專業之榮譽感。 

三、 職業繼續教育：指提供在職者或轉業者，再學習職場所需

之  
  專業技術或職業訓練教育。 

四、 技職校院：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附  
  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

技 
  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五、技專校院：指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六、職業訓練機構：指依職業訓練法登記或許可設立之職業訓 
      練機構。 
第二章  技職教育之規劃及管理 
第四條  為培育符合國家經濟及產業發展需求之人才，制定宏觀技

  職教育政策綱領，行政院應定期邀集教育部、勞動部、經濟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其他相關部會首長，召開技職教育審議會；其

  委員之遴聘、組織及運作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前項綱領，至少每二年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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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行、委任或委託學校、法人、機關（構）

或團體，進行技職教育相關資料之調查及統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所轄產業人才需求相關資

料，並提供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及推估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告第一項技職教育統計資料與各級 
  各類產業、職業發展及人力需求資訊。 
第六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三年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技職教育報告，由中央主管機關據以訂定技職教育發展報告。 
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衡酌區域產業及個人就業需求，配合社會、經

濟及技術發展，規劃所轄學校技職教育之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技職教育具有成效時，中央

  主管機關得提撥經費予以獎勵；其獎勵之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邀請政府相關單位、學者專家、社會人士、企

業界代表、學校代表、教師團體代表、產業（職業）公會或工會

等單位之代表，組成技職教育諮詢會，提供技職教育相關事項之

諮詢。 
      前項技職教育諮詢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人數不得少於 
  委員總人數之三分之ㄧ。 
第三章  技職教育之實施 
第一節 職業試探教育 
第九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

導課程，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立正確之職業價值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應納入職業認識與探索相

  關內容；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參訪。

第十條  國民中學為實施職業試探教育，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練

機構合作辦理技藝教育；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勞動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中學與職業訓練機構間之權利義務關係，應以契約定 
  之，並由學校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契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契約範

  本及其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第二節  職業準備教育 
第十一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理職業準備教

育，其專業課程得由學校與產業共同設計，建構合宜之課程安

排，且兼顧學生職業倫理之培養與職涯發展、勞動及技術法規之

認識，並定期更新課程設計。 
      前項專業課程，學校得參採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

213



  職能基準，進行規劃設計，提供學生就業所需之職能。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產業創新條例所定職能基準應 
  視社會發展及產業變遷情況，至少每二年檢討更新、整併調整，

  並於專屬資訊平臺公告。 
      技專校院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每 
  年檢討課程內容。 
第十二條  學校得依科、系、所、學程之性質，開設相關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如為校外實習時，其實施方式、實習場所、

師資、學分採計、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規定，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由學校定之。 
      學校辦理校外實習課程，需由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

構提供實習名額時，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政府機關（構）：由學校檢附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書，專案報

學校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政府機關（構）核定。 
  二、公營事業機構：學校主管機關得會商公營事業主管機關轉洽

      所屬事業機構，提供實習之名額、對象及方式，並由學校主

      管機關依會商結果彙總公告校外實習課程計畫及實習技術 
      生之招募訊息，經評選或甄選決定之。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理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量；其評量

之內容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辦理實習課程績優之學校、合作機構及其相關人員，主管機

關得予獎勵。 
      學校辦理校外實習之合作機構，長期提供學校實習名額，且

  實習學生畢業後經一定程序獲聘為該機構正式員工達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一定比率者，主管機關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轉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勵。 
第十四條  學校得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前項業界專家之認定、權利義務、管理、學校開設課程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有大量員工參與學校實務教學之企業，應予獎 
  勵。 
第十五條  學校應鼓勵教師及學生參與技藝競賽或取得與所學及

就業相關之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力；辦理績效卓著之學校，主

管機關得予獎勵。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所轄產業之證照，送中央主

管機關定期公告。 
      前二項證照之認定、第一項獎勵之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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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第十六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

科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為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

力，得專案擬訂計畫，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辦理專班。 
      前項專班不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六章、第七章關於學生資 
  格、入學方式、就學區劃分、課程及學習評量規定之限制。 
第十七條  專科以上學校為辦理職業準備教育，得與產業合作開設

專班。 
      前項專班之授課師資、課程設計、辦理方式、學分採計、 
  職場實習及輔導等事項，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實施計畫，報經 
  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辦理。 
第十八條  技專校院應強化職能導向課程，並與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 
  校專門學程共同建立課程銜接機制，以利學生職能培養。 
第十九條  技專校院得優先招收具一定實務工作經驗之學生，並 
  於招生相關章則增列實務工作經驗之採認及優惠規定，經招生 
  委員會審議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三節  職業繼續教育 
第二十條  職業繼續教育，得由學校或職業訓練機構辦理。 
      職業繼續教育依其辦理性質，由學校提供學位證書、畢業證

書、學分證明或學習時數證明。 
      職業繼續教育應以開設在職者或轉業者職場所需課程為

主；其課程得參採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

行規劃設計，並定期更新。 
      前項職業繼續教育之招生對象、課程設計、學習評量、資格

  條件、招生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必要時，得會商中央勞動主管機關，不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

  五條至第四十條入學方式、第七章課程及學習評量，專科學校法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招生方式及大學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後段招 
  生方式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學校辦理職業繼續教育，得安排學生至職場接受教育

及訓練課程。 
      前項職場教育及訓練課程，應由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

設計，並與學生簽訂職場教育訓練契約。 
      前項職場教育訓練契約應載明教育訓練內容、學校、合作機

構及學生之權利義務、學習評量、畢業條件等。 
      前項契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契約範

  本及其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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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依第一項規定至職場接受教育及訓練課程時，學校主 
  管機關得視需要，進行實地訪視；其訪視結果，得作為核定學 
  校年度調整科、系、所、學程、班或經費獎勵之參考。 
第二十二條  職業訓練機構辦理職業繼續教育時，應就授課師資、

課程、辦理方式、學分採計等，擬訂職業繼續教育實施計畫，報

主管機關核定後辦理。 
      前項職業繼續教育課程之認可、學習成就之採認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勞動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職業訓練機構所辦職業繼續教育，主管機關得委託 
  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辦理評鑑或訪視，並公告其結果；其 
  評鑑、訪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章  技職教育之師資 
第二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 
  與訓練、生涯規劃相關科目列為必修學分。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數至 
  少十八小時之業界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 
第二十五條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年以

上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本法施行前已在職之

專任合格教師，不在此限。 
      前項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六條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

  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六年應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

  任教領域有關之產業，進行至少半年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

  習或研究。相關研習或研究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留職務、支付薪給、給

  予公假，並事先簽訂契約書，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迄年月日、服務

  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行等事項。

      技職校院因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

  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 
  任教領域有關之產業研習或研究，其辦理方式不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 
      第一項產業研習或研究，由技職校院邀請合作機構或相關職

  業團體、產業，共同規劃辦理；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協助之。

      技職校院推動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

  專業及技術教師定期至產業研習或研究，辦理績效卓著者，主管

  機關得予獎勵。 
第五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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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私人或團體對於技職教育教學設備研發、捐贈學習 
  或實驗設備、提供實習機會及對學生施以職業技能訓練著有貢 
  獻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 
  勵。 
第二十八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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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0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技專校院評鑑制度未來發展規劃案 
說 明 技專校院評鑑制度未來發展之規劃案於 103 年 12 月 8 日簽奉核可，

說明如下: 
一、 基於大學評鑑制度整體發展發展之考量，未來科技校院(含科

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與一般大學相同，於校務及系所評鑑結果

持續採「認可制」，一般大學及科技校院之校務評鑑均由外部

專業評鑑機構辦理，以順應國際接軌之需求，其評鑑結果並將

作為本部相關政策之重要參據；系所評鑑規劃以授權自我評鑑

(學校自行辦理)及非授權自我評鑑(學校主動申請)等方式辦

理，以落實大學自主之精神，一般大學自 106 年起，擴大授權

範圍，科技校院自 108 年起之新 1 評鑑週期，擴大授權範圍，

其評鑑結果將與政府資源脫勾，僅作為校內資源分配及自我教

學改進之參考。 
二、授權自我評鑑之評鑑方式:學校可自行由以下方案擇一，經學校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決議後辦理: 
(一)申請經本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所辦理之評鑑。 
(二)委託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評鑑機構辦理。 
(三)自行組成評鑑委員會辦理系所評鑑。 

    授權自我評鑑學校預定於下次評鑑週期前 2年向本部提出申請

認定自我評鑑機制，俾利本部規劃於 107 年及 108 年 2 梯次進

行第一階段-審查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後續則按原例行評鑑週

期受評年度順序申請系所自我評鑑結果認定。 
三、非授權自我評鑑學校之評鑑方式: 學校可自行由以下方案擇

一，報部後辦理: 
    (一)申請經本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所辦理之評鑑; 

(二)委託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評鑑機構辦理。 
四、於未來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一般大學與技專校院之評鑑業務 
    仍有作業細節之差異，並各由業務單位就執行面續行研議， 
    技專校院評鑑制度未來規劃之改革方向為: 
   ◎各學制拉齊評鑑週期(下次評鑑週期:科技校院及專科學校均 
     為 108 至 112 年) 
   ◎評鑑週期以年度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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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校院校務評鑑由本部委請外部專業機構辦理以利國際接 
     軌；系所評鑑分為授權自我評鑑學校及非授權自我評鑑學校 
   ◎系所評鑑併入校務評鑑整體檢核 
   ◎專科學校評鑑本週期暫維持綜合評鑑方式，惟由等第制轉變 
     為認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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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1 教育部 技職司 

宣導事項 
為整合跨部會產學合作資源，回應產業需求及縮減學用落差，行政

院成立產學連結會報 
說 明 一、行政院為整合跨部會產學合作資源，回應產業需求及縮減學用

落差，培育產業所需人才，並促成產業轉型發展與增值，特成

立產學連結會報。由政務委員擔任召集人，由教育部部長及科

技部部長擔任副召集人，並由教育部次長、經濟部次長、勞動

部次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與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行秘書擔任委員。 
二、產學連結會報之任務： 
（一）產業發展需求與人才培育之政策連結、跨部會資源之整合、

協調及諮詢審議。 
（二）各部會產學政策執行情形之督導。 
（三）其他有關重大產學政策之協調及推動。 
三、產學連結會報之運作目標在於促成產學連結，將以由上而下的

政策引導產業發展，並由下而上的彙集產業需求，以使政策對

焦產業人才培育與技術需求。 
四、學校未來如何運用跨部會產學連結平臺： 
   1. 行政院產學連結會報之運作未來將藉由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作

為連結產業界、公協會及學界與需求彙集之平臺，透過深度

座談蒐集產學人才培育與技術需求，並彙集區域產學需求後

提送至幕僚小組研議。 
2.請各校持續強化與產業界之交流合作，並參與相關產學連結

深度座談，除瞭解產業發展趨勢與產業所提需求，調整人才

培育與技術研發與研究之方向外，亦可反映於推動產學合作

過程所涉需跨部會協調整合議題，由幕僚小組研議後提交行

政院產學連結會報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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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2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技專校院轉學招生之缺額分配 

說 明 有關技專校院轉學招生之缺額分配，本部業於 103 年 12 月 22 日以

臺教技(四)字第 1030182533 號函諒達，說明如下： 
一、「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於 103 年 4 月 28 日修正發

布時，已於原有「辦理轉學招生後，各校各年級名額內學生總

數不得超過各該學年度原核定之新生總數」等文字，增列「且

各學系之師資質量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鑑於前述法規修正文字已明確規範

各校辦理轉學招生之師資質量標準，進行學生受教權之把關。

復因少子女化時代來臨，考量各校招生不易，本部 99 年 9 月
14 日臺技(四)字第 0990157901 號有關「各系科轉學生名額亦

不得高於各系科之缺額」之函釋文字停止適用。 
二、依「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4 項第 2 款規

定，科技校院不分類科(含管制及限制類科、非管制及非限制

類科)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名額之流用規定如下: 
(一)應明定於招生簡章。 

    (二)不得流用至涉及師資培育、醫學與其他政府部門訂有人力

管控之學系。 
(三)辦理轉學招生後，各校各年級名額內學生總數不得超過各

該學年度原核定之新生總數，且各學系之師資質量仍應符

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

三、除醫事相關類科係屬管制類科，名額不得流用外，另基於產業
人力需求及避免校系科設置過度傾斜，科技校院轉學招生規劃

仍有下列類科限制，其餘類科得於符合「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

核作業要點」規範內，自主分配各系轉學招生名額，專科學校
亦請比照辦理： 

    (一)農林漁牧業及工業類料：為培育產業所需人力，避免相關

系科設置及招生規模萎縮，各校農林漁牧業及工業類科轉
學生名額不得低於該學年度之招生缺額。 

    (二)餐旅類科(含觀光、餐旅、餐飲、烘培、旅遊、休閒):為避

免各校系科設置過度傾斜，各校餐旅類科轉學生名額不得
高於該學年度之招生缺額。 

四、上開各項轉學招生名額流用，進修學制名額仍不得流用至日 
間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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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3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青年居住論壇」臉書粉絲專頁已正式上線，敬請鼓勵學校師生共

同參與討論 

說 明 一、 本部成立「青年居住論壇」目的係為瞭解在校學生對於校內

外住宿相關意見及剛畢業青年就業、大專校院老舊宿舍問

題、住宿品質、創業空間需求等議題，廣徵青年朋友提出相

關意見。 
二、 本部除透過粉絲專頁蒐集意見外，後續亦將邀請青年代表與

意見領袖透過雲端集體共創平臺參與討論，利用資訊通訊科

技技術(ICT)促成跨越族群、跨越地理限制的討論，提供青年

居住政策，深入聽取青年的聲音，在短時間內匯集大量討論

意見，以作為研擬「解決青年居住問題」政策之重要參據。

三、 本 部 「 青 年 居 住 論 壇 」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網 址 為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livecity，敬請協助公告推廣，

以多方徵集青年朋友們對於在學期間或就業後居住問題的

意見，期能規劃符合年輕人未來追求夢想的創業居住園地，

幫助年輕人逐夢圓夢。 
四、 請協助轉知校內教職員生踴躍參與本論壇相關討論，可藉由

學校臉書官方帳號或以個人身份至本論壇貼文，以提供更多

元意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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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4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賡續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說 明 一、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請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之規定，賡續落實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

境。 
二、性別平等教育工作重點推動項目，摘述如次：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6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依法設立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定期召開會議，擬定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之政策、方針及年度實施計畫，落實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二）落實推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工作 

1. 為防堵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及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且經學

校報主管機關解聘或不續聘者再任教職，請依性平法第 27
條第 4 項之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

人員前，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錄，或是否曾經主管機

關或學校性平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屬實並

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不續聘之情事。 
2. 有關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犯罪紀錄之查閱及不適任教師

之查核： 
（1）依內政部 101 年 4 月 30 日台內警字第 1010890248 號令

修正發布「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

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請於任用教育人員或

進用專兼職人員（包含社團指導老師、校安人員等）或

志願服務人員時，將應徵者名單（載明申請查閱事由及

被查閱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月日）

函報主管機關核轉當地警察局查閱。 
（2）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請依據本

部 102 年 3 月 1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20027369C 號

令訂頒「不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

法」，於本部不適任教師資料庫，查核該等人員是否屬

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

不續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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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設置保全人員、校車司機或其他委外於校園服務之

業務時（包含教育局/處聘用跨校提供服務者），除辦理

上述查閱外，建請於外包業務或進用人員之契約書明訂

該等保全人員或服務人員之資格限制（如需檢具警察刑

事紀錄證明等）。 
（三）依法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1. 本部 94 年 7 月 28 日公布施行「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理要

點」第 5 點規定，學校不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女為由，做

出不當之處分，或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

學、退學或請長假。遭受學校歧視或不當處分之學生，得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提出申訴或救濟；同

要點第 6 點規定，學校應主動依學籍及成績考查或評量等相

關規定，採取彈性措施，協助懷孕或育有子女學生完成學業。

2. 請針對相關任課教師（如體育、實驗或實習課程）加強宣導

上開規定，不得以學生懷孕為由而損及其修習課程權利。 
（四）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提升教職員工

生性別平等意識：辦理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

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

平等教育之內容，並請加強宣導教師於使用教材或從事教育

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

別偏見及性別歧視，並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

域。 
（五）附設進修專校及進修學院可衡量自身師資積極開設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進修課程，提供進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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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5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積極防制學生藥物濫用，並建議將「防制學生藥物濫用」議題納

入課程規劃。 
說 明 一、為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本部於 96 年函頒「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三級預防實施計畫暨輔導作業流程」，97 年函轉行政院核定「防

制毒品進入校園實施策略」，及 98 年函頒「各級學校特定人員

尿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期藉由落實各級學校藥物濫用防

制教育宣導、清查、輔導工作，及結合社區相關資源及專業醫

療、輔導機構，以有效防制學生藥物濫用，為青年學子建立「健

康清新」之校園環境。 
二、101 年 6 月 2 日舉辦 101 年反毒會議之反毒博覽會時，更由總

統宣示推動「紫錐花運動」，期待藉由校園塑造新思維、新觀

念，引導青年學子對自我生命的期許與熱情。 
三、承上，請學校積極加強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工作，並落實推動宣

導、清查、通報、輔導等作為，另可配合課程規劃將「防制學

生藥物濫用」議題納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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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6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宣 導 事 項 加重大學教育支持年輕世代結婚、生育所扮演之角色 

說 明 一、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2 條規定，婚姻教育為家庭教育範圍內之重

要內涵；同法第 14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結合政

府及民間資源，提供民眾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以培養正

確之婚姻觀念，促進家庭美滿；必要時，得研訂獎勵措施，鼓

勵民眾參加。」，爰依據家庭教育法推動婚前教育及婚姻教育，

應是家庭教育之重要工作項目。 
二、 目前台灣社會，「遲婚」及「不婚」現象日益顯著。以初婚年齡

來看，相較於 20 年前，男女之初婚年齡平均都增加近 3 歲， 
25-39 歲適婚年齡階段的未婚人口比率亦呈現增加趨勢。再者，

我國之離婚率顯著攀升，近 10 年來離婚對數之平均年增率為

1.5%。近一步分析，以離婚者之婚齡來分析，過去 10 年來，

離婚者中約 3 成屬於「結婚未滿 5 年者」。 
三、 依據林如萍(2008)針對大學生的「婚姻信念與婚姻教育態度」

的調查結果顯示：55.4%男大學生對於婚姻關係信念類型為「無

助傾向」，即認為：兩人的親密關係，無法被診斷且問題無法被

解決；另有 33.8%女大學生對於婚姻關係信念類型為「評斷傾

向」，認為：親密關係是命中註定、無法改變的。值得注意的是，

「關係信念」對婚姻教育態度具有顯著影響，相較於「樂觀傾

向」的大學生，「無助傾向」與「評斷傾向」者對婚姻教育的態

度較為負向，意即：當年輕世代認為婚姻關係是命中註定的，

個人無法經營、改變，則較不認同婚姻教育的重要性與有效性。

四、 根據本部 99 年委託台灣師大的調查發現：民眾雖肯定婚姻與家

庭的重要性，但對於婚姻生活卻不樂觀。美國研究證實：越來

越多人無法從家族或鄰居中找出長久婚姻的例子，年輕世代無

法看著父母背影前進，缺乏婚姻經營的楷模，使得年輕世代對

未來的婚姻缺乏憧憬！ 
五、 大學生正值人生中發展親密關係及預備進入婚姻的關鍵階段，

因此，針對年輕世代的婚前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議題。而家庭教

育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鼓勵師資培育機構將「家庭教育」相關

課程，列為必修科目或通識教育課程。因此，提供年輕世代「親

密關係及婚姻預備」課程，鼓勵年輕世代學習習，透過教育活

動澄清關係信念，培養年輕世代具備批判省思傳統文化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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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婚姻迷思的能力，以及健康的關係互動技巧等，將有助他們

建立邁向健康的婚姻、親密關係之認知、態度與行為模式。 
六、 本部 102 年 2 月 25 日函頒「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102-106

年），提出鼓勵大專校院開設家庭教育課程之執行策略；另內政

部 102 年委託臺灣競爭力論壇學會完成「晚婚、不婚現象因應

對策之研究」，亦提出「加重大學教育在婚姻選擇所扮演的角色」

等多項建議。 
七、 為增進國人親職教育的知能，營造國人家庭幸福、社會和樂，

教育部創建整合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為單一碼「412-8185」，
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週六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週一~週五晚間 18:00~21:00。 

八、 本部已建置完成「iLove 戀愛時光地圖」互動學習網站（網址：

http://mrep.moe.edu.tw，），針對年輕世代之學習需求，釐定「人

際吸引」、「約會追求」、「溝通衝突」及「願景經營」4 個面向，

並訂定多項主題，透過戀愛與親密關係經營的小秘方提醒、測

驗與遊戲，透過網站有趣的功能，提供親密關係之學習知識。 
九、 建請各大專校院辦理下列事項： 
(一) 請師資培機構將家庭教育相關課程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二) 請積極於通識課程中開設性別/婚姻課程。 
(三) 請積極協助宣導「412-8185」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及「iLove

戀愛時光地圖」互動學習網站（網址：http://mrep.moe.edu.tw，）

(四) 請考量建造有關有眷宿舍，以提供適婚年齡的研究生能有方便的

家居生活，提高結婚和生育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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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7 教育部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宣導事項 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試辦計畫 

說 明 一、 為營造友善校園環境，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形象，本部

請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辦公室於 102 年

起，試辦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 
二、 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依「學校國際化發展目標及特色」、「境

外學生國際化學習支援」、「大專校院國際化人力及行政資

源」、與「國際化校園及外文網站」與「國際合作與交流」五

大項評鑑指標分類，其中再細分 75 項為必要指標，57 項為

選要指標，採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後申復及綜合評審四

階段辦理。 
三、 102 年計有 5 所大學校院參與，103 年計有 19 所大學校院參

與。為使本試辦計畫更臻完備，試辦期間蒐集各校意見並進

行指標之修正。 
四、 評鑑結果列入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境外生及國際化績效獎勵之

加權計算，補助款規劃專款專用於各校提昇國際化品質。 
104 年試辦計畫持續進行，相關資訊可洽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

員支援體系計畫辦公室(http://www.ni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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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8 教育部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宣導事項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行動計畫 

說 明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行動計畫為行政院重點計畫，以「精進在臺留學

友善環境」及「強化臺灣高等教育優勢行銷」為二大主軸。主要方

案說明如次： 

一、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協同國內大專校院參與

亞太教育者年會、美洲教育者年會及歐洲教育者年會等。相關

資訊請參考網站：http://www.fichet.org.tw/ 
二、辦理境外學生接待家庭計畫，協助大專校院建立境外學生接待

家庭機制，辦理接待家庭訓練，並媒合境外學生與接待家庭。

參考網站：http://hostfamily.org.tw/main.php 
三、建置境外學生輔導人員資訊交流平臺，強化資訊及作業整合管

理，並辦理境外學生輔導人員專業素養培訓課程。參考網站：

http://www.nisa.org.tw/ 
四、補助「菁英來臺留學辦公室（ESIT）」： 

該辦公室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引進其官方獎學金生至我聯盟學

校攻讀學位或培訓。參考網站：http://www.esit.org.tw/ 
五、補助臺灣教育中心：教育部 96 年 2 月 8 日制定發布「補助國

內大學境外設立臺灣教育中心要點」，部分補助國內大專校院

赴海外重點國家設立臺灣教育中心，申請單位應自行籌措計畫

核定總經費之 50%。臺灣教育中心主要任務為協助各校招收國

際學生赴我國就讀；開設華語課程及境外專班，協助本部駐外

機構辦理華語文能力測驗；籌辦臺灣高等教育展及高等教育論

壇，推動高等教育及華語文教育國際合作。教育部 103 年補助

銘傳大學等 7 校於馬來西亞、泰國、蒙古、印尼、美國、日本、

越南及韓國等 8 國，設立 9 所臺灣教育中心，倘有需協助事項，

歡迎各校洽繫各中心。 
六、提供外國學生獎學金 

(一)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 
為培養通曉我國語文之人才，教育部自 94 年起設置「華語文

獎學金」，吸引外國學生赴我國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中心研習

華語，每月獎學金新臺幣 2 萬 5,000 元，受獎期限最長 1 年，

另核予暑期班（2 個月）、3、6 至 9 個月不等受獎期限，以鼓

勵外國學生赴我國研習正體華語文。自 101 年至 103 年共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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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613 位受獎生赴我國研習華語文，敬請各校逐步充實華

語教學資源及設備，以提供更佳之華語學習環境。 
(二)教育部臺灣獎學金 

為鼓勵外國學生來臺進修學位，教育部特設置臺灣獎學金。

學生學費及雜費由教育部(4 萬元以內)及學校共同支應；教育

部並提供大學部受獎生每月新臺幣 1 萬 5,000 元；碩士及博

士受獎生每月新臺幣 2 萬元。申請者逕向我駐外館處提出申

請。 
上述各資源係為協助大專校院國際化，吸引外國學生。同時，也希

望藉著大專校院之回饋，精進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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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29 教育部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宣導事項 開拓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 
說 明 一、 補助開拓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要點 

  教育部於 103 年 7 月 25 日訂定發布本要點，部分補助相

關機構（含政府機關及大專校院等）籌組策略團隊，以整合

服務之方式規劃華語文教育輸出計畫，提升我國在海外華語

文教育領域影響力。 
  申請單位得向本部申請計畫如次： 
1. 一線駐點計畫：於目標地區設立專案辦公室，開拓經營當

地網絡。 
2. 一級輸送機構計畫：依目標地區師資、教材、課程、測驗

等不同需求，跨國提供華語文產品及服務。 
3. 一流華語中心計畫：依目標地區需求，建立目標地區人士

赴我國參加華語研習及師資培訓之行銷網絡。 
  本計畫為 4 年期，第 1 年每案本部補助總經費 70%，補

助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以下同）210 萬元；第 2-4 年每案本部

補助總經費 35%，補助經費上限至多 500 萬元。倘申請案結

合 3 類計畫，第 1 年本部補助經費上限為 630 萬元，第 2-4
年補助上限至多 1,060 萬元。 

二、 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 
  另教育部於 103 年 8 月 5 日訂定發布本要點，鼓勵政府

機關及大專校院等單位，連結華語文教育產業上、中、下游

資源，促進華語文教育發展，推動華語文教育國際合作及交

流。 
  申請單位可申請網路（線上）學習類、國際學術交流類、

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任教類及策略專案類，每案補助經費以

不超過計畫總經費 80%為原則。但為配合國際需求及我國政

策推動，對於現階段較迫切之類別得優先補助，並得提高補

助比率或以全額補助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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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0 教育部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宣導事項 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及獎勵計畫 
說 明   教育部於 103 年 7 月 29 日訂定發布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

及獎勵要點，以補助經費方式核予通過審查之獲獎學校績效獎勵

金，升級各校軟硬體設備，改善華語學習環境，漸進提高來臺研習

華語、線上學習及特色招生效益。 
  國內設有華語文中心並經教育部核可得自境外招收外國人來

臺研習華語之大專校院，所報年度實體研習或線上學習華語人數達

150 人以上，檢附相關佐證表件，並配合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

業輸出大國八年計畫之招生目標，設定中程（三年至五年）招生目

標及內部績效管理及獎勵計畫，皆能提出申請。 
  獎勵金分為三類： 

1. 實體研習華語招生績效：來臺研習華語文註冊並繳費人

數，包括外國獎學金生、外國華語文教師來臺研習團、外

國學生來臺研習團、校內註冊並繳費之境外學生、境外開

班註冊並繳費人數。 
2. 線上學習華語招生績效：線上學習華語文註冊並繳費人數。

3. 特色質性績效：前二項招生績效以外之績效，例如學習華

語之人士具備極重要影響力，或提供之華語教育服務、產

品計畫具備長期或深遠影響力。 
  獎勵金項目分為基本獎勵金及成長獎勵金，兩項合計最高補助

上限達新臺幣 500 萬元。申請特色質性績效者，需提報教育部國際

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審議，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且三分之

二表決通過者，核給特色績效獎，得頒發獎狀一紙，並核發特色獎

勵金，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500 萬元。 
  補助經費 10%得提供華語文相關系所及學程辦理師生華語教

學增能活動，90%應專款專用於提升華語招生績效活動，包含充實

華語文中心之教學及學習設備（不得逾補助經費 30%）、設置華語

文學習成果優良獎學金、舉辦我國文教藝術體驗、與中小學合辦移

動式學習等，歡迎各校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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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1 教育部 師資及藝術教育司 

宣導事項 104 年中小學師資職前培育相關措施 
說 明 多元管道培育師資，是時勢所趨，也是社會高度的共識，其實多元

只是方法，專業及優質才是目的。優質的教師，有賴優質的師資培

育機構，能以教師圖像、「教師專業標準」的規準，規劃正式與潛

在課程所「培養」出來的，因此，師資培育機構的專業能量、辦學

核心重點及特色、培育過程的規劃，甚為重要。本部近期中小學師

資培育及藝術教育相關措施如下: 
一、師資生適性檢測 
（一）發展緣由：於師資生篩選階段利用各種測驗以及評估方式，

遴選出具備教師性向的學生並加以培訓，其重要性已與學校

選聘教師同等重要，故特以發展師資生適性檢測，協助各師

資培育之大學篩選人格特質符合適任教師之師資生。 
（二）「教師暨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計畫」為期三年（103 年 4 月 1

日至 105 年 12 月底），本部業委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

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研擬「教師暨師資生潛能測驗組

合計畫」，以情境判斷測驗、教師工作價值觀二種測驗的組

合，涵蓋能力、性向、人格特質層面，篩選出合適的師資生。

（三）本計畫預定於 104 學年度起推廣至各師資培育之大學甄選師

資生使用。 
二、成立師資培育之大學中等教育階段領域教學研究中心，加強教

學、各科教材教法研究 
 （一）本部研訂「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中等教育階段領域教學

研究中心設置計畫」，自 103 年至 105 年 3 年為期逐步設置

20 個教學中心，103 年已成立國語文領域、數學領域、藝術

領域、社會領域、外語領域 5 個教學中心。104 年預定成立

自然領域、體健領域、生活領域、綜合領域、土木與建築領

域、化工領域、商業與管理領域、設計領域 8 個教學中心。

 （二）中心任務為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由師培大

學專業帶領中小學教師精進教學，於教材教法、教師進修課

程、臨床教學教師之研發等，縮短師資培用落差及教師在職

進修實務致用課程內涵，並與本部教學中心與課程研發機制

(國教院)、師培聯盟與課推系統(國小師培聯盟)、三級教學

輔導系統(師培聯盟與學群科中心及國中小輔導團)相互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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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於課綱修訂、課程研發等處發揮專業領銜功效。 
三、師資生適性檢測研發完成將推廣至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屆時請

各校積極使用;另請師資培育之大學踴躍提報申請領域教學研

究中心計畫，本部將補助相關辦理經費，請鼓勵相關系所於 104
年 5 月提出申請(本部屆時將函文請學校提申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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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2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各校積極合作並深化推動「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

期五年計畫(103 年─107 年) 」 
 說     明 一、 本部前於 102 年 8 月 27 日以臺教師(一)字第 1020124570 號

函檢送「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年計畫(103
年─107 年)」予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

育局、本部各單位、部屬機關(構)等，整體計畫公告並於教

育部網站「資料下載」供民眾查閱參考。 
二、 為持續深化大專校院參與情形，本部另於 103 年 10 月 27

日以臺教師(一)字第 1030154973A 號函再次檢附「教育部美

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年計畫(103 年─107 年)」，請各

大專校院配合宣導周知，積極參與本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相關方案，運用大學校院豐富的知識資本與人文社群，在環

境、教學、師資、課程面向形成發展及推動表率，並長期投

入相關資源，開創師生美感與藝術相關領域發展潛能。 
三、 請  貴校持續重視校園美感環境，並推動與中小學合作，

發展在地生活美感課程，及鼓勵學生社團至中小學展演等，

讓師生及行政人員能廣為接觸美感，涵養具美感品質與宏觀

視野的現代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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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3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鼓勵所轄學校老師使用教育家部落格 
說明 一、 為提供全臺教師一個精進教學的數位支援互助網絡，本部

建立以老師為主體的部落格—「教育家部落格」，並已於

103 年 1 月 22 日正式開站。 
二、 本部推出「教育家部落格」，即希望提供教師最需要的專

業教學互助網絡，讓全臺教師能在此互相砥礪與分享教學

心得、資源，提升教學士氣及熱情。「教育家部落格」內

有五大頻道：人物故事、新知分享、未來教室、活動快訊

及影音專區。 
三、 藉由這個平臺分享學校創新做法及教學現場的經驗，讓教

師之間可以彼此激勵打氣，發揮社會典範精神，並提升教

師的熱情與專業，進而增進教學及教育品質，培育新時代

志業、熱情的良師，才能培育出熱情學習的孩子。讓孩子

在學習時眼神發亮，願意主動學習、學會思考。透過不同

的教學思惟及策略，許孩子一個美好的未來。 
四、 請協助轉知鼓勵  貴校教師及師資生將「教育家部落格」

（網址為：http://teachersblog.edu.tw/）加入最愛。 
五、 請鼓勵  貴校老師到教育家部落格，分享在學校裡創新做

法及教學現場的經驗，讓「教育家部落格」變成精進教學

的強力後援，並與其他教師共享優質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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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4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鼓勵學生參與「教育部大專青年偏鄉藝術教育工作隊」(以
下簡稱：本工作隊)駐點服務計畫 

說明 一、 本部為落實自 103 年起至 107 年推動「美感教育第一期

五年計畫」六大重點之一的「藝術青年播灑美感種子」，

委請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辦理「教育部大專青年偏鄉藝術教

育工作隊實施計畫」，讓大專藝術青年發揮美的影響力，

透過視覺、表演、科技藝術等藝術教育和體驗活動，與山

地、沿海、離島的學童共同創造美感生活的經驗與表現，

播撒美感種子。 
二、 敬請於 104 年工作隊計畫實施期間，轉知本工作隊訊息

並提供相關協助，以利推動大專校院藝術青年至偏鄉學校

社區巡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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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5 教育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宣導事項 依據學生輔導法，落實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說 明 一、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 總統 103 年 11 月 12 日華總一義

字第 10300168991 號令公布，除本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有關專任

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規定，應依同法第 22 條於

106 年 8 月 1 日起逐年增加外，餘各條文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之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行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

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自 103 年 11 月 14 日起已生法律效力，

請學校依法落實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二、依據本法之規定，其推動重點，摘述說明如次： 
（一） 學校應視學生身心狀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

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學校教師，負責執行發展性輔導措

施，並協助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措施；專科以上學校之專業輔

導人員，負責執行介入性輔導措施及處遇性輔導措施。 
（二） 學校各行政單位應共同推動及執行三級輔導相關措施，協助學

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落實其輔導職責，並安排輔導相

關課程或活動之實施。 
（三） 專科以上學校得參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設學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之組成、任務及相關運作方式等，籌組並召開相關委員會，

統整校內各單位相關資源，以推展學生輔導工作。 
（四） 學校應由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推動學生輔導工作，掌理學生資

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學生智力、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

學生興趣成就及志願之調查、輔導及諮商之進行等事項，並應

指定場所妥善保存學生輔導資料。 
（五） 學校應定期辦理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研習，並

納入年度輔導工作計畫實施。專業輔導人員接受在職進修課程

情形及學生輔導工作成效，納入其成績考核，成績優良者，應

予獎勵。 
（六） 學校應設置執行學生輔導工作所需之場地及設備，執行及推動

學生輔導工作；應優先編列推動學生輔導工作所需經費，並專

款專用。 
（七） 學校應定期辦理輔導工作自我評鑑，落實對學生輔導工作之績

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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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校應主動通知輔導資源或輔導活動相關訊息，以促進家長參

與學生輔導工作。    
三、本部業以 103 年 11 月 20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30166957 號函知各

校依法推動學生輔導工作，未來本部將賡續制定相關配套子法、

規劃各級學校增置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之期程、建立各級學

校學生轉銜輔導通報系統等工作，透過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

之通力合作，編織綿密的學生輔導服務網絡，以完備學生輔導三

級體制，提供學生友善安全的學習環境。 

239



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6 教育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賡續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說 明 一、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請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之規定，賡續落實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二、性別平等教育工作重點推動項目，摘述如次： 
（一）依據性平法第 6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依法設立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定期召開會議，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之政策、方針及年度實施計畫，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二）落實推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工作 
1.為防堵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及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且經學校報

主管機關解聘或不續聘者再任教職，請依性平法第 27 條第 4 項

之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查

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錄，或是否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平

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

核准解聘或不續聘之情事。 
2.有關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犯罪紀錄之查閱及不適任教師之查

核： 
（1）依內政部 101 年 4 月 30 日台內警字第 1010890248 號令修正

發布「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學校於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專兼職人

員（包含社團指導老師、校安人員等）或志願服務人員時，

將應徵者名單（載明申請查閱事由及被查閱人之姓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月日）函報主管機關核轉當地警察

局查閱。 
（2）依據本部 102 年 3 月 1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20027369C

號令訂頒「不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

法」，學校於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

應於本部不適任教師資料庫，查核該等人員是否屬主管機關

或學校性平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屬實並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不續聘者。 
（3）學校設置保全人員、校車司機或其他委外於校園服務之業務

時（包含教育局/處聘用跨校提供服務者），除辦理上述查閱

外，建請於外包業務或進用人員之契約書明訂該等保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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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人員之資格限制（如需檢具警察刑事紀錄證明等）。

（三）請落實通報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1.本部業自 100 年 9 月 27 日起，彙整每週學校於校安系統通報之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提交每週二由部次長主持

之專案會議，討論當週案件之通報情形，並將重大案件進行特

殊列管，督導各級學校依法調查處理及追蹤處理結果。 
2.為有效檢核學校之處理情形並進行相關統計，本部建置「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事件統計及追蹤管理系統」（101 年 11 月 1
日上線），請學校針對 101 年 8 月 1 日起所通報之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上線填寫及陳報該等事件調查處理情

形，並由本部依學校填報狀況逐案審核及督導，以持續全面列

管及輔導改善各通報案件之處理成效。 
（四）依法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1.本部 94 年 7 月 28 日公布施行「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理要點」

第 5 點規定，學校不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女為由，做出不當

之處分，或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

或請長假。遭受學校歧視或不當處分之學生，得依性平法或其

他相關法規規定，提出申訴或救濟；同要點第 6 點規定，學校

應主動依學籍及成績考查或評量等相關規定，採取彈性措施，

協助懷孕或育有子女學生完成學業。 
2.請學校針對相關任課教師（如體育、實驗或實習課程）加強宣導

上開規定，不得以學生懷孕為由而損及其修習課程權利。 
（五）依據性平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提升教職員工生性別平等

意識：學校辦理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

修及教育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

容，並請加強宣導教師於使用教材或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

性別平等意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

並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域。 
（六）落實性平法第 14 條規定，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1.依性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不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量、獎懲、福利

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第 2 項規定「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

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不利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

助，以改善其處境。」且立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第 16 次會議修

正性平法部分條文時通過之附帶決議：「學校不得以學生之髮

式、服裝因不符合性別之刻板印象而加以處罰」。 
2.請透過相關研習活動宣導上述法規，強化教育人員之性別平等意

識，尊重學生性別特質及個別差異，共同營造多元開放、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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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校園；並將本案執行成效列入相關視導考核之項目。 
三、依據性平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依法辦理

並設立性平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四、請學校於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專兼職人員（包含社團指導老師、

校安人員等）或志願服務人員時，將應徵者名單（載明申請查閱

事由及被查閱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月日）函

報本部核轉當地警察局查閱。 
五、依據「不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督導所屬

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於本部不適任

教師資料庫辦理查詢事宜；並請於外包業務或進用人員之契約書

明訂該等保全人員或服務人員之資格限制及服務規範。 
六、請學校除落實通報（知悉疑似事件後 24 小時內完成法定通報及校

安通報）外，並確實於本部建置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

事件統計及追蹤管理系統」填報所通報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事件之處理情形，並加強對相關人員宣導（負通報責任人

員、性平會執行秘書、校長—於系統中負責審核者）。 
七、請針對相關任課教師（如體育、實驗或實習課程）加強宣導不得

以學生懷孕為由而損及其修習課程之權利。 
八、辦理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

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並請加強宣

導教師於使用教材或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

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 
九、請學校於規範學生服裝儀容時，應考量學生在生理上、心理上、

宗教上、經濟上等之特殊需求，給予學生多元選擇，並尊重其抉

擇，以符合性平法之規定，且不得因服裝儀容問題據以處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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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7 教育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依據「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賡續落實

推動生命教育工作。 
說 明 一、本部已於 103 年 3 月公布「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期透

過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校園文化，讓校園的教職員工生具備生

命教育的理念與素養，協助學生探索與認識生命的意義，並藉

由科際整合及創新作法，提升與國際接軌及經驗交流，以永續

發展與推動、落實深耕，逐漸成為我國之特色教育計畫，請學

校確實依其策略與目標落實執行。 
二、請各校配合辦理生命教育重點工作： 
（一）生命教育月活動：請配合本部 10 月的「生命教育月活動」，

就生命教育的本質、培養堅韌的生命力、社會關懷、樂活節

能的生活等主題任選其一或以上，於當週（或 4 週中）辦理

非正式課程活動，以達成增進學生探索與認識生命的意義、

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獨特的生命之目標。 
（二）建構校本自主特色與校園文化之生命教育推動模式。 
（三）強化教師及行政人員生命教育知能研習，鼓勵教師參與生命

教育課程教學與教材資源觀摩分享活動。 
（四）結合節慶辦理生命教育活動、社團活動、服務學習，或邀請

生命典範人士宣導推廣正向人生理念與經驗，並提供校內生

命教育報導或案例分享，加強與大眾傳播媒體合作宣導生命

教育理念與活動。 
（五）鼓勵大專校院組織生命教育區域聯盟運作機制、設置生命教

育在職碩士專班，大學相關系所設置生命教育博士班/博士學

位學程，補助師生赴國外出席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或參

訪活動，培育各界生命教育人才，提昇生命教育學術研究與

發展。 
（六）本部已將生命教育列入「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及「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及申請要點」補助核配基準，請落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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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8 教育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推動「紫錐花運動」，加強落實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說 明 我國校園防制模式，著重於落實教育宣導、關懷清查、春暉輔導等

三級預防工作，藉由跨機關通力合作，及不斷精進防制作為，避免

學生受到毒品的危害。 
ㄧ、本部已於 103 年 8 月 18 日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20878 號函頒

「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於 8 月 11 日辦理相關

工作坊，另於 10 月辦理大專校院推動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暨校園

安全生輔組長業務研習，透過標竿學習來強化學校推動相關反毒

工作。 
二、本部為鼓勵大專校院辦理反毒宣導服務學習，號召學生投入鄰近

中、小學進行反毒宣教，發揮「大手牽小手」的拒毒預防效果，

前已函頒「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

模式推廣活動計畫」，期參與宣教的大專學生藉此瞭解毒品的危

害，更可藉由服務學習增進正向成長經驗、承擔公民責任。 
三、有關學生遭檢警查獲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本部均函

請學校查證，惟近期發現部分涉案學生未列入學校特定人員名

冊，顯見清查工作有待加強，為落實學校特定人員清查，本部前

函請各校確依「各級學校特定人員尿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規

定，建立特定人員名冊，並適時進行尿液篩檢作業，以即早發現

藥物濫用學生給予輔導，對於第一次遭檢、警單位緝獲之涉毒學

生如未列入校內特定人員名冊，由各校施予輔導外，並由本部登

錄列管。倘同一人再次遭到檢、警方查獲涉毒，而學校仍未將其

列入特定人員，本部將提定期會議討論，是否公布相關學校名單。

四、另學校發現藥物濫用學生，應進行校安通報並組成「春暉小組」

積極輔導，不得藉故要求休學、轉學或退學。 
五、為落實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工作，建議作法如下： 

（一）依據本部函頒「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落

實三級預防工作，並於「新生訓練」、「導師會議」及「友善

校園週」等相關活動將反毒宣導納入重點。另鼓勵學生參加

校內外辦理「壓力調適與情緒管理」、「衝動性與問題解決能

力」、「拒絕誘惑的技巧」等訓練活動，以舒暢學生身心。 
（二）鼓勵學校申辦「推動拒毒萌芽服務學習計畫」，發揮校園反

毒創意宣導形式，結合社區、鄰近學校合作推動紫錐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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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納入服務學習認證時數，以鼓勵學生投入反毒宣導服

務學習，將反毒意識扎根校園。相關經費請依「教育部補助

各級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辦理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宣教活

動實施要點」向本部申請補助。倘學校以自籌經費方式辦

理，請將活動計畫及成果報告報部備查，以利相關成效統計。

（三）研議將防制學生藥物濫用、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

等議題納入通識教育或採行協同教學、列入必修等方式之可

行性。 
（四）請學校確依本部 103 年 9 月 25 日修正發布「各級學校特定

人員尿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辦理相關工作；另為強化大

專校院協助檢警緝毒通報合作機制，本部於與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定期聯繫會議提案討論，決議：「大專院校若欲

向警察機關舉報毒品上游案件，可逕向轄區警察分局偵查隊

提出檢舉或報案；另內政部警政署已函請各警察分局指派專

人負責是項工作，並請相關承辦人對於提供或通報毒品犯罪

情資之大專院校教職員之姓名、年齡、住居所等足資辨別其

特徵及檢舉內容等資料，應恪遵相關保密規定」，相關作法

本部業於 103 年 11 月 4 日函請學校配合辦理。 
（五）學校發現學生疑似藥物濫用或遭檢警查獲涉嫌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例案件，應確實組成春暉小組輔導，並可上衛生福利

部心理及口腔健康司網站（http://www.mohw.gov.tw/）查詢

「成癮治癮」項下的藥癮戒治機構名單及心理師到校服務方

案。倘個案因故離校未完成春暉小組輔導者，如學校評估個

案有多次施用情形，應轉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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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39 教育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宣導事項 請落實推動特殊教育相關事項 
說 明 一、成立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5 條規定「高等

教育階段學校，為處理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

得成立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代表

參與。」，查 103 年 12 月 3 日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已成立特殊

教育推行委員會計 134 校。 
二、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依據「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

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規定，「學校得設置或指定一級單位

為專責單位，專辦身心障礙教育業務有關事項。｣，查 103 年

12 月 3 日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已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計 157
校。 

三、未成立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及設置專責單位之學校:請儘速成立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及設置專責單位，以建構特教行政支持系

統，整合校內外資源，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及生活。 
四、請各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名額及踴躍辦

理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  
(一)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每年辦理 1 次身

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惟招生簡章部份系(科)學校

未提招生名額。敬請各校本於社會責任並考量身心障礙學

生受教機會及權益，提供多元系(科)之名額。 
(二)另為考量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特性，提供適性升學管道，依

據「大學校院辦理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處理原則」，各校

可向本部申請辦理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並由各校

自組招生委員會訂定招生辦法。 
(三) 依據「鼓勵大專校院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招生名額及承辦甄試工作實施要點」本部對於學校招收身

心障礙學生，入學註冊者補助學校每生 6 萬元經費，資本

門及經常門各 3 萬元，以充實教學設備及輔導經費，請各

校踴躍提供招生名額。 
五、補助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經費：依據「教育部補助

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鼓勵大專

校院成立資源教室，對其開辦費、輔導人員費、課業輔導、協

助同學、教材耗材、學生輔導活動費等項目予以補助，並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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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人員專業知能研習及學校訪視，重視身心障礙學生心理輔

導、使其校園生活及課業上都能得到協助。並規定，校長應指

定學校一級單位主管為召集人，並邀請特教專家學者、身心障

礙學生或家長代表等，開會審查特教相關事務。 
六、提供支持服務： 

(一)補助大專校院校園無障礙設施設備： 
學校應綜合考量人權、性別平等、消防安全、綠建築等面

向，根據依行動不便者之實際需求，營造無障礙校園環境，

並依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檢視校內無障礙設施。如需申請

補助經費，得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

環境原則」規定，擬具整體及年度改善計畫及需求額度送

本部審查，每校以不超過新臺幣 200 萬元為原則。 
(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 

本部委託淡江大學、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復健醫院辦理視障、聽語障、肢障輔具中心，辦理專業

需求評估、採購、訓練、諮詢、簡易維修等事項，請學校

檢視學生需求，適時協助申請輔具。另外，近來大專校院

學習障礙學生日益增加，請學校相關輔導人員注意該等學

生在聽、說、讀、寫、算方面是否有學習困難，並可向各

輔具中心諮詢是否可藉由使用輔具協助解決學習困難（例

如可提供閱讀軟體或設備給有閱讀障礙之學生）。 
(三)提供點字及有聲教科書: 
    本部委託淡江大學製作點字教科書，國立清華大學製作數

理及自然科教科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製作人文及社會教

科書，請學校相關輔導人員評估學生需求向製作學校申請。

(四)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 
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減免辦

法」規定，身心障礙程度屬極重度及重度者：免除全部就

學費用。屬中度者：減免十分之七就學費用。屬輕度者：

減免十分之四就學費用。 
(五)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金：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大專校院依不同

障礙類別，輕度補助 1 萬 2,000 元至 3 萬元不等，中度以上

補助 2 萬至 4 萬不等。 
七、輔導支援與轉銜服務： 

(一)特殊教育中心協助輔導大專校院： 
本部已請 13 所特殊教育中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立臺

北教育大學、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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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大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立嘉

義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屏東教

育大學、國立東華大學、國立臺東大學），加強聯繫輔導區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瞭解其需求，辦理身障學生鑑

定及提供諮詢、輔導及辦理特教知能研習等服務。 
(二)轉銜輔導及服務： 

依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
1.為使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校應評估學生個

別能力與轉銜需求，訂定適切之生涯轉銜計畫，學生生涯

轉銜計畫應納入個別化支持計畫。 
2.各校應於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前 1 學期召開轉銜會議，討論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需求，若未升學者依學生就業需

求，函請縣市勞工機關派員出席轉銜會議，以利銜接服

務。 
3.本部已建置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資訊平台及教育部產

學合作資訊平台，提供各校媒合校外實習職場參考。 
4.有關就業相關資訊請至全國就業 e 網查詢相關訊息，以提

供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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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0 教育部 秘書處 

宣導事項 
為推廣檔案保存與應用，建立完善的檔案管理制度，請各大專校院校

長協助宣導檔案保存之重要性。 
說 明 一、依據檔案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二級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對於所屬機關檔案管理情形，應定期辦理考評與獎懲。

二、本部每年定期辦理所屬機關（構）學校檔案管理訪視輔導，藉由

訪視委員實地訪評提出建議，提供受訪機關學校爾後改進方向與

努力目標，並針對其中表現進取或成績優異者，予以經費補助，

以充實其檔案管理相關軟硬體設備，對其提升檔案管理作業績效

頗有助益。 
三、本部自 95 年起，每年推薦表現優良之機關（構）學校及檔案管

理從業人員，參加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主辦之「機關檔案

管理金檔獎暨機關績優檔案管理人員金質獎」遴選，103 年度計

有國立臺灣圖書館榮獲金檔獎，以及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文書組組

長等 4 人榮獲金質獎。 
四、大專校院核心檔案資料如創校歷程相關公文及文物、歷年校務行

政會議、學生學籍與活動紀錄、教師研究與教學文稿、校園建築

圖說等，均應予妥善保存，俾利作為各項行政作業參考，延續並

發揚學校文化精神，請各大專校院校長協助宣導檔案徵集、典藏

及應用觀念，對於尚未建置校史館及檔案庫房之學校，並請加速

推動成立。 
五、另依據檔案法第 23 及 24 條規定:未經核准將檔案運往國外者或明

知不應銷毀之檔案而銷毀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金。請各大專校院推展各項檔案管理業

務時，務必依循相關法令辦理，以善盡檔案保存與有效應用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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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1 教育部 體育署 

宣 導 事 項 「大專校院國民運動中心試辦計畫」 

說 明 一、 「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經行政院 99 年 1
月 7 日核定，100 年 11 月 10 日核定修正在案，其中子計

畫－「興建國民運動中心」，規劃於全國興設 32 座國民

運動中心，選址定有「核心服務圈人口數」達 1 萬人及「衍

伸服務圈或基地所屬行政區人口數」達 15 萬人之要求，

以較受民眾喜愛之 6 大核心運動項目為主要設施，包括游

泳池、體適能中心、韻律教室、羽球場、桌球場及綜合球

場，並由地方政府規劃特色運動項目，營運方式為委外經

營，須在工程興建前完成營運招商作業，以確保永續經

營，提供民眾多元化運動選擇，養成規律運動習慣。 
二、 然部分縣市因人口條件不足或政策考量等因素而無法興

設國民運動中心，為平衡區域之發展，並落實資源整合，

充分運用大專校院既有之硬體運動設施優勢及專業人力

資源，參照「興建國民運動中心計畫」內容，辦理「大專

校院國民運動中心試辦計畫」，規劃輔導公立大專校院參

考國民運動中心 6 大核心運動項目，掛牌成立「大專校院

國民運動中心」，期擴大大專校院運動場館之使用效益，

共同投入全民運動之推廣，達成週邊居民及學校雙贏之目

標。  
三、 「大專校院國民運動中心試辦計畫」以校址所在縣市或直

轄市無公辦國民運動中心及有意願掛牌並充分運用既有

場館設施之國立大專校院作為優先試辦對象，係藉由大專

校院整建或修繕現有設施及配合法令須增設之附屬服務

空間等，滿足開放民眾使用之需求，以發揮國民運動中心

之規劃精神，兼顧區域運動資源均衡與整合。 
四、 目前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國立體育大學等二所大專

校院已分別於 103 年 11 及 12 月掛牌成立附屬運動中心，

期透過更多大專校院積極參與，提供社區民眾多元而友善

優質之運動環境，鼓勵有意願之大專校院依「大專校院國

民運動中心試辦計畫」（於本署網站公開下載）提報計畫

書，內容須含計畫摘要、計畫緣起、計畫目標、校區環境

介紹、週遭環境介紹、營運現況、未來營運規劃、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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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與內容及資源需求等送本部體育署審查，俟審核通過後

續行掛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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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2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104 年度大專校院生涯輔導業務推動 
說 明 一、緣由 

鑒於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人力不足及異動頻繁等狀況，生涯

輔導工作推動可透過校內各單位合作資源整合，以及教師開設

生涯課程或導入授課過程，方能更為落實，使學生普遍獲益。

故本署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並研發提供大專

校院教師運用之生涯發展教材，作為生涯輔導工作推動之基礎。

二、本署 103 年研發內容 
（一）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涵蓋學生生涯發展任務，包含生

涯信念風格、自我探索、職涯探索、學涯發展、學職轉換、

生涯籌劃、回顧展望等 7 單元。 
（二）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初版)：以學生為主體編

撰，包含(1)大專學生生涯發展與其所需生涯服務、(2)推
動生涯工作的行政合作與資源運用、(3)各類生涯服務人員

工作任務及角色、(4)生涯發展課程、(5)生涯輔導活動、(6)
結合學生學習面向推動生涯輔導、(7)政府與社會資源等 7
個章節。 

三、104 年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推動方向 
運用 103 年研發教材與手冊之成果，協助大專校院在學青年作

好生涯規劃，規劃補助大專校院推動生涯輔導工作相關計畫

(如課程型/活動型計畫)，鼓勵發展推動生涯輔導工作策略，強

化校際間生涯輔導網絡、校內外資源連結，並強化生涯輔導人

員及教師對在學青年之生涯輔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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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3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RICH 職場體驗網」（http://rich.yda.gov.tw）提供 16 歲以上在學青

年工讀、見習等多樣職缺，請各校協助宣導並鼓勵參加。         
說 明 「RICH 職場體驗網」網站提供高中職以上青年多元性及安全性兼

具之見習、工讀資訊平台。請各校協助宣導網站專案： 
一、 一般工讀專案：本計畫提供長期、短期、假日、暑期、寒假

工讀等工讀型態職缺資訊，工讀薪資由求才廠商依勞基法規

定支付。 
二、 青年暑期社區工讀計畫：招募社區產業及推動社會公益屬性

之非營利組織，提供大專在校生 1.5 個月期間之工讀職缺。 
三、 經濟弱勢青年工讀：提供家庭經濟弱勢在學青年至政府機

關、公股銀行或國營企業工讀機會。 
四、 大專生公部門見習：協調中央機關部會及地方縣市政府刊登

職缺，提供大專在校生見習機會。 
五、 請協助於各校官網網頁放置「RICH 職場體驗網」網站連結點

（網址：http://rich.yda.gov.tw）。 
六、 上述各項專案計畫詳細內容皆放置於網站「計畫專區」，請協

助宣傳推廣，以提供在學學生多元職場體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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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4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說 明 一、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協助近 5 年大專畢業生具有創業夢想者，

運用所學及創意購想，結合大專校院育成中心資源，辦理「大

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簡稱：U-Start 計畫），審核通過後，

第 1 階段將補助每個創業團隊新台幣 35 萬元創業資金及 15
萬元育成費用，並由育成中心輔導 6 個月，於輔導期限內若

成立公司（或籌備處），將可參與第 2 階段績優創業團隊評

選，遴選具發展潛力公司，最高並可獲得 100 萬元的創業開

辦費。 
二、 U-START 計畫執行 4 年以來，青年創業的表現相當優秀，至

103 年 8 月止，已有 599 組團隊獲得本計畫補助，同時成立

294 家新創公司，許多經由本計畫輔導成立的新創公司，陸

續在各行各業發光發熱，獲得許多內外獎項及資金挹注，成

果豐碩。 
三、 本計畫於每年 5 至 6 月啟動，各有意創業之青年，經由各大

學育成中心向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提出創業計畫書及育成計

畫，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於每年 8 月 14 日前完成審查作業及

公布獲補助名單， 104 年預計補助 40 個創業團隊。 
四、 上述各項活動詳細內容請參閱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網站

（ http://yda.gov.tw ）或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網站

（http://ustart.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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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5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營計畫 

說 明 一、 為促進性別平權，提升大專校院女學生領導知能，培植未來

有潛力的女性領導者，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每年於暑假期間分

北、中、南三區辦理「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營」。 
二、 營隊於每年約於 5、6 月起開始報名，104 年度將分兩階段報

名，第一階段由學校推薦，第二階段由學員自由報名，每梯

次以 4 天 3 夜為原則，含 3 天研習課程、1 天體驗學習活動

及分享交流，其課程內容要素包含:領導知能建構、性別意識

啟蒙、國際及公共事務參與、個人理財規劃、職涯規劃元素

等課程。 
三、 希望藉由「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營」的辦理，在每位參訓

學員心中種下一枚種子，期望在不久的將來萌芽成長，每位

學員都能發揮所長並成為各行各業的優秀女性領導者。 
四、 上述各項活動詳細內容請參閱本署網站（http://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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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6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2015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說 明 一、 為了讓更多在學的設計新秀們有一展長才機會，教育部青年

發展署針對年齡在 30 歲以下全球藝術與設計院校學生每年辦

理「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獎項分為「產品設計」、「視

覺設計」、「數位動畫」，依當年度主題進行國內外徵件，並經

由初、決選兩階段評審作業，評選各類組金、銀、銅獎及佳作，

可獲得獎金 25 萬元、15 萬元及 6 萬元，佳作 1 萬元，而 3 類

組中還將共同選出一位年度大獎得主，獎金高達 40 萬元，得

獎作品也將獲得國內外展出之機會。另外為促進產學連結，設

置「廠商指定類」，以發掘設計人才，建立產業與參賽學生交

流平臺，以及「國際組織特別獎」，有效提升本競賽國際規模，

吸引更多國內外學生參賽。 
二、 規劃獲獎作品於國內外展覽，以行銷宣傳臺灣設計能力傲人

成就，提高臺灣於國際設計舞臺之能見度，促進國內外設計人

才的交流與接軌。 
三、 2015 年的徵件主題為「擁抱(Embrace)」，參賽者可以組團參

賽，送件數量也沒有限制，歡迎國內外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踴躍

參賽，競賽詳情可上網站：http://www.tisdc.org，或競賽官方

網站（http://www.tisdc.org）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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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7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104 年「青年團隊政策研發競賽」歡迎青年組團提案參加 
說 明 一、 緣起：為擴大青年公共參與，搭建政府與青年對話的平臺，

爰依  馬總統提出的青年政策主張，規劃辦理「青年團隊政

策研發競賽」活動，並將其定位為國家級、有感的政策建議

管道，希冀讓有志青年一同參與國家遠景規劃，將青年的想

法與創意融入政府施政。 
二、 目的 
（一）培育政策研發青年團隊及人才，提升青年政策參與能力。 
（二）引領青年創意活力，打造青年伸展志向機會。 
（三）促進青年參與公共事務，提升青年公民參與意識。 
三、 參加對象及組隊方式 
（一）年滿 18 至 35 歲之國內及海外臺裔青年，3 至 7 人自行組成

一隊。 
（二）為增進提案品質，青年團隊應自行洽妥學者專家擔任業師，

提供團隊諮詢指導。 
四、 競賽主題：以 104 年度行政院 6 項施政方針為範圍，自行訂

定提案題目，政策提案凡針對政府既有執行方案或新興方案

均可提供創新政策建議，六類別如下 
（一） 振興經濟發展，健全國家財政 
（二） 強化公共建設，縮短城鄉差距 
（三） 完善弱勢照顧，建立安心社會 
（四） 落實國土保育，打造永續環境 
（五） 整合人才培育，厚植文教科技 
（六） 深化兩岸交流，全面拓展外交 
五、 受理提案時間：自 104 年 2 月 1 日起至 5 月 15 日止。參賽辦

法請至本署網站(http://www.yda.gov.tw/)或青年政策大聯盟網

站（http://www.youthhub.tw/ypu/活動報名）參閱。 
六、 奬勵：優勝團隊每隊頒發新臺幣 7 萬元奬金，於本署「104

年青年政策論壇全國會議」接受表揚及發表政策提案，後續

安排至行政院相關部會進行「一日首長見習體驗」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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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8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104 年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歡迎各校踴躍報名參與 
說 明 一、 緣起：促進大專校院學生會進步與發展，藉由學生會成果競

賽表揚暨觀摩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公民素養及理性思辨能

力，健全組織經營品質，並提高學校對學生會之重視，發揮

以學生為主體之教育學習功能 
二、 活動時間：104 年 3 月 28 日(星期六)至 3 月 29 日(星期日) 
三、 成果競賽：由各校推薦學生會參加，藉由競賽健全組織經營

及傳承，並作為未來學生會發展與學校輔導之參考。 
（一）競賽分組：分大學校院組(含綜合大學及一般學院)及技專校

院組(含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兩組。 
（二）參賽人數：每校限推派 1 名輔導老師及 3 名學生參加，均需

全程參賽。 
四、 評審作業： 
（一）評委審查： 

1、 書面審查：由評審小組針對各校所提供之評選資料，先行

審查並預為評分，以利後續進行實地評比。 
2、 實地評比：由評審小組於成果競賽當日至各成果資料展示

攤位進行實地評比，各校參賽之資料卷夾名稱，應配合評

分項目整理歸類，以爭取評比成績。 
（二）各校互評：由參賽各校於首日「各校互評」時段，針對檔案

的充實完整性，票選前 5 名學校（每校 5 票，採記名投票），

藉以相互觀摩學習。 
（三）評審標準：含整體性評分占 60%(包含選舉機制、財物制度…

等)、行政部門運作評分占 20%(包含組織運作及活動績效)、
立法部門運作評分占 20%(包含組織運作及法規制度)及特色

加分占 5%。 
五、 獎勵方式 
（一）獎項與名額： 

1、 分為卓越獎、綜合表現獎及金檔獎等 3 種獎項，卓越獎與

綜合表現獎不重複頒給。 
2、 綜合表現獎各組別(大學校院組及技專校院組)錄取名額，

將於評審會議中視報名參賽之校數及實際表現後，擇優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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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表現獎各獎項錄取名額以報名校數 100 校為基礎，報

名校數每增（減）10 校（含）以上，主辦單位得按各獎項

錄取比例增(減)各獎項錄取名額。 
（1） 卓越獎：自 101 年起曾獲得 2 次特優獎（含）以上

成績，且本年度為各組別競賽成績前三名者，預計

錄取 6 名，若無符合條件或不足額者，該部分獎項

名額將轉至綜合表現獎。 
（2） 綜合表現獎：(以 100 校為例) 

A. 特優獎：預計錄取 10 名。 
B. 優等獎：預計錄取 10 名。 
C. 入圍獎：預計錄取 25 名。 
D. 金檔獎：由參賽各校互相票選，預計錄取 5 名(不分

組別)。 
（二）獎勵方式： 

1、 卓越獎：獎牌乙座，獎金新臺幣 1 萬元，以及輔導老師獎

牌乙座。 
2、 特優獎：獎牌乙座，獎金新臺幣 1 萬元，以及輔導老師獎

牌乙座。 
3、 優等獎：獎牌乙座、獎金新臺幣 5 千元，以及輔導老師獎

牌乙座。 
4、 入圍獎：獎牌乙座。 
5、 金檔獎：獎牌乙座。 

六、 觀摩活動：安排專題座談及學生會經驗交流分享，提供對此

議題有興趣之學生會成員參加，並於競賽結束後，開放靜態

成果資料展示，提供各校相互學習之機會。 
（一）專題座談及學生會經驗交流分享：各參賽學校除解說員無須

參加外，其餘人員均請出席；另未參賽之學校，亦可推薦 2
名學生會代表參加。 

（二）學生會成果資料展示：不限人數，僅次日上午開放觀摩，展

示時間請參閱時程表。 
（三）解說員 3 月 28 日下午「評委實地評比」時段，參賽學校最

多可有 2 人（會長與議長優先）擔任解說員於攤位區介紹說

明；另 3 月 29 日上午「學生會成果資料展示」時段至少應

有 1 人於攤位區向其他學校介紹說明。 
七、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104 年 1 月 9 日至 2 月 25 日 
八、 活動內容請至本署網站(http://www.yda.gov.tw/)或青年政策大

聯盟網站（http://www.youthhub.tw/ypu/活動報名）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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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49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104 年「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歡迎青年組團提案參加 
說 明 一、緣起：鼓勵青年團隊結合非營利組織、學校及社區，共同開發

「青年行動計畫」，透過深化青年團隊的在地行動，培養青年

對在地的責任感與認同感，藉由行動激發青年的創意與活力，

促進社區活化及永續發展，開啟青年參與公共事務的另一種管

道，並讓青年的力量項獻於社會。 
二、目的 
（一）擴大青年團隊及非營利組織結盟，開發符合在地需求且具創

意行動方案，捲動更多青年共同參與，關懷在地議題。 
（二）建立非營利組織的區域聯盟體系相互支援，擴大青年行動的

影響力。 
三、參加對象 
（一）18-35 歲 3 至 10 名青年組成行動團隊。 
（二）青年政策大聯盟政策研發競賽優勝團隊組成之行動團隊。 
四、提案類別：包含社區營造、地方產業、環保生態、文化創意及

弱勢關懷共 5 個類別，提案內容跨 2 個類別以上時，則以內容

所占比例較多者為主要提案類別。行動方式可為田野調查、藝

術創作、生態保育、商品設計、創意行銷、閒置空間活化再利

用等，由青年發揮創意。  
五、其他：青年團隊提案後經 3 階段審查，並擇優補助部分經費，

做為青年團隊執行計畫基金。相關辦法請至本署網站

(http://www.yda.gov.tw/)或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 Facebook 參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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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0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鼓勵參與 104 服務學習年系列活動 
說 明 一、 為深化服務學習效益，並導引社會重視服務學習，以十餘年

實施服務學習經驗作基礎，注入新元素、新生命，並透過研

發新的專案，提升青年公民素養、平等正義、多元智能以及

創新創業，達到落實多元尊重、公平正義及永續發展的公民

社會，特訂定 104 年為服務學習年。 
二、 104 服務學習年系列活動包括： 

(一) 鼓勵教師及行政人員參與各項培訓及經驗分享 
1. 持續更新服務學習網，提供更多實務案例及教材教案。 
2. 辦理服務學習種子教師培訓，規劃線上初階課程，及進階

工作坊實體課程，強化案例分享及帶領實作。 
3. 與縣市政府合作分區辦理學校與社區及非營利組織交流座

談會，邀請學校及社區共同參與，使社區及機構瞭解服務

學習理念，並與周遭學校連結，成為共同推動夥伴。 
4. 辦理大專服務學習相關單位主管研習，提升服務學習專業

知能，增進彼此經驗交流。 
5. 徵選績優服務學習學校、教案、教師及行政人員等，並給

予獎勵，鼓勵積極投入服務學習。 
6. 規劃辦理服務學習國際研討及成果博覽會，展現服務學習

年的各項推動成果。另邀請國內外服務學習專家學者進行

經驗分享與對話。 
(二) 鼓勵學校申請各項補助計畫 

1. 徵求大專院校積極參與社區，並擴大參與，結合鄰近學校、

第三部門或企業，共同發掘並解決社區需求，透過持續參

與或認養，合作發展實踐方案，形成多方結合模式，促進

多元學習成效。 
2. 鼓勵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民間團體籌組青年志工服務團

隊，赴海外進行志工服務學習，激發青年志工對國際社會

之使命感、責任感。 
3. 鼓勵大專校院輔導鄰近高中職及國中小學推動服務學習，

透過客製化方案向下札根並垂直深化到攜手扶植高中職或

國中小辦理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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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境外生服務計畫，由境外生及國內大學生組成服務團

隊至中小學志工服務，增進學生外語、多元文化認識與世

界觀。 
(三) 鼓勵青年學生參與分享 

1. 以動態「真人閱讀」方式，鼓勵青年至社會企業、非營利

組織等各界體驗，透過與達人的實際訪談或對談，分享服

務的經驗及故事，作跨界閱讀與典範學習。 
2. 辦理微電影/影像競賽，鼓勵青年用說故事的方式拍攝服務

學習短片，呈現青年在國外或國內的服務經歷或關懷的議

題，宣導倡議服務學習。 
三、 相關資訊請參閱本署官網（http://www.yda.gov.tw/）或服務學

習網（http:// servicelearning.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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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1 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

宣導事項 請鼓勵學生參加青年壯遊體驗學習活動及鼓勵校內單位申請計畫

說 明 一、 為使青年壯遊帶來創新學習、教育價值，也產生認識世界及

鄉土社會文化新意義，爰推動青年壯遊計畫，鼓勵青年走出

課室外及生活舒適圈，以多元及公益方式，認識鄉土，行遍

臺灣，培養對這塊土地的熱情與關懷，並辦理各式壯遊體驗

學習活動，鼓勵青年探索自我、體驗人生不同面向，進而養

成獨立人格、培養適應力及應變力等多元能力，增進自我改

變與成長，闖出個人軟實力及國家競爭力。

二、 青年壯遊計畫包括：

 (一)為青年規劃豐富的壯遊體驗學習活動 
1. 於每年暑假辦理深度旅遊學習之遊學臺灣活動，活動內容

以四大原則（再認識、再發現、再感動、再創造 ）、五大

主題（藝術文史、在地生活、生態冒險、原民部落、節慶

祭典）及六大元素（達人導覽、觀光旅遊、體能探索、公

共討論、DIY 體驗、公益服務）為核心概念規劃，引領青

年從不同的角度探索臺灣，參與各項公民議題討論，培養

青年對這片土地的熱情與關懷。

2. 於全國各地建置青年壯遊點，提供青年全年度常態性且深

度的在地服務，包含旅遊諮詢、背包寄放、導覽解說等，

並辦理以文化、部落、生態、農村、漁村、志工、體能等

七大類型為主題之體驗學習活動，以多元方式讓更多青年

認識社區特色及故事，體驗不同角落的在地生活及文化，

增加青年壯遊體驗學習的管道和機會。

3. 鼓勵青年結合環保、文史工作與公益旅行等新觀念，自行

規劃提出獨特、有創意、具主題或議題性、與地方社會文

化互動或有自我挑戰精神之青年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

實踐計畫，入選者將獲得實踐獎金用以完成壯遊夢想，並

藉由分享實踐青年壯遊臺灣過程發生的感動故事，鼓勵更

多青年投入，捲動青年壯遊臺灣風潮。

 (二)營造青年壯遊友善環境，鼓勵青年背起行囊壯遊趣 
    1.發行及推廣青年旅遊卡，協調相關部會及旅遊業者提供各項

景點門票、住宿、小吃購物、交通、中文學習等優惠，並結

合交通部觀光局旅客服務中心、各縣市政府旅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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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年志工中心、大專校院、民間團體等據點，提供青年旅遊

      卡申辦服務。 
    2.與大專校院合作辦理 Tour Buddy 青年志工導覽服務網，定 
      時定點提供當地景點導覽解說及相關諮詢服務，除讓國內外

      青年認識臺灣外，亦提供青年學生志工中文及外語導覽實習

      機會，精進外語能力及培植觀光導覽人才。 
    3.招募及培訓青年壯遊志工，透過青年創意及友誼鍊，共同宣

      傳推廣壯遊臺灣活動。 
 (三)多元體驗學習管道，青年壯遊更加值  

1. 加強與各級學校連結，透過學校課程、校外教學或畢業旅

行等，增加學生課室外體驗學習的機會及管道；協調提供

青年國內以工換宿或度假打工管道，期能鼓勵青年在臺灣

壯遊體驗時，藉由走出生活舒適圈，找尋自我職涯方向與

目標。 
2. 推動大專校院鼓勵青年赴海外進行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結

合相關課程，提供度假打工、遊學、自助旅行、壯遊體驗

等融入 Gap Year 概念之國際及多元文化學習機會。 
3. 辦理青年壯遊臺灣－特定青年學生體驗青年壯遊點實施計

畫，鼓勵各大專校院邀請目前在各校就讀之特定青年學

生，包含經濟弱勢家庭學生、原住民身分學生及非本國籍

之在學學生，透過體驗本署與非營利組織共同建置完成的

青年壯遊點活動，有機會深度認識臺灣。 
三、 相關資訊請參閱本署官網（http://www.yda.gov.tw/）或青年旅

遊網（http://youthtrave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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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料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科技部 綜合規劃司 

宣 導
事 項 

近日爆發論文審查造假事件，為本部未曾受理之學術倫理案件態
樣，為求周延，本部已將審查造假納入學術倫理規範，並據以修訂
「科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聲
明」及「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請加強宣導學術倫理
規範，俾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說 明 申請或取得本部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之研究人

員，經專業學術審查，疑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者，即召開學術倫理

審議會議審議，審議結果認定確有違反學術倫理者，將視情節輕重

對當事人作成書面告誡、追回獎補助款及停權等處分。  

98-103 年辦理學術倫理案件統計表 

年 度 

審    查    結    果 

小計 未違反學
術倫理案

件 

違 反 學 術 倫 理 案 件 
未適當
引註（註

1） 
抄襲 

計畫書
內容雷
同 

研究資
料造假 

其他 
(註 2) 

98 2 0 1 1 1 3 8 
99 7 3 9 0 0 2 21 
100 5 7 8 0 1 1 22 
101 14 11 9 1 1 0 36 
102 25 5 7 0 1 2 40 
103 3 4 1 0 2 1 11 
共計 73 30 35 2 6 9 138 

註： 
1. 未適當引註：包含以譯代著、夾譯夾著、未註明出處、未列為參

考文獻。 
2. 其他：包含同一研究成果重複作為多人研究成果發表之用、個人

著作目錄呈現不實、未於發表之著作中做適當註記及感謝、同一
研究成果以不同之語文發表，後發表之論文未註明、線上繳交錯
誤版本之研究成果報告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形、引用他人提供未
註明來源且未查明該資料是否已發表、以他人撰寫之計畫書向本
會申請補助，又支持並推薦計畫書撰寫人將該計畫書再向本會申
請其他獎勵案、身為計畫主持人，計畫書及成果報告均由他人撰
寫，未盡責任，且對撰寫人之教導及訓練不足、申請案所附 5年
內最具代表性著作與其指導之學生之碩士論文內容高度雷同，且
未將該學生列為共同作者。 

3.以上資料係統計至 103 年 11 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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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103年 10月 20日修正 

一、(訂定目的) 

    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確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客觀公正之處理程

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 

    本要點適用於申請或取得本部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

助之研究人員。 

三、(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研究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有嚴重影

響本部審查判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

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 

   (六)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 

四、(學術倫理審議會之設置) 

    本部設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學術倫理案件。     

五、(委員之選任) 

    學術倫理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部部長指派次長一人兼任之；委

員九人至十五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本

部相關司處主管、各大學教授、研究機構研究員或律師派(聘)兼之。 

    學術倫理審議會委員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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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員之任期) 

    學術倫理審議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 

    委員任期內出缺時，應依前點規定補行派(聘)之；其任期至原出缺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七、(學術倫理審議會之開會及決議方式) 

    學術倫理審議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但決議依第十二點第二款作成終身停權之處

分建議者，應有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 

    學術倫理審議會得邀請第九點第一款初審人員、學者專家或其他相關

人員列席說明。 

八、(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依職權發現及檢舉案件之處理)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經本部依職權發現者，應主動處理之；其為檢舉者，

應由檢舉人以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本部提出附具事證之檢舉書。 

    前項檢舉案件以匿名方式檢舉者，非有具體對象及充分事證，不予處

理。 

    檢舉案件經認定與本部業務無關者，應轉請相關權責機關處理。如當

事人適有申請案件在本部進行審查者，本部得併同檢舉案件為適當之

處理。 

九、(審查方式)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採初審及複審二階段審查： 

   (一)初審： 

1. 由相關領域之學術司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

審查。如認有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虞時，並應通知當事人於一

定期限內提出書面答辯。 

2. 初審結果認定涉嫌違反學術倫理而須提交學術倫理審議會者，

審查結果須詳列事證、審查方式、違反學術倫理類型、具體處

分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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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審結果認定未涉及違反學術倫理者，無須提交學術倫理審議

會複審，應視情形為適當之處理。 

   (二)複審：初審結果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者，提送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 

十、(審查期限)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審查期限如下： 

   (一)初審：應於收件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 

   (二)複審：應於初審完成後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 

十一、(檢舉案件不成立時之處置) 

    檢舉案件無確切證據足資認定當事人違反學術倫理時，應將調查結果

以書面通知檢舉人，並得視情形分別通知當事人及其所屬學校或機關

(構）。 

十二、(處分方式) 

    學術倫理審議會就初審結果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進行審議，如認

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列

各款之處分建議： 

(一)書面告誡。 

       (二)停止申請及執行補助計畫、申請及領取獎勵(費)一年至十年，或終身

停權。 

(三)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 

(四)追回部分或全部獎勵(費)。 

十三、(處分之通知)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受處分人及其所屬

學校或機關（構），並要求該受處分人所屬學校或機關（構）提出說明

及檢討改進，並就受處分人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處理情形副知本部。 

十四、(保密責任) 

    依本要點受理檢舉、參與調查或審議程序之人員，就所接觸資訊有予

以保密之必要者，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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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進行審議程序時，就檢舉人之真實姓名、地址或其他足資辨識其

身分之資料，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 

    學術倫理案件如涉公共利益，本部得適切對外說明，不受第一項規定

限制。 

十五、(學術倫理審議會委員及初審人員之迴避原則) 

    學術倫理審議會委員及初審人員與當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但第二款至第五款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之一。 

(二)任職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三)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四)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五)審查案件時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十六、(受補助學校或機關（構）之配合義務及責任) 

       本部於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時，除直接調查或處分外，得視需要請

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構）協助調查，並將調查結果送交本部。 

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構）對於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未積極配合調查

或有其他不當之處理行為，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建議，得自次年度起減

撥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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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聲明 

1. 學術倫理的重要性：學術倫理為學術社群對學術研究行為之自律規範，其基本原則

為誠實、負責、公正。只有在此基礎上，學術研究才能合宜有效進行，並獲得社會

的信賴與支持。 

2. 學術倫理的規範與領域差異：學術倫理落實至具體行為時，難免仍有不明確的地帶，

需要學術社群自主性地規範，正向說明如何方為好的研究行為、如何避免不當的研

究行為。本部公告學術倫理的基本原則，但也尊重各領域的差異，並鼓勵各領域建

立進一步的規範，予以公告及宣導。 

3. 受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之原則：本部依職掌只適合處理學術倫理；涉及一般生活或工

作倫理之行為不應由本部涉入管理。此外，只有當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嚴重影響公

權力執行（例如本部的研究補助獎助，大學的教職聘任升等）之公平性時，公權力

才會介入。在行政面，因為本部能做的行政處分，只及於本部的獎補助事項，故本

部只處理與本部獎補助有關的學術倫理行為。 

4. 違反學術倫理的認定：本部就違反學術倫理之認定標準是：「蓄意且明顯違反學術社

群共同接受的行為準則，並嚴重誤導本部評審對其研究成果之判斷，有影響資源分

配公正與效率之虞者。」有些行為雖不可取（例如切香腸式的論文發表，將研究成

果分為多篇發表，每篇只有些微新進展，以及論文異常引用），但非公權力處分之範

疇。本部可以透過評審制度，讓這類行為無利可圖，即可扭轉風氣。至於對研究結

果的扭曲詮釋、草率、不夠嚴謹等行為，該受學術社群自律，但若無誤導評審之

虞，則尚不需受本部處分。 

5.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審議程序：對於有具體事證之具名檢舉或經本部依職權發現有違

反學術倫理之虞者，本部將送學術司做初步審議，如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將

送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在作成不利於當事人之決定前，當事人應有說明的機

會。 

6. 違反學術倫理判定的慎重：本部審議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不論處分輕重，即會通知

所屬單位，亦即成為正式紀錄，影響被處分者學術聲譽至為嚴重。因此，做成此類

處分應極為謹慎。只有行為嚴重者，才應由公權力作懲處，這是本部「公權力行使

應予節制」的態度。 

7. 學術機構對學術倫理的責任：各學術機構亦有責任建立學術倫理規範與機制，以宣

導及維護學術倫理，避免不當行為。本部處理學術倫理案件應及時、公正、專業、

保密。如經本部審議判定違反學術倫理，本部將函知當事人所服務之學術機構，要

求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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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1. 研究人員的基本態度：研究人員應確保研究過程中（包含研究構想、執行、成果呈

現）的誠實、負責、專業、客觀、嚴謹、公正，並尊重被研究對象，避免利益衝突。 

2. 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研究上的不當行為包含範圍甚廣，本規範主要涵蓋核心的違

反學術倫理行為，即造假、變造、抄襲、研究成果重複發表或未適當引註、以違法

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不當作者列名等。 

3. 研究資料或數據的蒐集與分析：研究人員應盡可能客觀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

據，不得捏造竄改，並避免對資料或數據作選擇性處理。如需處理原始數據，應詳

實揭露所做之完整過程，以免誤導。研究人員應根據研究內容描述研究方法與結果，

不做無根據且與事實不合的詮釋與推論。 

4. 研究紀錄的完整保存與備查：研究人員應當以能夠使他人驗證和重複其工作的方

式，清楚、準確、客觀、完整記錄其研究方法與數據，並於相當期間內妥善保存原

始資料。 

5. 研究資料與結果的公開與共享：研究人員在有機會確立其優先權後，應當儘速公開

分享其研究資料與結果。用國家研究經費所蒐集之資料，應公開給學術社群使用。 

6. 註明他人的貢獻：如引用他人資料或論點時，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註明出處，避

免誤導使人過度認定自己的創見或貢獻。如有相當程度地引用他人著述卻未引註而

足以誤導者，將被視為抄襲。此節有以下四點補充： 

(1) 如抄襲部分非著作中核心部分，例如背景介紹、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敘述，或不足

以對其原創性構成誤導，應依該領域之慣例判斷其嚴重性。 

(2) 未遵守學術慣例或不嚴謹之引註，也許是撰寫者草率粗疏，其行為應受學術

社群自律（或由本部學術司去函指正），雖不至於需受本部處分，但應極力避免，

並應習得正確學術慣例及引註方式。 

(3) 同一成果如為多人共同研究且共同發表，當然可算做各人的研究成果。如為多人

共同研究成果但分別發表（例如同樣調查數據，但以不同方法或角度分析），則

應註明其他人的貢獻（例如註明調查數據的來源），如未註明則有誤導之嫌。 

(4) 共同發表之論文、共同申請之研究計畫、整合型計畫總計畫與子計畫，皆可視為

共同著作（全部或部分），對共同著作之引用不算抄襲。如依該領域慣例所指導

學生論文由老師及學生共同發表，則指導老師可視為所指導學生論文之共同作

者，但援用時應註明學生之貢獻。 

7. 自我抄襲的制約：研究計畫或論文均不應抄襲自己已發表之著作。研究計畫中不應

將已發表之成果當作將要進行之研究。論文中不應隱瞞自己曾發表之相似研究成

果，而誤導審查人對其貢獻與創見之判斷。自我抄襲是否嚴重，應視抄襲內容是否

為著作中創新核心部分，亦即是否有誤導誇大創新貢獻之嫌而定。此節亦有以下兩

點補充： 

(1) 某些著作應視為同一件（例如研討會論文或計畫成果報告於日後在期刊發表），

不應視為抄襲。計畫、成果報告通常不被視為正式發表，亦無自我引註之需要。

研討會報告如於該領域不被視為正式發表，亦無自我引註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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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研究成果以不同語文發表，依領域特性或可解釋為針對不同讀者群而寫，但

後發表之論文應註明前文。如未註明前文，且均列於著作目錄，即顯易誤導為兩

篇獨立之研究成果，使研究成果重複計算，應予避免，但此應屬學術自律範圍。 

8. 一稿多投的避免：一稿（論文及計畫）多投將造成審查資源的重複與浪費，應該避

免。研究計畫亦應避免以相同內容重複申請補助。同一研究計畫若同時申請不同經

費，應於計畫中說明。如果均獲通過且補助內容重疊，應擇一執行。若計畫內容相

關但有所區隔，應明確說明。 

9. 共同作者的責任：共同作者應為對論文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如構思設計、

數據收集及處理、數據分析及解釋、論文撰寫）始得列名。基於榮辱與共的原則，

共同作者在合理範圍內應對論文內容負責，共同作者一旦在論文中列名，即須對其

所貢獻之部分負責。 

10. 同儕審查的制約：研究人員不得有影響論文審查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研究人員參與

同儕審查時，應保密並給予及時、公正、嚴謹的評價，並遵守利益迴避準則。審查

中所獲研究資訊，不應在未獲同意之下洩露或用於自身之研究。 

11. 利益迴避與揭露：研究人員應揭露有可能損及其計畫或評審可信性之相關資訊，以

落實利益迴避原則。 

12.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舉報：若發現涉嫌偽造、篡改、剽竊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的研

究行為，研究人員有責任向適當主管單位舉報。 

13.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處理：研究相關工作的機構、出版社和專業組織，應建立完善

機制，以受理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舉報，予以及時、公正、專業、保密的處理，並

對善意舉報人保密與保護。 

14. 學術機構對學術倫理的責任：學術機構須加強對研究人員的學術倫理規範 之宣導，

以維繫研究成果的品質與學術界的高道德標準。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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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0-s3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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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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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料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科技部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宣 導

事 項 

科技部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畫 (龍門計畫)」 

說 明  目標：派送國內優秀團隊至本部公告指定之國外世界級研究

機構進行關鍵性主題之合作研究，以培育國內研發人才，建

立長期國際合作關係，提升臺灣科研創新水準及國際能見

度！ 
 計畫期限及補助項目(額度)：國外差旅、公費及部份研究耗

材之 1 或 2 年期計畫，每年以 400 萬元為上限 
 對象及條件：需以團隊(包括主持人+研習人員共 2 至 5 人)；

每年須主持人研究訪問至少 2 個月，研習人員(為博士後或博

士生)10-12 個月/人 
 研習機構：全球頂尖國家級研究院或大學，計 13 個國家 60

個機構(多達百間實驗室!) 
 作業時程：每年 1~4 月間申請；9 月 1 日起執行 
 網址：

http://www.most.gov.tw/int/ct.asp?xItem=18969&ctNode=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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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4 科技部 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宣 導

事 項 

回應監察院要求本部督促國立大學校院研訂「科研採購」相關作業

規定，爰提供相關宣導資料，請各公立大學校院積極制訂科研採購

相關內部作業規定，以利科研採購之施行。 

說 明 一、依據監察院 103年 6月 16日院台教字第 1032430352 號函辦理。

二、經調查，國內 52 個公立大學校院制訂科研採購相關內部作業

規定之情形如下： 

﹙一﹚已訂定科研採購相關內部作業規定者，計有 16 所公立大學。

﹙二﹚研議中規劃訂定科研採購相關內部作業規定者，計有 11 所 

公立大學。 

﹙三﹚無規劃訂定其科研採購相關內部作業規定者，計有 25 所公

立 

大學 

﹙四﹚檢附調查統計表 1份。 

三、為擴大各公立大學院校辦理科研採購之法制基礎，請尚未填報

調查表之公立大學院校盡速填報，並加速訂定科研採購相關內

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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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5 科技部 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宣 導

事 項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勵計畫」為鼓勵教授與青年學子將其在學校研

發之成果產業化之培訓計畫，104 年度第一梯次培訓將於 104 年 1

月開始徵件。 

說 明 「創新創業激勵計畫」機制設計為激勵青年實現早期階段創

意，並將其轉化為創新產品與新創事業，將我國豐沛創新能量推向

產業，促成創業動力的世代傳承，引領創業風潮，厚植經濟成長動

能。 

     「創新創業激勵計畫」鼓勵大專院校教授、學生及研究人員

組成創業團隊報名參加，亦歡迎曾獲發明獎、設計獎且有意願將作

品商品化之團隊參加。本計畫截至今年 12 月為止已完成 4 梯次的

培訓，共獲得 853 件的創意構想，培訓 160 組團隊並促成 30 家新

創公司的成立。 

    104年度第一梯次將於104年 1月 12月至 2月 15日開放徵件，

有 意 報 名 之 創 業 團 隊 可 至 活 動 官 網

(http://fiti.stpi.narl.org.tw/)了解詳情。為使各校有意創業

之團隊更清楚計畫，本計畫於 103 年 12 月起開始進行校園巡迴說

明，相關廣宣資料可至活動網站(http://ppt.cc/wFyU)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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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6 科技部 產業及園區業務司 

宣 導

事 項 
科技部推動「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試行計畫」 

說 明 為引導學界研發能量投入產業界，協助產業升級，同時促使大

專校院及學研機構能有效運用研發能量，建構技術合作聯盟，並培

植企業高階博士後研發人才，以提升產業研發創新能力，科技部自

102 年起推動多項鼓勵創新研發、產業導向的創新產學合作計畫，

如產學大、小聯盟計畫、應用型研究育苗專案計畫、創新創業激勵

計畫等，已有初步成果。 

惟因尚存在以下因素，以致學界成果難以向產業應用延伸，台

灣的科技創新活動仍有著產學落差：1.學界對企業之需求瞭解度尚

不足，以致學界研究方向不易與企業需求接軌；2.學界對產業化的

過程不熟悉，導致不敢投入，造成學界研究成果的應用加值不足；

3.缺乏有效媒合管道(平台)，業界不易尋得學界適宜合作對象等。

有鑑於此，科技部希望能透過法人能量，將大學教授成果經工

研院等法人「挖寶」，盤點學術研究成果，將研發成果實質加值技

轉到產業界。此外，更可以運用法人能量去輔導學校的研發成果，

促成優質專利申請，另針對既有專利部分，亦能透過法人加值而產

生創新模式的行銷；同時學校也可以藉此機制學習到如何提升本身

的能量。 

本計畫名稱為「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試行計畫」，因本年度

為試行計畫，計畫的工作執行期間為 103 年 9 月 16 日至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故將以「電子資通訊領域｣為優先推動，包括研

究計畫中歸類為工程類中的電子電機、光電工程、資工-硬體、電

信工程以及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智慧電子與網通領域。 

綜上，本計畫的研究主旨即是在不影響學校資源之情形下，由

工研院協助，系統性發掘有實用潛力的研究成果往中、下游延伸，

加強推動產學鏈結，積極推動產業有效運用學研能量，進而可全面

提升我國科技創新的生態及強化產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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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7 科技部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宣 導
事 項 

國際合作補助案一覽表 

說 明 請另見簡介三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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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8 勞動部 勞動關係司 

宣 導

事 項 

1、如何召開勞資會議及簽訂團體協約 

2、全民勞教 E網 

說 明 1、 本部為推廣企業召開勞資會議及促進勞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

有編製「勞資會議說明手冊」及「簽訂團體協約參考手冊」供

各界參考。檢附前述二本手冊如附供參。 

2、 大專院校學生畢業後多數將投入職場工作，或於在學期間從事

工讀工作，本部「全民勞教 E 網」特別規劃適合大專院校學生

閱讀之線上學習課程，提供在學或利用課後餘暇時間從事工作

之學生基本勞動權益或個人成長相關實務課程。請校長協助向

學生宣導該網站。(全民勞教 E 網，網址：http：

//labor.mo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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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各相關部會機關重要宣導事項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59 勞動部 勞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宣 導

事 項 

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將調整基本工資 

說 明 基本工資將自104年7月1日起由每月19,273元調整至20,008元；

時薪由 115 元調整至 120 元。全案業經行政院核定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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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提案結論辦理情形 

 
  





 
 

103 年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論、臨時動議一覽表       

1031226 修 

提案 案               由 處理單位 

1 請修正調整現行校務基金「不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

以符校務發展需求。 

會計處 

 

2 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同意開放學校申請下載學術

研發服務網中各校教師著作資料。 

科技部 

3 科學技術基本法放寬後，相關配套策略建置。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部 

4 建議教育部能成立教育體系的個人資料保護驗證中

心，協助各校建立個人資料保護制度與進行外部稽核審

查，降低各校為申請個人資料保護驗證的花費案。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5 擬修正大學法第 5條、第 9條及第 35 條之條文。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6 經濟部於 102 年宣布再度調漲電價，建請教育部協調經

濟部應排除教育機構或納入專案補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 

7 請教育部開放在職專班得招收大陸人士案。 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8 有關教育部頒「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
置及人員進用辦法」，要求各校配合辦理相關事宜。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9 請教育部予以補助各校為配合教育部之政策，提供資源

及經費支出，以落實照顧之美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0 各大專校院提供學生參與協助研究計畫或從事部分工

時(工讀)機會，係以補助獎勵為前提，爰是類人員(計

畫案臨時工及工讀生、兼任助理、教學助理)，建議不

納入勞動基準法以勞工身分於校內參加勞健保。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1 教育部來函要求大專校院應為兼任助理投保全民健康

保險案，惟其存在許多執行面問題，建請同意釐清相關

問題前暫緩實施。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2 請准予私立大專校院以自籌經費延聘之專案教學人員
得以計入專任教師師資案。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13 請教育部增加私立大學修讀學位之僑生招生名額。 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14 請教育部增加私立學校修習學位之陸生分配名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 

285



 
 

提案 案               由 處理單位 

15 有關外籍生之中文認證標準建議提供補救機會。 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16 請籌組全國外文期刊採購聯盟，以促進資源共享及提升

使用效益。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7 畢業生就業資料與公勞保資料整合勾稽回饋。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18 請公立大學院校應啟動適度降低各校招生人數，與私立

大學院校共同協力因應國內少子化之衝擊影響。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 

19 建議辦理在校學生出國交流及實習免息貸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 建議同意招收香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學生至台灣

各綜合大學升讀學士班三年級，修業期滿後取得各大學

學士學位。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1 請教育部對「獎勵私立大學院校校務發展計畫」之作業

流程、量化數據填報及訪視督導等要求，持續再做更人

性化檢視與合理調整，避免受補助學校為求符合系統機

械式計分要求而陷入僵化格局之困境。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會計處 

22 請教育部加強弱勢學生補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3 建議國立大學在各校學生總量下，招收一定比例弱勢學

生名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4 請教育部提供清寒學生短期留學優惠貸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國際

及兩岸教育司 

25 獎勵補助經費各項投入教學資源中捐贈之圖書博物、機

械儀器及設備不得認列。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6 有關交換學生學分時數認列，因各國修習週數有所不

同，目前鈞部裡規定交換學生以修習雙方學校學分達

18 週(含)以上者，不符合實際狀況。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7 評鑑成績對境外招生員額，以及境外專班提報之妥適

性。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8 十二年國教實施在即，請教育部律定高中、高職選讀總

量比率，以兼顧一般與技職教育穩定發展。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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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案               由 處理單位 

29 我國高職各專業類科之核定，宜依未來國家產業人力需

求以為核定依準。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30 建議放寬國立大學校院接受政府編列預算以外之產學

合作計畫經費核銷方式案。 

教育部會計處 

31 現行實習職缺不夠及實習工作內容不符原定期待，建請

相關部會研擬獎勵方案，鼓勵企業提出實習機會及優質

實習環境。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臨時

動議

1 

請教育部考量專科學校維護校園安全之需求，比照大學

院校設置校安人員。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臨時

動議

2 

關於本會推舉承辦104年(103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校

長會議活動之會員學校案。 

依 103年 1月 10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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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案 

提案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修正調整現行校務基金「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以符校務發展需
求，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 98 年 4 月 14 日院授主孝三字第 0980002266號函、教育部
98 年 4月 29 日台會（一）字第 0980063610號函規定，現行校務基金
「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係「依各校前一年度決算之『收支餘絀
表』中，『總收入金額』減『總支出扣除學校最近五年國庫撥款增置固
定資產比率之折舊費用後之淨額』，作為餘絀衡量之依據。」各國立大
學校院依該方案計算結果，倘有財務短絀之情形，即「不得支給編制
內教師相關給與、行政人員工作報酬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該方案
立意雖為真實反映國立大學校院營運及財務績效，惟就 99 年起實施多
以來之情形觀察，由於未考量不同發展階段、規模之校院經營實況，
對於校齡尚淺之新興大學校院、配合校院整併政策方針肩負轉型任務
的大學校院之校務發展需求，實有窒礙難行之虞；甚且對於動支歷年
結餘以自有營運資金興建校舍、有效減輕國庫負擔之大學校院而言，
更有形成變相懲罰之負面效應。再者，該方案所訂強制性節流措施係
屬通案性例示規定，未考量各校院財務短絀情狀之差異皆予一體適
用，如貿然施行恐對校務發展造成難以回復之嚴重傷害，更應予以正
視。準此，考量政府應保障、獎勵教育科研之基本國策方針，上開方
案實有檢討修正必要，為求審慎周妥，爰擬提案討論調整。 

二、 前揭「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施行多年以來，對於校齡尚淺之新
興大學校院、配合校院整併政策方針肩負轉型任務的大學校院之校務
發展需求而言，首就「內部結構因素」觀察，由於升等晉級致使法定
人事費支出自然成長，以及採行彈性薪資政策所必需之擴張性支出，
另配合政府新增稅費支出需自行籌措負擔（如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公
共事業服務費率調升造成營運成本增加（如油電雙漲）、配合校院整併
納入新建院舍設施之營運費用增加以及部分舊有閒置院舍空間活化利
用所需成本，皆使該等校院之校務基金支出結構難以有效抑制。復以
「外部環境因素」剖析，近年來由於國內整體經濟成長力道疲弱、政
府財政日益窘困、高等教育學雜費凍漲之政策限制、符合特定資格或
經濟弱勢之學雜費減免學生大幅增加，復以少子化效應漸趨發酵、碩
博班招生需求日益飽和，以致招生入學人數難以提升，皆對該等校院
之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及國庫補助收入、捐贈收入、宿舍場管收入
等造成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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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是以，由於「內部結構因素」與「外部環境因素」的雙重影響與連鎖
效應，該等新興或肩負整併轉型任務之大學校院，其校務基金收支結
構實有潛在條件限制，故現行「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採行最近
五年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比率的計算公式，無法考量個別大學校院
動支自有營運資金興建校舍及購置設備，因無國庫撥款增置之收入當
作分子，會影想當年度之折舊比率甚大，以致當年度可扣除之折舊費
用相對低，造成帳面短絀進一步惡化，形同不合理之變相懲罰效果，
爰此，無法考量個別大學校院的發展階段、規模，以及渠等面臨之機
會與限制而予以差異化衡量，實難謂妥適公允，殊值商榷。綜上所述，
現行校務基金「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之規範未盡合宜，建請修
正調整，以符校務發展需求。 

三、 次就現行「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規範之強制性節流措施論之，
該等通案性例示規定或係基於保守穩健原則，希望各國立大學校院能
夠在保持校務基金整體收支動態平衡之前提下推動校務運作，如確有
財務短絀情事即須依上級機關命令全面強制節流，以資警戒並求迅速
恢復校務基金財務平衡。惟各校院倘發生財務短絀即令採行全面之強
制性節流措施，不論其間之情狀差異，亦即縱令財務短絀為負一元者，
所需遵行之強制性節流措施與負一千萬元者完全相同，實有未符比例
原則之虞。又該等強制性節流措施於理論層次而言或屬可行，並有立
即改善短絀數字之效，惟如貿然強制施行，對於長期校譽維持、人才
招募培育、師生員工權益保障、教學研究服務品質之維繫等校務發展
課題所造成的負面連鎖效應，恐有弊大於利之虞，應予正視。 

四、 各大學校院建教合作收入（含國科會計畫）購置設備之財源雖有認列
收入，但當年度設備之帳面價值是否列入預收收入調整，各校做法不
一，此部分未及提列預收收入之學校，當年度來自計畫購置之設備金
額與歷年由計畫購置設備所衍生之折舊費用相較，若前者大於後者則
此部分將產生賸餘，若後者大於前者將使短絀擴大，依此衡量損益之
基礎似與會計理論不符，各校財務報表亦缺乏比較性。 

辦法 
(建議做法) 

一、建請調整現行餘絀計算方案，例如：放寬折舊攤還比例、加計政策影
響調整數（如法定學雜費減免數、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負擔數）並考量
以學生安全立場，校內宿舍必須有一定比率而以自籌營運資金興建宿
舍產生折舊可比照代管資產之折舊全額扣除，或另行擬訂其他可行方
案，並請考量各校院不同屬性、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與規模之差
異妥予規範，俾期適正表達校務基金營運實況。 

二、建請修正現行規範之強制性節流措施，基於輔導優於懲罰之考量，或
可按各校院財務短絀狀況予以分級區隔，適度採行必要之因應措施，
並允許渠等提出財務結構改善方案之機會，以避免對校務發展造成難
以回復之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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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會
計處/高等
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有關目前「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對於動支歷年結餘以自有營運
資金興建校舍的大學校院有變相懲罰之負面效應並建議調整一節，說
明如下： 
(一) 查現行計算公式僅獲行政院同意加回政府補助購置固定資產之折

舊費用，至於以自有資金購置資產之折舊費用不能加回，係因自
有資金來源可能為政府經常門補助、學雜費收入或五項自籌收入
等，在收到當年度已認列收入，較難爭取行政院同意予以加回；
但由民間捐贈 (含實體捐贈)增置之固定資產，因收到時未認列收
入，其折舊費用較有理由據以加回，本部將持續與行政院主計總
處協商爭取加回。 

(二) 有關「不發生財務短絀」方案之調整，本部已於本年召開工作圈
會議，研擬「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之調整，預計分二階段
進行，第一階段擬函報行政院修訂「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
將受贈資產之折舊費用得自總成本與費用項下扣除；第二階段再
由本部依前一階段報院核定方案及所蒐集之各校意見修訂「不發
生財務短絀計算工作底稿」，擬於不牴觸行政院核定原則下修訂計
算方式，凡增置資產之財源可明確區分由政府補助款支應者，其
折舊費用均能單獨計算由總成本與費用扣除。 

二、 有關建議將法定學雜費減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及電費調漲增加之成
本等政策影響數自總成本與費用項下扣除一節，學雜費減免部分，本
部刻正研擬納入基本需求補助計算。至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及電費調漲
等因素，與前開受贈資產因提列折舊費用，而增加費用之性質有所不
同，且其對學校成本之影響金額尚難客觀評估，較難獲行政院同意，
爰擬暫不納入修訂，惟仍積極商洽行政院同意。 

三、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9 條規定：「學校得以第
七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支應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其支給基準，由學校定之(第 1 項)。學校得以第七條所定收入，支應
辦理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但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支給；其支給基準及方
式，由學校定之(第 2 項)。前二項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
擔之前提下支給，其總額占第七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比率上
限，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 3 項)。」 

四、 另本部會計處業於 98年 4月 29日台會(一)字第 0980063610號函文各
校「校務基金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並請各校確實於不發生財務
短絀之前提下辦理前揭人事經費之支給。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積極研議可行做法。 

 
 

290



教育部 
會計處 
最新辦理
情形 

本案已獲行政院 103 年 8 月 22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0848號函示，原
則同意。本部並於同年 9 月 4 日以臺教會(一)字第 1030126351 號分函各國
立大專校院，未來得將受贈資產之折舊及攤銷費用自總支出扣除，相關配
套措施刻正研議中，新計算方案預計於本年底通報各校，104 年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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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案 

提案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同意開放學校申請下載學術研發服務網中各
校教師著作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學術著作資源之典藏近年已成為各校掌握學術研究表現動態的途徑
之一，如何針對學術機構內之學術著作資源進行蒐集與分析亦為國內
各大專院校所關注之課題。國科會所建置之學術服務研發網，匯集歷
年全國大專校院各校教師申請計畫時所提供之學術著作資訊，該資料
庫所匯集之學術著作甚為豐富、完備，各校於進行學術資料庫建置之
時，若能以多樣性資料來源進行交叉比對，必能精進資料庫之正確性
與完整度。 

二、 基於上述，爰建請國科會同意開放學校可申請下載學術研發服務網中
各校之教師著作資料，以利各校進行學術著作資源典藏之建置。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協調國科會開放各校申請下載學術研發服務網中教師之學術
著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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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原
國家科學
委員會) 
初步說明 

一、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
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七、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 

二、 依著作權法規定，於網路上上傳、下載著作為重製行為，將著作上傳
於網站供他人閱覽、下載為公開傳輸行為，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屬於
著作財產權人專有之權利，任何人欲重製或公開傳輸他人之著作，除
有著作權法第 44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外（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
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均必須經過權利人之同意，始得為之。另著作
權法第 48 條之 1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教育機構或供
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就已公開發表，刊載於期刊中之學術論文，或已
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或研究報告，得重製該等著作所附之摘要。 

三、 按計畫主持人（申請人）向本會申請相關補助研究計畫所提供之「著
作目錄」，屬依個資法第 2條第 1 款所稱之「個人資料」。本會請計畫
主持人提供著作目錄之目的，係作為本會審查之用。又本會於申請人
填報之個人資料表中，已敘明為促進學術交流，請計畫主持人圈選是
否同意 E-mail、學歷、經歷等資料同步公開提供外界「查詢」。倘計
畫主持人圈選同意，依個資法第 16 條第 7 款規定，本會自得公開提
供外界「查詢」；反之，除有個資法第 16 條第 5 款所定情形外，自不
得公開提供外界查詢。 

四、 承上，基於執行機構學術著作資源之典藏需求之公共利益，並兼顧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著作權法等法令規定，本會原則同意於系統增列執行
機構得查詢下載所屬研究人員著作資料功能權限，惟各執行機構可查
詢及下載的項目為研究人員之著作目錄，範圍僅限現服務於該機構之
研究人員。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一、同意開放各校可利用所屬現職研究人員著作目錄資料。 
二、各校因為特定用途而須利用非所屬研究人員著作目錄資料，有待商議。 

科技部 

最新辦理

情形 

已於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員個人資料表中增加「著作目錄是否同意提

供現任職機構查詢及下載」等文字，經計畫主持人勾選同意後，於資訊系

統增設查詢及下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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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3案 

提案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科學技術基本法放寬後，相關配套策略建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0 年 12 月修正公布的科技基本法修法主要放寬兩個重要限制：    
其一為各校的專利不再是國有財產；其二為鼓勵教授將研發成果帶入
市場，放寬技術作價上限為 40%。但在修法近兩年後，各校技術移轉
成效提升有限，以學校教師技術為主的新創公司增加有限，似乎有必
要檢視修法成效。 

二、 各校的專利不再是國有財產的目的，是為各校能更靈活推廣專利，而
不是能任意停止放棄維護專利。但因專利維護年限越久年費越高，且
各校因「量」造成申請及維護的費用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國科會僅補
助 3 年的專利維護費用，反而有可能暗示各校在負擔太重之下停止維
護專利，而使大量專利失效，辜負修法美意。 

辦法 
(建議做法) 

一、 建議國科會及經濟部對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團隊提供更多的資源及輔
導，協助教師將技術導入市場，創造成功案例，吸引更多教師投入。 

二、 因學界研發技術較產業需求領先，有些專利需較長時間才能顯現其價
值，建議國科會考慮引入產業資源，協助評估專利價值，針對有價值
的專利延長專利維護費補助年限，使有價值的專利能留下來為產業所
用；或運用資源整合全國大專院校獲證較久的專利，加以包裹加值，
提高專利授權至業界使用的機會。 

經濟部能
源局/科技
部(原國家
科學委員

會) 
初步說明 

經濟部能源局： 
一、 有關如何引導具商業價值的學校研發團隊將技術導入市場，本部技術

處現行已以「一般型學界科專計畫」引導業界投入一定比例配合款，
促使學校開發產業所需之前瞻技術；並以「在地型學界科專計畫」支
持學界開發區域產業需求之技術；透過先期技轉廠商促使研發成果更
具商業化應用價值。 

二、 為更進一步引導學界研發成果導入市場，本部技術處刻正規畫學界科

專轉型，未來將朝技術品化與事業化轉型，以落實學界研發成果產業

化應用與提升產業創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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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
源局/科技
部(原國家
科學委員

會) 
初步說明 

科技部(原國家科學委員會)： 
一、 為利智慧財產權靈活運用，得於最佳時機辦理智慧財產權之處分，特

於 100 年 12 月 14 日修正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就智慧財產權及成
果，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單位部分，明定其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相關
條文之限制。因此歸屬於公立學校、公立機關(構)或公營事業之研發
成果，仍屬國有財產，惟其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受國有財產
法相關條文限制。 

二、 依照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五條，資助機關或
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研發成果者，應負管理
及運用之責，並建置研發成果管理機制，管理運用歸屬其所有之研發
成果。 

三、 本部配合科技環境變遷，避免計畫執行機構一味追求專利數量，而犧
牲專利品質，多次修正計畫執行機構專利費用補助措施(目前修正為計
畫執行機構得向本會申請補助 40%之申請專利相關費用；獲准發明專
利者，得向本會申請補助總計 80%之申請及前 3 年維護專利相關費
用)，其主要目的即是希冀計畫執行機構依前述辦法建置完善的研發成
果管理機制，專利申請時，應進行較嚴謹之內部審查及專業評估，以
提升專利申請品質，並促進專利有效落實於產業。 

四、 為免資源浪費，計畫執行機構應定期盤點評估專利價值，經計畫執行
機構推廣ㄧ定合理期間後，評估無授權使用或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用
價值者，基於符合公益之目的或為促進整體產業發展、提升研發成果
運用效益等原則，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辦理研發成果
讓與相關評估後，得向本會申請讓與第三人，經公告讓與，三個月內
無人請求受讓時，得終止繳納研發成果維護費用。 

五、 未來本部於專利補助機制，將研議加強檢視各計畫執行機構之專利申
請評估機制及專利產業運用效率，並規劃競爭性補助策略，透過篩選
機制，將資源投注於較有產業利用價值的專利技術，以期運用有限資
源產出較高效益。 

六、 另於整體策略面，為強化智慧財產的保護及流通，有系統組織布局並
創造擴大智財價值，行政院業核定「智財戰略綱領」，各部會並據以擬
具多項行動措施，其中經濟部主辦之戰略重點【創造運用高值專利】，
可具體提升專利價值，包含：「落實國家重點領域的專利規劃布局」、「啟
動專利布局開放研發創新平台」、「強化專利申請品質」、「建構產學研
智財營運管理提升合作體系」等 4項實施要項。 

七、 另本部根據智財戰略綱領，推動多項措施，進行智財布局，以提升研
發成果價值： 
(一) 提高學界智慧財產流通運用程度：補助學研機構申請及維護專

利，強化盤點及整合學研專利；推動產學小聯盟計畫，擴散學界
專業技術。強化學界智財布局/商業化等研究與擴散：推動產學大
聯盟計畫，強化關鍵專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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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學界成果萌芽與多元運用機制：補助設置萌芽功能中心，盤
點及發掘具潛力的研究成果；推動應用型研究育苗專案計畫，補
助學研機構早期研究。 

(三) 促進學界成果產業化環境：推動「創新創業激勵計畫」，促成科技
成果產業化；推動科技技術作價入股成本推估審認作業，促成學
界成果進入產業。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經濟部技
術處/ 
科技部 
最新辦理

情形 

經濟部技術處 
建議「對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團隊提供更多的資源及輔導，協助教師將技
術導入市場......」一案。本處現行以「一般型及在地型學界科專計畫」
支持學界開發相關產業技術，並透過技轉廠商促使研發成果更具商業化應
用價值；為更進一步引導學界研發成果導入市場，本處已規劃「產學研價
值創造計畫」之精進做法，本計畫將以「技術商業化思維導引出新創事業
等產業價值」為主軸，方向上透過連結產學研三方資源，共同規劃、發 

展商業化研發活動及價值創造，最終落實研發人力產學合一、研發成果衍

生新產品、新事業體為目標。 

 
科技部 
本部刻正研議調整現行專利補助機制，將規劃競爭型補助策略，引導各計
畫執行機構應以「專利產業運用效率」作為專利申請之評估標準，透過計
畫執行機構進行較嚴謹之內部審查及專業評估，以篩選出優質專利，將資
源投注於較有產業利用價值的專利技術，促進專利有效落實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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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4案 

提案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所屬高教
協(進)會 

■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會 
■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議教育部能成立教育體系的個人資料保護驗證中心，協助各校建立個
人資料保護制度與進行外部稽核審查，降低各校為申請個人資料保護驗
證的花費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國個資法已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各校為符合個資法的
要求，紛紛導入個資保護制度與申請國際通用且可驗證之標準（如 
BS10012 等），每年驗證費用所費之不貲（通常以驗證範圍所包含
的教職員工人數計算費用，新申請的驗證費用的典型值約幾十萬
元）。 

二、 目前教育部已有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負責對各校進行資訊安全
保護的外部稽核審查，此方式不僅能統一標準規範，更能為各校節
省驗證費用。 

三、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於 102 年度委託國立中興大學執行「教育
體系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管理施行專案計畫」，共同合作開發「教育
體系個資導入交流平台」開放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高中職使用，
並分享近百種個資文件範本，辦理 2場次「全國性個資經驗分享研
討會」與 13 場次個資管理制度專業教育訓練，累積參與人次超過
1000人次。 

四、 敬請教育部比照目前由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執行教育機構的資安
驗證方式，規劃成立教育機構個資驗證中心，協助各校建立個人資
料保護制度並進行個人資料保護的外部稽核審查，以降低各校申請
個資驗證的費用。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議教育部推動個人資料保護中心，協助各校建立個人資料保護制度與
通過驗證。 

教育部 
資訊及科
技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為落實各校個資保護工作，本部於 102 年委託中興及逢甲兩校分別
就公、私立大專院校研議學校實施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所需之計畫、
程序、表單等參考範例，以利後續學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建立蒐集、處理、利用時必要機制之參考及運用。 

二、 本部將自 103 年起，以中興及逢甲兩校研議成果為基礎，請兩校以
其導入個資規範之經驗分享方式，續協助各校建立適合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之作業，以節省各校導入所需之時間及人力，並使各
校在推動個資保護管理制度時可達成事半功倍之效益。另一方面，
本部亦將規劃辦理個資巡迴教育訓練及專業個資保護管理專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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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0012 LA 等），以加速教育體系符合個資保護法之相關專責管理
人力培訓及相關人力認知訓練。 

三、 另目前各公私立學校依法務部函釋分屬公務及非公務機關之適切，
經目前委辦兩校與各界徵詢後仍存不同見解，此關乎未來教育體系
個資規範是否需分別規劃，故本部亦將於 103年度推動時併同聚集
共識後，再依此評估規劃教育體系個資規範推動準則。 

四、 另鑑於目前各大專院校均已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該制
度與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PIMS）的分工與整合規劃亦應併同考
量，故本部後續亦將彙整各校實際導入情形引為借鏡，以期型塑適
合教育體系個資保護管理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推動規範。 

五、 依此本部於 103年度底再評估是否需建立「成立教育機構個資驗證
中心」之必要性，及規劃教育體系後續 PIMS驗證機制的導入。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104年完成教版資安規範改版（ISO27001:2013）並加入個資條款。 

二、 擴大原「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驗證機制，納入個資保護工作。 

三、 辦理教育體系稽核人員個資教育訓練，提升個資稽核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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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5案 

提案學校 國立陽明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擬修正大學法第 5條、第 9條及第 35 條之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大學原本即以多元發展為目標，為建立不同的特色，故需有不同的指
標方有助於大學瞭解自我辦學績效，大學法第 5 條第 1項即要求各大
學應定期辦理自我評鑑。故對於辦學優良之大學應可自行設定指標、
聘請適合之委員辦理評鑑，教育部僅需進行訪視考核，至於部分學校
教育部可依需要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評鑑。建議修正大學法第 5條第 2
項文字為﹕「教育部得組成委員會訪視大學自我評鑑成效或委託學術
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另行辦理大學外部評鑑。其結果均應對外公告。」 

二、 大學法第 9 條規定大學校長之續任，教育部應於校長聘任期滿 10 個
月前進行評鑑。當大學已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教育部亦有代表參
與，校長續任，校內已有把關機制，教育部另行續任前之評鑑，資料
為參考性質，恐增加行政負擔。爰建議刪除第 9 條第 7項文字﹕「教
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進行評鑑，作為
大學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 

三、 為讓大學得向學生收費之規定，回歸大學法第 2 條大學自主之精神，
建議修正大學法第 35 條第一項條文為﹕「大學得向學生收取費用，
項目應依教育部之規定。」，使大學法條文更精簡、且正面表述。 

辦法 
(建議做法) 

一、 建請教育部協助提案修法。 
二、 大學法第 5 條、第 9 條及第 35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后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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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有關學校建議修正大學法第 5 條第 2項為「教育部得組成委員會訪視
大學自我評鑑成效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另行辦理大學外
部評鑑。其結果均應對外公告」乙節，本部業於 102 年 10 月 31日修
正發布「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
則」，已授權符合資格之 34所大學校院得申請自辦外部評鑑，並已完
成 30 校自我評鑑機制之審查程序。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經本部
認定者，免接受本部委託之評鑑。另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02
年 11 月 6 日審議通過立委提案，修正為「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
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大
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學校調整發展及停辦、轉型或合併之參
考；其評鑑應符合多元、專業之原則；相關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爰宜維持前揭修法方向。 

二、 有關學校建議刪除大學法第 9 條第 7項「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政府
應於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進行評鑑，作為大學決定是否續聘之參
考」乙節，經查該規定係立法院於 94 年 11 月審議大學法修正案時，
該院作成決議，為增進大學校長續聘機制之外部開放性，增訂校長續
聘與否，應由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政府先進行評鑑，提供大學評估
校長校務績效及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爰宜維持現行續任評鑑之規
定。 

三、 有關學校建議修正大學法第 35 條第 1 項條文「大學得向學生收取費
用，項目應依教育部之規定」，說明如下： 
(一) 目前仍以「建立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機制」為目標：考量學校

的經營和發展，建立一套可支持大專永續發展的常態性大專學雜
費調整機制仍有其必要性，本部持續加強與各方溝通，期望建立
社會共識並推動「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 

(二) 以放寬大學自主訂定學雜費為的長期目標，規劃自 105學年度起
辦理：目前國際高等教育競爭激烈，世界各國紛紛給予大學在人
事、財務及學術事務上更彈性自主空間。為提高我國大學國際競
爭力，於強化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的同時，教育部以放寬大
學自訂學雜費作為長期目標，規劃自 105 學年度起讓學校可依據
發展需求訂定學雜費。 

(三) 尚須與立法委員及社會各界溝通並徵詢意見後修法：現行大學
法、私立學校法及專科學校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數額，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且不得逾本部規定。若大學學雜
費改由各校自訂，尚須完成前開法規修正，並於修法前與社會各
界溝通並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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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一、大學法第 5條依現行規定執行，惟未來大學法修法時本案列為修訂意
見。 

二、大學法第 9條以本案為修法的評估方向。 
三、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機制以 5個高教協會的共識為建構基礎，共識

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是學校辦學的主要來源之一，為維持及提升學校教學

品質，並降低社會成本，大學學雜費應有常態性的調整機制。 
(二)學雜費調整的同時，建議學校和本部應有以下 3項配套措施： 
1.各大學應落實財務資訊透明機制，讓社會大眾了解學校辦學績效。 
2.本部強化國立大學的社會責任，讓國立大學多招收弱勢學生。 
3.加強弱勢助學措施，本部增加對弱勢學生的補助，保障弱勢學生
的就學機會。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為提升大學經營績效，本部已先針對大學學術主管、行政主管聘用資
格及教師聘任程序等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行政院並於 103 年
5 月 19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中。 

二、有關陽明大學所提相關建議，本部將納入下次大學法修法之參考。另
有關人才培育條例部分，本部已組工作圈研議，並配合少子女化高教
創新轉型方案規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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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5 條 第五條  大學應定期對教

學、研究、服務、輔導、

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

項，進行自我評鑑；其評

鑑規定，由各大學定之。 

教育部得組成委員會訪視

大學自我評鑑成效或委託

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

另行辦理大學外部評鑑。

其結果均應對外公告。 

第五條 大學應定期對教

學、研究、服務、輔導、

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

項，進行自我評鑑；其評

鑑規定，由各大學定之。 

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

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

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

機構，定期辦理大學評

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

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

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其

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修正第 2 項文字，大學原

本即以多元發展為目標，

為建立不同的特色，故需

有不同的指標方有助於大

學瞭解自我辦學績效，大

學法第五條第一項即要求

各大學應定期辦理自我評

鑑。故對於辦學優良之大

學應可自行設定指標、聘

請適合之委員辦理評鑑，

教育部僅需進行訪視考

核，至於部分學校教育部

可依需要委託專業機構辦

理評鑑。 

第 9 條 第九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

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

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由學

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

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

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比

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

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

五分之二。 

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

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員

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或

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遴派之

代表擔任之。 

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之組織、運作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國立者，

由教育部定之；直轄市

立、縣（市）立者，由各

該所屬地方政府定之。 

第九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

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

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由學

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

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

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比

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

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

五分之二。 

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

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員

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或

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遴派之

代表擔任之。 

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之組織、運作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國立者，

由教育部定之；直轄市

立、縣（市）立者，由各

該所屬地方政府定之。 

刪除第 7 項文字。大學法

第九條規定大學校長之續

任，教育部應於校長聘任

期滿 10個月前進行評鑑。

當大學已組成校長遴選委

員會，教育部亦有代表參

與，校長續任，校內已有

把關機制，教育部另行續

任前之評鑑，資料為參考

性質，恐增加行政負擔。

爰建議刪除第 7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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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校長由董事會組

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

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

部核准聘任之。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

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四年，

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

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

之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

規程定之；私立大學校長

之任期及續聘，由大學組

織規程定之。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

十日修正施行前，大學已

依修正前規定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選作

業者，得繼續辦理校長遴

選作業，不受第四項委員

性別比例之限制。 

 

私立大學校長由董事會組

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

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

部核准聘任之。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

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四年，

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

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

之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

規程定之；私立大學校長

之任期及續聘，由大學組

織規程定之。 

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政

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十個

月前進行評鑑，作為大學

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

十日修正施行前，大學已

依修正前規定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選作

業者，得繼續辦理校長遴

選作業，不受第四項委員

性別比例之限制。 

第 35 條 第 35 條 大學得向學生

收取費用，項目應依教育

部之規定。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大

學，應辦理學生就學貸

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

費、實習費、書籍費、住

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

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相

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

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 

第 35 條 大學向學生收

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

額，不得逾教育部之規定。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大

學，應辦理學生就學貸

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

費、實習費、書籍費、住

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

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相

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

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 

修正第 1 項文字，以符大

學法第 2 條大學自主之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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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6案 

提案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經濟部於今（102）年宣布再度調漲電價，建請教育部協調經濟部應排除
教育機構或納入專案補助，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濟部於今年10月再度調漲電費，已再度對各校財務造成嚴重衝擊。
近年來，國立大學各院校為增加國際競爭力，提升教學品質，在改善
學生學習、生活環境、更新教學設備及興建學生宿舍等方面，均挹注
相當之經費。 

二、 教育部之補助近年未增加，再加學雜費多年未調漲，在經常性收入不
敷支應經常性支出(人事費、水電費、業務費及學生公費與獎助學金
等)之下，各校財務狀況已出現嚴重失衡，造成巨額赤字。 

三、 國立大學各校經費短缺，教學品質難以提升，更遑論國際競爭。請教
育部衡酌國立大學各校目前財政困乏，建請協調經濟部電價之調漲應
排除教育機構或納入專案補助。 

辦法 
(建議做法) 

本部將協調經濟部，電價之調漲，應排除教育機構或納入專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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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
源局/教育
部資訊及
科技教育
司/會計處 
初步說明 

經濟部能源局： 
一、 我國101年平均電價每度為2.27元，不僅低於70年平均電價2.74元，

更遠低於每度供電成本3.04元。在電價未合理反映成本前，所有用電
者均受有補貼，造成用電愈多者，享有愈多補貼之不公平情形。 

二、 101年電價調整方案，已由1次調整改採緩和漸進分階段實施，第2階
段電價調整更從101年12月10日延至102年10月1日起實施，經濟部並
於102年8月27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整體調幅從9.64%降至8.49%，應可減
輕各級學校電費負擔。 

三、 經濟部已於102年8月22日公告「優惠電價收費辦法」，適用住宅用電
之國中小部分，已用最低級距給予電價（註：起漲級距為第4段級距
－月用電量500度以上），不受電價調整影響；適用電力用電之學校，
國中小學有85折用電優惠、大專院校有97折用電優惠。 

四、 依行政院98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能源價格應合理反映成本，非
能源政策性任務之負擔由相關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另 總統及行
政院長於101年9月17日立法行政部門議事運作研討會均表示：應解除
台電公司政策性任務負擔，相關優惠電價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編
列預算方式支付。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會計處： 
一、 本部於102年9月25日及10月28日(臺教資(六)第1020136098號函及臺

教資(六)第1020157043號函)函請經濟部考量學校用電之特殊性及維
護學生健康與安全，請該部排除各級學校在調漲範圍或調減漲幅方
案。惟經濟部於102年10月1日(經授能字第10200208300號函)函復說
明台電公司10月份第二階段調整方案已訂，並表示101年電價調整方
案，已由1次調整改採緩和漸進分階段實施，第2階段電價調整更從101
年12月10日延至102年10月1日起實施，整體調幅從9.64%降至8.49%，
另各級公私立學校仍依電業法第65條規定，屬表燈用戶的，則按表燈
非時間第1段單價計收；屬於電力用戶，國中小學校依適用電價85折
計收，公私立高中(職)及大學(專)依適用電價97折計收，享有優惠電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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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部為維持國立大專校院之基本校務運作，每年對各校提供之基本需
求補助款，係部分補助其一般教學與研究經費，上開補助倘有不足，
各校仍須以校務基金自籌支應。復以本部近年來推動多項重大教育政
策，如5歲幼兒免學費、高中職免學費及12年國教等，整體基本需求
補助額度亦難以增加，未來尚須將學雜費減免部分納入基本需求補助
計算，資源分配更形艱難，已無空間再容納電費調漲額度。爰此，本
案建請各校優先由校務基金調整支應，倘確有不足，建議落實零基預
算精神，本著當用則用、當省則省之方式採行節約措施，並督促各單
位確實執行，以維持校務基金收支平衡為目標。 

三、 有關學校之用電，應本於「用則當用、省則當省」之原則下執行，考
量必要照明與安全用電，亦應積極檢討學校合理用電行為。本部將持
續積極輔導學校規劃電力健檢與節能減碳作法，並落實推動，以因應
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導致電價調整時之衝擊，並達成合理用電之目標。 

四、 關於洽請台電公司仍對教育機構採行優惠電價一節，本部業於102年
11月29日由薛政務委員主持協調會中，發言積極爭取，惟未獲同意在
案。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各校須持續進行節能減碳，如教育經費充裕前提下，本案列入優先考量。 

教 育 部 高
等教育司/
資 訊 及 科
技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有關各級學校優惠電價，國立學校 104 年度回歸學校校務基金編列，

105 年度起納入本部對各校基本需求補助。 

二、 本部持續協助各校辦理節能減碳作業，以降低學校調漲電費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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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7案 

提案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開放在職專班得招收大陸人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自 100 學年度開放招收大陸人士來台就學，僅限日間學制之系
所招生，如大陸人士在台已領有居留證（如依親或工作）者，其入學
方式與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二、 然考量目前兩岸民間交流頻繁，大陸沿海省市往返交通便捷，爲提供
大陸人士在職進修機會，利用週五夜間及週末來台就讀各大學開設之
在職專班（如 EMBA），爰建請教育部開放在職專班得申請招收大陸地
區人士之招生計畫，以增加兩岸產學交流並提升陸生來台就讀人數。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開放在職專班得申請招收大陸地區人士。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基於招收陸生仍在試辦初期，社會疑慮甚多，僅先開放大陸地區人民
透過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所舉辦之招生管
道，來臺就讀經核准招收陸生之日間學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系所；目前尚未開放以其他事由入境停留之大陸地區人
民得經各校單獨招生管道，自行就讀碩士在職專班。 

二、 本案相關配套，仍須與陸委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等部會及學校
代表審慎研議，且涉及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相關條文，擬錄案研處。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已於 103年 12 月 19 日修正

發布，辦法第 3條第 1 項第 3 款業增列「公私立大學校院進修學制碩士班」

得招收大陸地區人民就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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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8案 

提案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有關教育部頒「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 
辦法」，要求各校配合辦理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2年 10月 21日臺教學(四)字第 1020148233E號函發布
該辦法，其中第三條規定學校得設置或指定一級單位為專責單位，專
辦身心障礙教育業務有關事項。 

二、 另，前揭辦法第五、六、七、八、九條規定略以：專責單位應依身心
障礙學生人數、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需求，編制與進用符合資格之行
政人員、輔導人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等專責人員，並依工作職責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相關業務。為配合教育
部政策推行，造成各校經費逐漸困乏。 

辦法 
(建議做法) 

為配合教育部之政策，建請教育部編列足額之相關人事經費補助及相關設
施經費，以利推行。 

教育部學
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

司 
初步說明 

一、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係依據
「特殊教育法」第 30 條之一訂定。為考量各校之差異性與彈性作法，
本辦法第 3 條規定學校「得」設置或「指定」一級單位為專責單位，
且現行各校即可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
施要點」（102年 9 月 24 日修正）申請經費補助，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業務，並未因本辦法之公布而增加經費支出。 

二、 目前，各校可依上開實施要點申請部分經費補助之項目包括經常門及
資本門。其中經常門：包括人事費(輔導人員費)及業務費(協助同學
工作費)、教材及耗材費、課業輔導鐘點費、學生輔導活動費、會報
經費、交通費、雜支等項。本辦法第 5 條規定之專責人員中「輔導人
員」及「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之經費已含在上述之人事費及業務
費中；又「行政人員」係由專任教師兼任，擔任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
主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二者皆可依
該實施要點申請課業輔導鐘點費。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有關「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所須經 
費以達到最低要求為前提，逐年進行資源配置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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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

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

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之未來重點工作、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相
關配套措施，包括提供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點字及有聲
書、就學費用減免、獎補助金、補助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經費及補助
相關輔導經費等，另已透過特殊教諮詢會、大專校院鑑輔小組、教育
輔具中心、網路資訊平台(特教通報網)、大學特教中心等單位建立特
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之相關支持服
務。 

二、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相關配套措施、支持服務模式及實務運
作等相關資訊業已納入本部編製之「特殊教育資源手冊｣，並於 103
年 8 月 21 日函送各大專校院參考，且已分區辦理多場研習宣導，以
期有效落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相關措施。另委請三所師大辦理北、
中、南三區大專校院特教知能研習時，將手冊相關內容融入研習課程。 

三、 有關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進用人力之相關經費，本部每
年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補助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人員與輔導之相關經費，各校援例於 10-11月依該
要點申請經費補助，本部預估 104年度將補助約 3.65億元，應已滿
足各校辦理特殊教育所需之基本人力、設備及輔導經費，未來本部將
持續督導各校專款專用，以確保特殊教育政策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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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9案 

提案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予以補助各校為配合教育部之政策，提供資源及經費支出，以
落實照顧之美意，提請討論。 

 
一、 大學學雜費多年未調漲，各校均面臨校務經費之緊絀，經營及財務運

用已顯困乏，再加教育部頻來函要求各校配合諸項政策之經費支出，
已大大影響各校之教學與研究遂行。 

二、 教育部要求各校配合事項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 照顧弱勢學生計畫項目，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

住宿減免等，均由各校自行編列預算支應﹔(教育部102年9月以
台高通字第102135194 號函) 

(二) 大專校院對各類學生學雜費減免(軍公教遺族學雜費減免、身心
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
原住民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及現役軍人子女等)，均由各校
自行編列預算支應﹔(102年10月3日臺教高(四)字第1020127699 
號函) 

(三) 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考生報名費﹔(101年8
月7日以101年大學招聯涔字第039 號函暨101年5月28-29日教務
主管聯席會議及同年9月5-6日101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招生檢
討會議宣導辦理)。 

(四) 國立大學對於學生平安保險費，低收入戶學生、重度或極重度殘
障學生及重度或極重度殘障人士子女、原住民身分學生之保險費
全免，其餘由學校校務基金補助每人50元。 

(五) 100年以後公教人員之調薪3%所增加支出經費﹔ 
(六) 102年實施二代健保，增加之雇主(學校)保費﹔ 
(七) 因應軍訓教官取消薪資所得免稅，採增定值班費方式補助，每人

每月2000元，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其所需經費，國立
大學由各校支應。(教育部102年8月30日台教學(一)字第
1020126933 號函) 

(八) 基本工資調整：102年4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為19,047元、103年1
月1日每小時工讀時薪調整為115元、103年7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
19,273元。(依勞委會102年4月2日勞動2字第1020130621號函、
102年10月3日勞動2字第1020132069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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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衡酌學雜費多年未調漲已對大學經營及財務運作造成嚴重失
衡，為求維持我國高等教育之品質及提升國際之競爭力，建請教育部補助
上項諸經費，並積極向行政院爭取教育相關經費預算。 

教育部會
計處/高等
教育司/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有關國立大專校院對各類學生學雜費減免部分，本處刻正研擬逐步納
入基本需求補助計算，至於 100 年以後公教人員之調薪 3%所增加支
出經費部分，查行政院已於當年度以追加預算方式，全額納入本部之
基本需求補助額度辦理，並於往後年度維持該調薪之影響數，合先敘
明。 

二、 本部為維持國立大專校院之基本校務運作，每年對各校提供之基本需
求補助款，係部分補助其一般教學與研究經費，上開補助倘有不足，
各校仍須以校務基金自籌支應。 

三、 本部近年來推動多項重大教育政策，如 5 歲幼兒免學費、高中職免學
費及 12 年國教等，整體基本需求補助額度亦難以增加，未來尚須將
學雜費減免部分納入基本需求補助計算，資源分配更形艱難，除增加
預算額度外，已無空間再容納額外政策額度。爰此，本案建請各校優
先由校務基金調整支應，倘確有不足，建議落實零基預算精神，本著
當用則用、當省則省之方式採行節約措施，並督促各單位確實執行，
以維持校務基金收支平衡為目標。 

四、 另因 我國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性及公益性，大學對經濟弱勢學生之扶助
措施，其性質非屬單純之社會福利政策，政府及學校均具協助弱勢學
生就學之社會責任。 

五、 現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相關助學措施約可分為 3 類。第 1類為學雜費
減免，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特殊境遇家庭、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等對象；第 2 類為各類獎助學金，包括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工讀助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等制度；第 3 類為自償性之補助
如就學貸款，政府協助議定優惠貸款利率，並依學生經濟狀況補貼利
息。 

六、 其中第 1類學雜費減免所需費用，公立學校自行編列，私立學校由本
部全額負擔；第 3類就學貸款所補貼之利息，亦由本部編列支應；第
2 類獎助學金中，本部均額外編列經費補助私校工讀助學金及研究生
獎助學金，僅有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基於政府及學校共同助
學之精神，除請公私立學校提撥經費挹注外，本部並特別籌編經費補
助私立學校。 

七、 為鼓勵學校積極扶助弱勢學生，本部措施如下： 
(一) 獎勵私立大學校務發展計畫自 103年度起，助學措施績效補助款

將由 0.9億元增加為 2.6億元；學校辦理各項助學措施自行提撥
之經費越高，所獲績效補助款越多。前述助學措施採計項目包括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研究
生獎助金及住宿優惠（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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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款業將國立大學辦理助學措施及弱勢學生
升學扶助辦理情形納入衡量指標。 

(三)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業將學校助學措施成效納
入指標核配，103 年度本指標佔整體經費比例為 10.5%，較 102
年度增加 4.9%。 

八、 再考量技專校院弱勢學生比例偏高，為免學校助學經費過高，排擠其
他教育資源，本部自 99 年度起，針對助學支出逾學雜費收入一定比
例者，本部酌予補助差額： 
(一) 國立技專校院學校：補助「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金」支出逾學

雜費收入 9%者。 
(二)  私立技專校院學校：補助「弱勢助學金」支出逾學雜費收入 3%

者，已納入「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統籌核予。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本案俟教育資源分配進行盤點後，再研議處理。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近年來國立大專院校對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金額逐年增加，本部為鼓勵各
校持續提供弱勢學生助學措施，各校對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實際數已納入
104 年度基本需求補助額度計算，以降低各校財務負擔，並使弱勢學生能
安心就學。另各國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調整案業經行政院 103
年 3月 4日院授人給揆字第 1030021470號函及 103年 5月 21日院授人給
字第 1030029584 號函同意在案，考量兼任教師鐘點費調高將增加學校之
營運成本，為免影響財務狀況，並使各校維持應有之教育品質，爰於 103
年 8 月 7日增列各校 104年度基本需求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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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0案 

提案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各大專校院提供學生參與協助研究計畫或從事部分工時(工讀)機會，係以
補助獎勵為前提，爰是類人員(計畫案臨時工及工讀生、兼任助理、教學
助理)，建議不納入勞動基準法以勞工身分於校內參加勞健保，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勞委會函釋以，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如
經判斷與校方具勞雇關係，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上開勞雇關係之特徵
判斷原則如下： 
(一) 對雇主之工作指示是否有承諾與否之自由(即人格之從屬性)。 
(二) 是否在指揮監督下從事工作（即勞務之從屬）。 
(三) 在指揮監督下之工作所獲得工資(即勞務之對價)。 
(四) 其他法令之規定者如勞工保險適用之對象等。 

二、 然，各大專院校提供學生參與協助研究計畫或從事部分工時(工讀)
機會，原係以補助獎勵為前提，或基於機關教學研究之特質，明顯存
在教育與學習之意義，學生仍以課業為重，其所得固不能與勞工工資
劃上等號，與校方亦不宜以一般(營利事業)勞雇關係解釋認定之。惟
現行作法係各校依前開判斷原則逕行解讀、各自表述，如產生爭議，
再由雙方舉證說明，並送勞工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例如台灣大學工
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訴訟。 

三、 據上，規模較小之學校為避免爭議，猶可勉力配合；惟於大量提供協
助研究計畫機會之大校(以本校為例，在校學生兼任助理約 4,200
人，另計畫案工讀生、臨時工及教學助理約 3,400 人)，倘認定校方
與是類人員具有勞僱關係，將衍生下列問題： 
(一) 增加勞健保、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 
1. 以本校為例，兼任助理每月大多僅支領 2,000 元，而雇主負擔
保費高達 2,330元(含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實在不符合比
例原則。 

2. 目前本校總計約有 7,600 名是類人員，參與投保之每年總支出
預估高達 224,464,596 元(含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 

(二) 異動頻繁恐衍生勞資爭議及資遣費。 
(三) 提高身心障礙人員進用比例：以本校為例，倘加入是類人員

7,600名，身心障礙人數須另進用 228 人，方能符合規定。惟身
心障礙人員進用不易，如無法足額進用，每月之罰款為：228 人
*19,047(基本工資)= 4,342,716 元，將造成學校財政一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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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加人力管理成本：以目前本校投保勞健保人數約 3,300(含眷
屬 1,070 人)及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約 1,900，負責相關業務人
員計有 4名，未來倘加入是類人員 7,600 名參與投保，估計需增
加 6 名承辦人員，以應成大龐大投保人數之承辦作業。 

四、 各校為避免發生上述問題，極有可能刪減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或從事部
分工時(工讀)之機會，改進用校外專職人力，或採直接委外等替代方
案因應，屆時，學生將失去校園內學習之機會，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五、 查教育部目前對於學校與是類人員是否具有聘僱關係，擬俟行政法院
對台灣大學工會訴訟結果再議，並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供大專校院
明確認定兼任助理聘僱關係操作型定義，以利學校依循辦理。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議是類人員暫時不納入勞動基準法以勞工身分於校內參加勞健保，俟行
政法院之訴訟判決結果，以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供明確定義時，再作全
面性通盤檢討納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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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原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科技部(原
國家科學
委員會)/教
育部高等
教育司 
初步說明 

勞動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一、 查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對象，以具有勞雇關係為前提。學生擔任研究

計畫助理或工讀生，並不因該職務具有教育面向，而否定其與學校具
有勞雇關係，如學生擔任研究助理或工讀生時，係遵照雇主或雇主代
理人之指示下完成工作，領取薪酬作為對價，則其仍為受僱者。至個
別研究助理或工讀生與學校間是否具勞雇關係，仍應依個案情形及勞
務從屬性原則事實認定。 

二、 次查，勞動基準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意旨，除適用該法確有窒礙難
行者，原則上應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是以，勞動基準法之適用不限
於營利事業。且依本會 87年 9 月 2日(87)台勞動 1字第 036457 號函
釋意旨，適用該法致使成本增加之情形，非可做為窒礙難行而排除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理由。 

三、 又，勞動基準法與勞工保險條例係屬不同法律，其適用範圍亦不相
同。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勞工實際從事勞動工作並獲取薪資報酬
者，應依規定參加勞保。又，在僱傭關係前提下，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依法不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
私立學校之員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案內學
校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兼任助理等人員如為學校所僱用，應依上開
規定由雇主辦理加保，與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無涉。 

四、 另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各級政府機
關、公、私立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
機關（構）；其員工總人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以各
義務機關（構）每月一日參加勞保、公保人數為準；…。」是以，公
立大學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兼任助理及教學助理等是否適用勞動基
準法，並不影響身心障礙足額進用人數之計算。至全民健康保險非屬
本會權責，請逕洽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一、 按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為第 1 類被保險

人，應以其服務事業、機構、雇主為投保單位，至受僱者是否屬於投
保單位之被保險人，係以其二者間存在僱傭關係為前提，健保投保、
退保處理程序係採申報制，本署係依投保單位所送交之申報資料，據
以辦理所屬員工投保、退保作業。 

二、 大專院校兼職人員權益，衛生福利部已透過行政協調，案經教育部分
別於 102 年 6 月 18 日及 8 月 7 日函請各大專院校基於對兼任教師、
助理之照顧，儘速為欲以學校為投保單位之兼任教師、助理辦理健保
投保事宜。另衛生福利部又於 102 年 11 月 21日至教育部拜會溝通，
請該部以維護大專院校兼職人員權益方向研議相關政策。 

三、 本署係全民健康保險執行機關，悉依現行健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健保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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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原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科技部(原
國家科學
委員會)/教
育部高等
教育司 
初步說明 

科技部(原國家科學委員會)： 
一、 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兼任助理、臨時工是否適用勞動

基準法、與執行機構間是否具勞雇關係，是否應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
健康保險，係依據相關法令(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
保險法等)及主管法令機關之解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衛生福利部)
辦理，助理人員之權益保障不論是否規範於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
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皆需依法辦理。 

二、 依本會上開注意事項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執行機構如依勞工保險條
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須為兼任助理人員或臨時工辦理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得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之規
定，於業務費調整勻支。除此之外，第 7 點第 2 項亦規定，兼任助理
人員或臨時工因適用勞動基準法所衍生應支出之所有費用於管理費
列支。爰所有與助理人員相關而依法令須支出之費用均得依上開規定
於計畫經費內報支。 

三、 本會注意事項為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有關助理人員經費使用之規
範，非勞動關係之法源依據。本會尊重相關法令主管機關意見。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一、 鑑於本案對大學教學、研究的長遠影響，本部將儘速邀集專家學者、

勞委會、國科會及衛福部共同組成工作小組，針對學習與勞動的分際
及兼任助理之內涵研商相關認定準則及定型化契約，並於 3 個月內完
成，俾提供各大專校院作為釐清學習與勞動分際之參考。 

二、 除認定準則及定型化契約外，請學校針對學生權益保障與意見處理
等建立溝通管道，並與學生進行溝通後，明定於學校規範，俾共同遵
守。 

三、 多數學生兼任助理所得獎助金遠低於目前最低投保薪資，日後若認
定部分屬僱傭關係，可能有「低薪高保」之不合理情形，爰將請勞委
會、健保署再就勞、健保及勞退之投保薪資級距進行研議。 

四、 另勞委會對於僱傭關係的認定係採個案實質審查，業請該會及勞工
保險局等避免再針對通案性規範發函學校，以免造成誤解。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本案經由跨部會協商後在 3個月內提供初步規範。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本案經由跨部會協商，以及與學生及工會代表溝通後，業於 103年 9 月 5
日將「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處理原
則草案及影響評估等資料併送陳行政院，俟行政院就相關爭議及配套措施
進行部會協商後，發布處理原則，以利大學及相關補助單位據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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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1案 

提案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郭士綸 秘書 
(04)23323000分機 3014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教育部來函要求大專校院應為兼任助理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案，惟其存在許

多執行面問題，建請同意釐清相關問題前暫緩實施，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84 年 7 月 4 日衛署健
保字第 84031133 號函對部分工時員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資格之認定
原則： 
(一) 每個工作日到工者，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均視為輪派定時到

工之勞工，視同專任員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二) 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其每週工作滿 12 小時以上(含 12 小時)，

視同專任員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三) 同時於二個以上單位工作之員工，如符合前二項要件者，得選擇

工作時間較長或工作所得較高或危險性較大之投保單位投保。 
(四) 不符合上述之規定者，得以其他適當身分投保。 

二、 爰此，衛福部於 102 年 9 月 3 日衛健中字第 1024072652B 號函要求教
育部依規定將符合之兼任助理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手續(附件 1)。 

三、 依據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102年 10月 14日科大協字第
1020009360 號函，針對學生兼任助理是否應投保全民健康保險已召
開會議討論並提出多項建議及尚待釐清之問題，該會議決議「學生兼
任助理是否確為聘僱關係，需俟行政法院對國立台灣大學工會訴訟結
果再議…。(略)」。 

四、 除前項會議所列之問題外，尚有其他衍生問題，舉例如下： 
(一) 學生兼任助理如以第一類被保險人投保健保時，則其符合健保法

第 2 條之眷屬(如無職業之直系血親尊親屬：父母、祖父母及外
祖父母等)亦可依附於其加保，而學生兼任助理人數多且流動
高，學校行政單位作業成本增高。而此加退保作業非學校與學生
兼任助理雙方，尚涉及原學生依附眷保之直系親屬(父母)，整體
作業耗時耗力。 

(二)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保險對象原有之投保資
格尚未喪失，其從事短期性工作未逾三個月者，得以原投保資格
繼續投保。學生兼任助理由各不同專案計畫聘任，聘期長短不
一，工作酬金不同，或計畫與計畫中間斷性聘任，或一個以上計
畫同時或交叉聘任，計畫經費各有來源，保費應如何分擔…等，
執行作業複雜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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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建議做法) 

綜上，由於學生兼任助理是否確認為「聘僱關係」，尚待釐清，而學生兼
任助理加保業務因計畫案量大，層面廣且人員流動高，建議更完整討論並
審慎斟酌後再施行。 

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科技部(原
國家科學
委員會)/教
育部高等
教育司 

初步說明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一、 按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為第 1 類被保險

人，應以其服務事業、機構、雇主為投保單位，至受僱者是否屬於投
保單位之被保險人，係以其二者間存在僱傭關係為前提，健保投保、
退保處理程序係採申報制，本署係依投保單位所送交之申報資料，據
以辦理所屬員工投保、退保作業。 

二、 大專院校兼職人員權益，衛生福利部已透過行政協調，案經教育部分
別於 102 年 6 月 18 日及 8 月 7 日函請各大專院校基於對兼任教師、
助理之照顧，儘速為欲以學校為投保單位之兼任教師、助理辦理健保
投保事宜。另衛生福利部又於 102 年 11 月 21 日至教育部拜會溝通，
請該部以維護大專院校兼職人員權益方向研議相關政策。 

三、 本署係全民健康保險執行機關，悉依現行健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健保
業務。 

 
科技部(原國家科學委員會)： 
一、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兼任助理、臨時工是否適用勞動基

準法、與執行機構間是否具勞雇關係，是否應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係依據相關法令(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
險法等)及主管法令機關之解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辦理，助理人
員之權益保障不論是否規範於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
注意事項，皆需依法辦理。 

二、 依本部上開注意事項第 5點第 2 項規定，執行機構如依勞工保險條例
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須為兼任助理人員或臨時工辦理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得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之規定，
於業務費調整勻支。除此之外，第 7點第 2項亦規定，兼任助理人員
或臨時工因適用勞動基準法所衍生應支出之所有費用於管理費列
支。爰所有與助理人員相關而依法令須支出之費用均得依上開規定於
計畫經費內報支。 

三、 本部注意事項為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有關助理人員經費使用之規
範，非勞動關係之法源依據。本會尊重相關法令主管機關意見。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一、 鑑於本案對大學教學、研究的長遠影響，本部將儘速邀集專家學者、

勞動部、科技部及衛福部共同組成工作小組，針對學習與勞動的分際
及兼任助理之內涵研商相關認定準則及定型化契約，並於 3 個月內完
成，俾提供各大專校院作為釐清學習與勞動分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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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認定準則及定型化契約外，請學校針對學生權益保障與意見處理等
建立溝通管道，並與學生進行溝通後，明定於學校規範，俾共同遵守。 

三、 多數學生兼任助理所得獎助金遠低於目前最低投保薪資，日後若認定
部分屬僱傭關係，可能有「低薪高保」之不合理情形，爰將請勞動部、
健保署再就勞、健保及勞退之投保薪資級距進行研議。 

四、 另勞動部對於僱傭關係的認定係採個案實質審查，業請該部及勞工保
險局等避免再針對通案性規範發函學校，以免造成誤解。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本案經由跨部會協商後在 3個月內提供初步規範。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本案經由跨部會協商，以及與學生及工會代表溝通後，業於 103年 9 月 5
日將「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處理原
則草案及影響評估等資料併送陳行政院，俟行政院就相關爭議及配套措施
進行部會協商後，發布處理原則，以利大學及相關補助單位據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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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2案 

提案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陳加再主任 
03-4117578*130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為請准予私立大專校院以自籌經費延聘之專案教學人員得以計入專任教
師師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查教育部發布之「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1項第

1 款規定：「專任教師指經資格審定且有支給專任教師薪資之教師，其

資格認定方式如下…」，其中第 2目及第 8目規定如下： 

(一) 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聘任之專任專業技

術人員，比照同職級之專任教師。（第 2 目） 

(二) 公立學校以自籌校務基金聘任並實際從事教學之專兼任教師，納

入計算。（第 8 目） 

二、 查私立大專校院以自籌經費延聘之專案教學人員，其性質與前開該要

點第 2目及第 8目所規定之「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人員」

及「公立學校以自籌校務基金聘任並實際從事教學之專兼任教師」相

當，係經科務會議及校教評會通過始予聘任，爰建議渠等實際從事教

學人員，得以併入專任教師師資計算，以維私立大專校院應有權益。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修正前開「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將本說明二之

意見納入規範；在該要點未修正前同意得從寬納入專任教師師資計算。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有關私立技專校院以自籌經費聘任專案教學人員納入專任教師師資

案一節，前經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於本部高等教育制度鬆

綁工作圈提案，討論內容為：「放寬教授休假及交換學者規定、私立

學校專案教師納入師資員額等列入師資員額計算」。 

二、 本部依據高等教育制度鬆綁工作圈相關會議決議，將原「技專校院提

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所訂「任職二年以上經學校核准以全職前往國

內外大學進修，並訂有契約之專任教師者，納入計算」修正為「任職

二年以上經學校核准以全職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前往國內外大學進

修、研究或學術交流，並訂有契約之專任教師，納入計算」，並於 102

年 9 月 2日以臺教技(三)字第 1020121307B號令修正發布。 

三、 本案考量目前部分私立技專校院以聘任編制外之教學人員代替編制

內之教職情況，實與原本部所訂「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學校可聘任教學人員以提升教育品

質，增進教育績效之目標不符，爰目前有關私立技專校院所聘專案教

師仍不納入專任教師員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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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研議後再行處理。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第五點業以 103 年 8 月 15 日臺教技
(三)字第 1030113922B 號令發布修正：教師之認定及計算方式如下：(一)
專任教師指經資格審定且有支給專任教師薪資之教師，其資格認定方式如
下：「9.私立學校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訂定聘任編制外教學人員相關規定，所聘全部時間實際從
事教學及支給專任教師薪資之專任教師，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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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3案 

提案學校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世新大學秘書室 
王敏如組長 
02-22368225 轉 2006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增加私立大學修讀學位之僑生招生名額，提請討論。 

說明 
目前各私校可招收之僑生(含港澳生及其他僑居地之學生)名額限定為各
學制的總量外加 10%，然多數有意願且積極經營僑生招生業務之私校，常
因此限而無法充分發揮，盼望能鬆綁限制。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放寬各私校僑生的招生名額規定，提高現行各學制的總量外
加比例，以增加各私校的僑生招收人數。 

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
司初步說明 

一、按現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11 條規定，各校錄取之僑生名
額，以該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 10%為限。 

二、因各校實際來臺註冊入學僑生人數與錄取僑生人數有不少落差，為利
大學校院透過僑生招生多元管道提高招收僑生成效，在兼顧本國學生
受教權益及教學品質之原則下，將研議修正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之僑生名額規定，朝各校當學年度實際註冊入學僑生人數可達到外加
10%之方向規劃辦理。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研議以招滿外加 10%為原則。 

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

司 

最新辦理情

形 

103 年 6月 30 日已修正發布「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鬆綁僑生名額
規定使各校當學年度可實際招滿外加 10%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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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4案 

提案學校 中華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蘇怡如 

03-5186111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增加私立學校修習學位之陸生分配名額，提請討論。 

說明 
目前各校所分配到之名額，係依去年招生情況而定，使得招生名額少之學
校，即使有意願增收陸生，但相當困難。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議將學校之報名人數，納入名額分配考量，以符合實情。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招收陸生涉及兩岸共同合作事項，且陸方具有陸生來臺通行證之審批
權，建有留學生檔案已採認留學學歷，同時並握有陸生高考成績、專
升本成績，招收陸生相關措施需與陸方溝通並獲共識，始能有效推動。 

二、 在目前陸生總名額限制下，為使有限之陸生招生名額能有效運用，本
部以全國招收陸生總量極大化為目標分配名額，分配時已考量各校前
一學年度陸生報名情況(例如核定名額/報名人數的比值)，並考量學
校系所教學資源、輔導境外學生經驗等情形；分配原則每年均提陸生
來臺就學審議會招生規劃組、審議會大會，由 4 大大學校院協進會代
表及學校代表、學者專家、政府相關部會等成員共同討論確認。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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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高
等教育司/
技 術 及 職
業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大學分配招生名額如下： 
102 學年度核定私立學校 2,650 名（實際報到 1,366名）；103 學年度
調整為 2,852 名（實際報到 1,797名），私立學校招生名額確已調增；
又陸生名額分配係以全國招收陸生總量極大化為目標，分配時即已考
量各校前一學年度陸生報名狀況（包含錄取率、招生達成率、名額總
量比等等），以及學校系所教學資源、輔導境外學生經驗等情形，合
理核配各校名額。 

 
二、 技術校院招生名額分配如下： 

（一）103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專科生來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招生名額

（總計 1,000 名）分配機制，係考量各校前一學年度陸生報名情

況(例如核定名額/報名人數的比值)，並考量學校系所教學資源、

輔導境外學生經驗等情形進行招生名額之分配。另該學年度招生

名額之分配，分別是公立學校 300名；私立學校 700名。 

（二）其招生名額之分配原則每年均提陸生來臺就學審議會招生規劃

組、審議會大會，由技專校院協會、協進會代表及學校代表、學

者專家、政府相關部會等成員共同討論確認。 

（三）有關 104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專科生來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招生

名額之核定作業，刻正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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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5案 

提案學校 中華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蘇怡如 

03-5186111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有關外籍生之中文認證標準建議提供補救機會，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依規定獲教育部台灣獎學金之外籍生，來台就讀非英語學程科系
者需繳交 TOCFL(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進階及
或同等級以上之證書。 

二、未繳交者需於抵台後第一學期內參加 TOCFL 進階級或同等級以上之
考試，否則停發獎學金，因時間短促，外籍生反應實有困難。 

辦法 
(建議做法) 

提供第二次補救機會，將時程放寬為第一學年結束前繳交相關之證明。 

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

司 
初步說明 

一、 為使受獎生得以在臺順利就讀，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5 點原規定，
申請者向我駐外館處申請時，必須繳交之證件包括語言能力證明文
件：就讀全英語課程者，提出英語能力測驗證明文件；就讀非全英語
課程者，提出華語文能力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能力證明文件。駐外館處
依據申請者繳交之各項文件遴選受獎生。 

二、 鑑於部分外國學生反應，所在地並未施行華測，取得華語證明文件困
難，本部乃於 102 年 3 月 11 日放寬是項規定，未施行華測之地區，
受獎生可於抵臺就讀第一學期內報考進階級或同等級華測後補交。已
施行華測之駐外館處，受獎生仍需於申請時繳交華測證明文件。 

三、 是項規定修正，係考量華測施測地區有限，勉予同意其來臺後報考並
取得證明文件。該次修正，並未調整申請者之華語文能力要求，施行
華測地區與未施行華測地區對申請者之華語文能力要求一致，就讀非
全英語課程者均需於申請時即具備進階級之華語能力。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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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

司 

最新辦理情

形 

一、 為使受獎生得以在臺順利就讀，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5點原規定，

申請者向我駐外館處申請時，必須繳交之證件包括語言能力證明文

件：就讀全英語課程者，提出英語能力測驗證明文件；就讀非全英語

課程者，提出華語文能力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能力證明文件。駐外館處

依據申請者繳交之各項文件遴選受獎生。 

二、 鑑於部分外國學生反應，所在地並未施行華測，取得華語證明文件困

難，本部乃於 102年 3 月 11 日放寬是項規定，未施行華測之地區，

受獎生可於抵臺就讀第一學期內報考進階級或同等級華測後補交。已

施行華測之駐外館處，受獎生仍需於申請時繳交華測證明文件。 

三、 是項規定修正，係考量華測施測地區有限，勉予同意其來臺後報考並

取得證明文件。該次修正，並未調整申請者之華語文能力要求，施行

華測地區與未施行華測地區對申請者之華語文能力要求一致，就讀非

全英語課程者均需於申請時即具備進階級之華語能力。 

 
 

326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6案 

提案學校 玄奘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秘書室許曉菁 
03-5302255 轉 2111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籌組全國外文期刊採購聯盟，以促進資源共享及提升使用效益，提請
討論。 

說明 
有鑑於外文期刊訂價昂貴，且每年皆有一定漲幅，為因應國內各大專校院
財務困境，建議籌組全國外文期刊採購聯盟。 

辦法 
(建議做法) 

一、以各大學校務發展特色為採購依據，各校不採購重複之期刊，如有 2
校以上推薦同種期刊，則以使用率較高之學校認列。 

二、建議由目前「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暨「學術電子資源永續
發展計畫」，將原有電子書及資料庫之採購，擴及外文期刊，將資源
共享之精神永續發展持續延伸。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本部每年補助辦理「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透過聯盟共購共享方式，促進各學校館藏資源整合，同時提
升臺灣學術研究水準與國際競爭力。其中除採購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
外，亦包括中西文期刊之資源共享。 

二、 為拓展及彰顯本計畫之功能，促使資源共享精神能延續並提升其使用
效益，爰建議可由現有「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透過「臺灣
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相關會議，提出欲採購之期刊類別及需
求，並依相關程序及規範進行購置，避免重複採購。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小組數月來蒐集 CONCERT(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
共享聯盟)相關資料並製作調查問卷，已於 103年 12月 19日發函通知 103
年 92 所成員館至問卷系統填寫問卷，目前已有 83 所成員館回復，就有效
樣本初步分析後逾 8 成成員館贊成聯合採購外文期刊，整體評估預計於
104 年 1月初完成後由師大納入聯盟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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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7案 

提案學校 玄奘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秘書室許曉菁 
03-5302255 轉 2111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畢業生就業資料與公勞保資料整合勾稽回饋。 

說明 
現況各校畢業生就業資料皆由各校投入資源調查，並輔導畢業生進入師大
調查平台進行問卷填答，然相關詳細資料蒐集結果並未回饋各校，後續進
行畢業生就業或教育輔導難以彰顯。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議協調適度開放勞、公或公職考試資料庫資料交換功能，如下： 
一、 勞動部適度開放並強化現行「校園聯名網」資料庫功能，現況校園聯

名網僅能取得加保單位及加保人數。 
二、 公保資料開放介接。 
三、 考試院取得國家考試考生學力調查後，回饋考生國考資料。 
綜上提供各校進行畢業生就業投保等資料交換機制，以提升各學校畢業生
職涯輔導之綜效。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本部業於 102 年規劃跨部會合作建置大專校院就業投保比對機制試
辦計畫(草案) ，擬自 103 年度起，跨部會與國防部、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勞工保險局合作，將畢業生資料與勞保局、國防部等軍(含
替代役資料)、公、勞、農保等類投保資料進行勾稽比對，將此就業
投保情形作為畢業生就業之估算依據，公式如下： 

)-(
)()()()(

替代役數義務役軍保數升學數各學年度畢業生人數

人數農保勞保公保志願役軍保各學年度

−−
+++

=NEWR
 

二、 預計 103 年 2 月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辦理說明會，初步規劃 3
月由學校上傳學生資料至勞動力發展署網站，4 月由職訓局進行資料
比對，5月將資料比對結果回饋各校並請各校就未就業學生進行追蹤
及資料修正。勞動力發展署預計回饋之資料包括各行業任職公司、任
職人數統計、平均投保薪資。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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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預計本年 12 月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完成資料檢核，並討論 101學

年度大專畢業生畢業滿 1年之就業投保資料相關報表及回饋各校資

料。 

二、 本案後續將請各校針對比對後 101學年度畢業生於投保資料庫未有

比對資料者進行追蹤，並將畢業生各類狀態(有就業但未投保或其他)

回填至網站，並註記是否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或訓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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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8案 

提案學校 南華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鄒川雄研發長 
05-2721001 分機 1800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公立大學院校應啟動適度降低各校招生人數，與私立大學院校共同協
力因應國內少子化之衝擊影響，提請討論。 

說明 

教育部因應國內少子化趨勢，近來已對外揭示未來私立大學院校如發生招
生不足情形將啟動退場機制，責令該等學校停辦或進行併校。查私立學校
招生不足除受國內少子化之直接衝擊外，近年來公立大學院校不斷擴充系
所及招生亦為主因之一，鑑於少子化衝擊係屬於全國性的結構性問題，不
應僅要求私立學校獨立面對因應，故建議公立大學院校亦應同步啟動適度
降低各校招生人數，以期公私協力共渡難關。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將各公立大學院校適度減少招生等列為重大政策，積極規劃並
儘速推動實施。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說明 

本部於核定各大學校院招生名額係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規定辦理，前揭標準不論公私立大學校院均一體適用，為因應
少子女化之衝擊，本部將修正總量標準相關指標，俾使整體招生名額能即
時反映招生情形。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有關「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總量標準相關指標將 
再行檢討。 

教 育 部 高
等教育司/
技 術 及 職
業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業於 103 年 10 月 29
日以臺教高通字第 1030150655B 號令修正發布，另因應少子女化現

況，本部持續檢討研議大專校院招生名額調控機制。 
二、 有關公立技專學校招生名額之名額縮減，本部刻正研議修正四技及二

專註冊率名額扣減規定及生師比基準等面向，通盤檢討現行總量標準

各項規定及招生名額核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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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19案 

提案學校 逢甲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許乃尹 
04-24517250*2013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議辦理在校學生出國交流及實習免息貸款 ，提請討論。 

說明 
各大學積極提供學生出國至姊妹校交流或至國外實習機會，為使學生不致
因為家庭經濟因素而失去提升國際移動力的機會，並讓學生能投資自己的
未來，提升競爭力。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比照留學貸款，開辦在校學生出國交流及實習免息貸款。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 3 條規定略以，本貸
款對象之學生應為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並就讀下列經各級主
管機關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學校，具正式學籍者；復依同法第 7 條規
定，申請海外研修費貸款者應為中央主管機關學海飛颺或學海惜珠之
獲獎學生，或學校依大學法第 29 條及學則規定核准同時在國內外大
學修讀學位之學生。 

二、 依據前揭規定，目前業已協助獲得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及雙聯學制之
學生申請就學貸款，至全面開放交換學生辦理就學貸款一節，學生選
擇相關系所前，除學校須告知學生，其系所須進行出國交流或實習相
關課程外，學生仍須斟酌經濟能力是否得負荷就學費用負擔。 

三、 考量就學貸款設立精神，係為協助就讀國內公私立學校弱勢學生減輕
就學費用負擔，且政府資源有限，應將有限資源優先協助最需要幫助
之弱勢學生，爰目前暫無全面開放交換學生辦理就學貸款。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未來檢討「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一併列入研議。 

教 育 部 高
等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為進一步協助學生擴展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針對擴大就
學貸款海外研修費用申請對象之議題，已於 103 年 8 月 5 日及 12 月
22 日召開會議，並針對申貸對象定義、貸款項目、貸款額度上限、
申請貸款運作方式及就學貸款每年增加利息等項目進行討論，會中學
校代表、承貸銀行均表贊同。 

二、本案將由業務單位就技術層面問題(如銀行撥款時程、學生出國時間

及應繳交證明文件等)，儘速徵詢學校及承貸銀行意見後，納入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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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0案 

提案學校 義守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義守大學 副校長室 
蕭于真 
07-6577711#2012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無 

案由 
建議同意招收香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學生至台灣各綜合大學升讀學
士班三年級，修業期滿後取得各大學學士學位。 

說明 

教育部於102年1月24日修正「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明定持香港、
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或高級文憑）者，得以同等學力升讀科技大學、技
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惟仍無入學管道讓此等學生升讀各綜合大學四年制
學士班之後兩年課程。建請同意以同等學力或研議其他可行之方式，讓香
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學生可升讀或轉學至台灣各綜合大學學士班三
年級，於完成規定之修業課程後，取得各大學學士學位。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第 3點第 1 項第 4 款第 2目規
定，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或符合本部採認
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得報考大學轉學考試。爰持符合本
部採認規定之香港副學士學位者，可自行參加大學轉學考試。 

二、 另有關開放持香港、澳門之高級文憑，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轉學考
試一節，本部將錄案研參，並視二技招收香港、澳門高級文憑之招生
情形，另邀集學校代表研議。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103 年 4月前提出研議之可能性。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最

新辦理情

形 

104 學年度招生作業訂於 104 年 2 月 23 日至 3月 27 日報名，後續視 104
學年度招生情況，再評估是否開放一般大學以轉學生方式招收香港學生來
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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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1案 

提案學校 華梵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張壯熙主秘 
0912-271-768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對「獎勵私立大學院校校務發展計畫」之作業流程、量化數
據填報及訪視督導等要求，持續再做更人性化檢視與合理調整，避免受
補助學校為求符合系統機械式計分要求而陷入僵化格局之困境，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103 年度起對申請補助學校要求針對教學、研究、國際化、產學與
推廣、學生輔導及就業等面向訂定配比，做量化基本計分再由各校
提出質化說明，而且量化數據要求繁雜，甚至例如交換生只統計二
月至七月期間人數，其道理為何亦不明。 

二、 要求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量化資料填報系統過於複雜瑣
碎，且未與「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系統」等完全整合，學校須同時填報教育部多項量化系
統，耗時耗力。 

三、 長期委外進行稽核訪視，對受委託單位而言必須認真做出績效才能
證明盡責，於是稽核檢查項目與深度強度容易變成日益瑣碎，是否
合宜合理應有思考討論機制。 

四、 目前私校會計年度採學年制(8 月-7月)，與政府和公立學校不同，
造成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及預算編列之困擾，是否由教育部統一規範
訂定改為曆年度之起始時間？併請考慮。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所有要求學校填報的資料庫系統整合為單一系統，並簡化填
報欄位。各項督導考核稽查訪視之機制亦宜定期集思廣益討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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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會計
處 
初步說明 

一、 為整合大學校院填報本部統計處、會計處、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及本
司各類專案計畫資料或校務、財務資訊，本部特建置「大學校院校
務資料庫（以下簡稱校庫）」，經請相關單位共同研議後，統整為現
行校庫表冊及所需填報欄位之定義，且本部統計處「大專校院定期
公務統計報表」亦由原 36 張蒐集表冊減少為 26 張表冊。爰此，未
來各項校務提報作業將可大幅減少，以提高行政品質。 

二、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以下簡稱獎補助計畫）」
為降低學校行政負擔，及簡化相關行政作業，配合本部請各校填報
校庫現有表冊，進行調整獎補助計畫所需相關量化資料，除各校自
選辦學特色面向及權重外，自 103 年度起均參採校庫定義並於校庫
取得數據，再匯入獎補助計畫系統，提供各校進行檢核及確認，無
須重新填報；惟如表冊欄位定義仍有疑義或需再調整，則建請逕向
校庫系統反應。 

三、 至獎補助計畫經費訪視，自 103 年度起亦進行制度調整，執行計畫
經費辦學成效，將改由獎勵補助經費審查小組進行審查，經費訪視
小組委員則依本計畫要點、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等相關規定查核執行經費是否符合前開規定；另本部將積極研議未
來相關經費訪視統合辦理，俟建置機制後請各校配合辦理。 

四、 本部會計處前於 95 年曾就私立大專校院會計年度是否由學年度制
改採曆年制一事詢問各校意見，其中約 2/3 學校建議維持現行作
法，另 15 所學校建議改採曆年制，其優缺點比較簡要說明如下： 
(一) 建議維持學年度制 
1. 優點： 
(1)採用學年度制之財務報表與校內各種統計資料可具比較基

礎，又美國公私大學之會計年度亦採學年度制，可與國際同
步發展。 

(2)私立學校收入來源主要係學雜費收入，校務支出規劃以學年
度為主，即營運活動以學年度為一循環，不僅能完整表達學
年度收支金額，財務報表亦較能忠實表達該學年度之營運績
效及單位成本。 

(3)每年 1月至 5月份為會計師查核公司行號營利事業組織的旺
季，學校於 8 月至 10 月間辦理決算查核簽證，可避開會計
師查帳尖峰時間，降低成本。 

2. 缺點： 
(1)與政府機關會計年度不同，增加補助經費結報作業困擾。 
(2)國立與私立大專校院會計年度不一致，學校之各項管理及統

計報表較不易分析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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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改採曆年制 
1. 優點： 
(1)政府機關補助款項之執行期間皆採曆年制，經費結報將較簡

單，並減少作業時間及成本，且與政府獎補助款經費處理年
度一致。 

(2)國立與私立大專校院會計年度一致，學校之各項管理及統計
報表較易分析與比較。 

(3)民間企業團體採曆年制，私校若採曆年制，較符合產業界一
般習慣及社會潮流。 

2. 缺點： 
(1)需投入大量成本及人力配合修改私校會計資訊等相關作業

系統。 
(2)如採曆年制，則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之相關查核時程等與一

般企業年度報表查核時程衝突，會計師之查核品質恐較無保
障。 

綜上，有關所提建議會計年度由學年度制改採曆年制一節，基於前次調
查結果仍有 2/3 學校建議維持現行作法，爰如未來各校對於改採曆年制
意見獲致共識，本部則將配合修訂相關規定。 

103年 1月 10
日大專校院
校長會議決

議 

就本案建議進行綜整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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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 

/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會計

處 

最新辦理情

形 

一、 大學部分 
(一)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所需各項量化數據，

自 103年度起均參採「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各項表冊定義並於
校庫取得數據，再匯入獎補助計畫系統，提供各校進行檢核及確
認，已大幅減少學校行政作業。 

(二)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每年於 3月、10 月開放學校填報前，皆
先行辦理填報說明會，針對修正表冊、內容及定義加以宣導，學
校如有填報疑義或系統環境友善程度之相關建議皆可提出，本部
將據以修正及改善。 

(三) 另本部經通盤檢討各項量化指標採取數據之統計期間，僅交換生
統計期間採取前一學期(每年 2 月至 7 月)期間人數，本部業以 103
年 11 月 20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30161118B號令修正發布 104年
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將獎勵核配基
準之辦學特色「國際化」面向之量化指標「交換學生人數」，採計
時間由前一學期改為前一學年度，俾使數據採計具一致性。 

二、 技專校院部分 

   「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自 104

年度起業納入本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中；另本部將於簡化行政

作業及降低學校行政負擔之前提，作為「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作業依據。 

三、 有關所提建議會計年度由學年度制改採曆年制一節，因會計年度修
改，受影響學校多達 112所私立大專院校，且對學校原有作業程序
確有重大影響，爰函詢各校意見結果，計有東吳大學等 47 所學校建
議改採曆年制，其餘東海大學等 65所學校則建議維持原制度。爰擬
依多數學校建議，仍採行現行學年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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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2案 

提案學校 世新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李功勤 
02-22368225 ext 2008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加強弱勢學生補助，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當前教育部對大學的補助，概分為競爭型的教學卓越計劃經費，及一
般性的獎補助款經費。 

二、 對大部份私校來說，弱勢學生數量所佔的比例相當高！這一批學生的
照顧，需要更多資源的協助，以保障學生的競爭力。但以當前私校的
財力，常感力不從心，亟需政府的介入。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除了上述教學卓越計劃及獎補助的經費以外，應該針對收有弱
勢學生的私校，開闢第三條的經費補助管道。 

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技
術及職業教
育司 
初步說明 

一、 為鼓勵學校積極扶助弱勢學生，本部措施如下： 
(一) 加強助學措施成效，本部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業將助學措施移列補助核配基準項下，除增列各
校提供中低收入戶住宿優惠項目，並改採各校自籌經費為核配依
據，核配金額由 102 年度的 9,260 萬元（占總經費 3.36％）提
高至 2 億 6,446 萬元（占總經費 9.6％），以協助弱勢學生安心
就學。 

(二)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業將學校助學措施成效納
入指標核配，103 年度本指標佔整體經費比例為 10.5%，較 102
年度增加 4.9%。 

二、 再考量技專校院弱勢學生比例偏高，為免學校助學經費過高，排擠其
他教育資源，本部自 99 年度起，針對助學支出逾學雜費收入一定比
例者，私立技專校院學校，本部酌予補助差額，補助「弱勢助學金」
支出逾學雜費收入 3%者，已納入「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統籌核予。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研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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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 

最新辦理情

形 

本部為鼓勵學校積極扶助弱勢學生，措施如下： 

一、 加強助學措施成效，本部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業將助學措施移列補助核配基準項下，除增列各校提供中

低收入戶住宿優惠項目，並改採各校自籌經費為核配依據，核配金額

由 102年度的 9,260 萬元（占總經費 3.36％）提高至 103 年度的 2

億 6,446萬元（占總經費 9.6％），預計 104年度仍以相同額度辦理，

持續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二、 另鑒於社經地位較高家庭子女普遍就讀學費較便宜且資源較豐富之

國立大學，而社經地位較低家庭子女則就讀學費較高、資源相對較少

之私立大學，不利於整體社會流動，為促進社會階層垂直流動及落實

社會正義，引導並鼓勵由國家補助大部分資源之國立大學校收弱勢學

生，使國立大學善盡社會責任，並提供經費補助以強化國私立大學弱

勢助學輔導機制，自 104年度起，推動「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

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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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3案 

提案學校 世新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李功勤 
02-22368225 ext 2008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議國立大學在各校學生總量下，招收一定比例弱勢學生名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社經地位較高家庭小孩多半讀國立大學，弱勢學生卻讀私立大學的問
題，已是當前高等教育最受社會關注及討論的焦點。 

二、 除了政府要加強對私校的補助外，國立大學經費來自人民歲收，理當
承擔照顧弱勢學生的社會責任。比較可行的辦法，乃是在現有的招生
名額內，國立大學開放一定的比例，收錄弱勢學生。 

三、 美國州立大學招收一定比例本州學生的作法，值得教育部參考，要求
各縣市的州立大學，招收一定比例的當地縣市學生。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教育部要求各縣市國立大學，招收一定比例(如 5%~10%)當地縣市學
生，及一定比例(如 10%~20%)外縣市弱勢學生，以承擔高等教育的社會責
任。 

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技
術及職業教
育司 
初步說明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及受到少子女化、M型化等現象影響，
本部刻正委請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與大考中心進行「大學招生及入學考
試調整研究方案」(下稱招考案)，而為增加學生來源多樣性及促進大學體
現社會責任，案內規劃自 104 學年度開始鼓勵頂尖大學及國立大學在個人
申請管道中招收合理比例具有潛力的弱勢學生，以收大學個人申請優化之
效果。招考案目前仍為研議階段，預計於 103年 6 月正式對外公告研究結
果。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研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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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 
最新辦理情

形 

一、大學招收弱勢學生研究案國立中山大學已於 103 年 11 月 4 日陳報結
案報告到部，部份研究建議將納入後續政策推動參考： 

(一) 對政策修訂的建議 
1. 重新檢視對經濟弱勢學生的認定指標。 
2. 修正學業貸款的償還機制。 
3. 建立經濟弱勢學生入學扶助單一網頁窗口。 

(二) 對大學端招收及協助經濟弱勢學生的建議 
1. 採納多元評估指標，將學生表現置於脈絡下進行考量。 
2. 降低經濟弱勢學生的錄取標準。 
3. 成立多元文化扶助辦公室及社團。 
4. 成立專業招生辦公室。 
5. 大學應以更普遍、彈性方式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之學習與生活相          

當費用之扶助。 
(三) 提升經濟弱勢學生高中學業成就及繼續就學意願 
1. 大學與社區國高中配合的學業扶助。 
2. 鼓勵大學編列專款經費，積極辦理經濟弱勢中學生的高等教育 
  體驗活動。 
3.雙重入學機制或高等教育體驗課程。   

二、本部 103 年 9月 4 日召開會議研商頂尖大學招收弱勢生比率，決議以
105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經濟弱勢學生註冊人數 2%為整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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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4案 

提案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王永鵬處長 

06-2533131 #1600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提供清寒學生短期留學優惠貸款，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高等教育國際化除招收國際學生外，亦應提升本國學生之移動力，鼓
勵臺灣學生於就讀期間出國留學一學期或一學年，為臺灣培育具備國
際競爭力之優秀人才。 

二、 教育部已設有「學海惜珠獎學金」，獎助家境清寒之優秀學生完成出
國留學之夢想，然而僧多粥少，申請條件嚴謹，許多無法獲得獎助之
學生因而無法完成出國留學之夢想。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議教育部比照設置就學貸款方案，提供清寒學生短期留學優惠貸款，且
將貸款金額擴增，涵蓋機票款、國外學雜費、國外生活費、書本費、保險
費等，使學生無後顧之憂前往海外短期留學。 

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
司初步說明 

本部已設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本計畫選送生得依 
本辦法申請海外研修費。由於政府經費預算有限，建請各校可鼓勵學生多
予申請本部學海惜珠計畫或參與校內簽有姐妹校及交換學生協定計畫。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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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 /國
際及兩岸教
育司 
最新辦理情
形 

一、大學招收弱勢學生研究案國立中山大學已於 103 年 11 月 4 日陳報結
案報告到部，部份研究建議將納入後續政策推動參考： 
(一) 對政策修訂的建議 
1. 重新檢視對經濟弱勢學生的認定指標。 
2. 修正學業貸款的償還機制。 
3. 建立經濟弱勢學生入學扶助單一網頁窗口。 

(二) 對大學端招收及協助經濟弱勢學生的建議 
1. 採納多元評估指標，將學生表現置於脈絡下進行考量。 
2. 降低經濟弱勢學生的錄取標準。 
3. 成立多元文化扶助辦公室及社團。 
4. 成立專業招生辦公室。 
5. 大學應以更普遍、彈性方式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之學習與生活相 
  當費用之扶助。 

(三) 提升經濟弱勢學生高中學業成就及繼續就學意願 
1. 大學與社區國高中配合的學業扶助。 
2. 鼓勵大學編列專款經費，積極辦理經濟弱勢中學生的高等教育體
驗活動。 

3. 雙重入學機制或高等教育體驗課程。  
一、 本部 103年 9 月 4日召開會議研商頂尖大學招收弱勢生比率，決議以 

105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經濟弱勢學生註冊人數 2%為整體目標。 
二、 本部已逐年提高「學海惜珠」獎助名額及補助金額，讓家境清寒之優

秀學生獲獎後可安心出國研修。 
三、 由於政府經費預算有限，各校可鼓勵學生多申請參與校內簽有姐妹校

及交換學生協定計畫或外國政府或大學提供之交換奬學金計畫。 

 
 

342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5案 

提案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郭美麗 
07-6158000 轉 1100 

所屬高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獎勵補助經費各項投入教學資源中捐贈之圖書博物、機械儀器及設備不得
認列，提請討論。 

說明 

土地、新機械儀器及設備的捐贈應可認列至教學資源經費中，因土地之價
值有公告現值可做參考依據，新機械儀器及設備有市價可做為參考價值，
故建議未來土地、新機械儀器及設備的捐贈應認列進教學資源。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司 
初步說明 

一、 查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將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納入獎勵指標部分，係指由學校以校內相關經
費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部分，以提升教育品質。 

二、 所提將納入土地、儀器及設備的捐贈部分，考量贈與土地所處位置不
同，另他人所贈圖書儀器及設備涉及折舊等估價作業，為免衍生相關
爭議，爰目前仍僅限於由學校以校內相關經費購置圖書儀器設備之經
費，作為整體教學資源投入計算之依據。 

三、 所提建議已錄案持續通盤考量研處。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查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將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納入獎勵指標部分，係指由學校以校內相關

經費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部分，以提升教育品質。 

二、 所提將「教學資源投入」納入土地、儀器及設備捐贈部分，考量贈與

土地所處位置不同，另他人所贈圖書儀器及設備涉及折舊等估價作

業，為免衍生相關爭議，仍維持由學校以校內相關經費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之經費，作為整體教學資源投入計算之依據。 

三、 本案爰參照一般私立高等教育將此指標刪除，並將納入修正「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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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6案 

提案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郭美麗 
07-6158000 轉 1100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有關交換學生學分時數認列，因各國修習週數有所不同，目前鈞部裡規定
交換學生以修習雙方學校學分達 18 週(含)以上者，不符合實際狀況，提
請討論。 

說明 

交換學生以修習雙方學校學分且達 18 週(含)以上者為限此規定，因各國
每學期修習週數不盡相同，建議先調查各國每學期應修習週數，宜放寬交
換學生修習週數。 

教育部技術
及職業教育
司 
初步說明 

一、 所提建議交換學生以修習雙方學校學分達 18 週(含)以上 1 節，係因
目前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中，將「推動國際化成效」納入指標，為落實國際化成效之目的，爰
規範交換學生係以採計修習雙方學校學分達 18 週(含)以上，始得採
計核配；惟各校仍可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條第 1項規定：「大學法
第 26 條第 5 項所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滿 18小時為 1學分」，
並依據各校辦學定位及發展特色，評估交換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品質
等，自行訂定交換學生之修習週數。 

二、 另因應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納入質性審查，降低量化指標之作
業，目前規劃將「推動國際化成效」之量化指標刪除，惟各校可依學
校特色擬訂相關指標納入中長程發展計畫之中，以發展學校特色。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教育部技術

及職業教育

司 

最新辦理情

形 

有關 104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業已納入質性審查，並已
刪減「推動國際化成效」量化指標，以因應各校可依學校特色擬訂相關指
標納入中長程發展計畫中，發展學校特色；104 年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業於 103年 6 月 27 日以臺教技(三)
字第 1030081557A號令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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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7案 

提案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郭美麗 
07-6158000 轉 1100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評鑑成績對境外招生員額，以及境外專班提報之妥適性。 

說明 

一、 關於境外招生員額提報部分： 
(一) 近期正在陸續呈報 103 學年度僑生、外國學生、陸生...等境外

招生名額中。教育部規定招生學年度新增、停招或整併之學系
所，以及技職校院評鑑 3 等或無評鑑成績之系(所、學位學程)，
不得提報相關境外學生招生名額。 

(二) 鑒於目前各校評鑑週期為五年的情況來說，一個在學校評鑑當年
新設之系(所、學位學程)。如果依照教育部目前的規定，因「無
評鑑成績」而不得提報相關境外學生招生名額。那此系(所、學
位學程)將在設立後的五年內都不能申請招收任何的境外學生。
此對新興專業領域(所、學位學程)招收境外學生將是個阻礙。因
此，建請教育部重新審視此「無評鑑成績」不得提報相關境外學
生招生名額的妥適性。 

二、 關於境外專班提報部分： 
(一) 【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於 102 年 8月 9 日的

修正，針對境外專班開班條件，在評鑑結果的部分由『最近一次
評鑑結果為二等或通過』，修改為『最近一次評鑑結果為一等或
通過』。 

(二) 境外專班均為各校經過長期心力投入，與國外學校多次洽談才有
可能簽訂相關合作協議，爾後報部申請。此次【大學開設境外專
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的修正，從 102 年 6 月開始跟各校研商，
到 102 年 8 月修法通過，短短的 2個月間就做了重大的境外專班
申請資格改變，讓各校措手不及。此舉，使得各校過去的努力將
付之一炬，也可能給外國合作學校不佳的印象，而衝擊未來合
作。因此，依據重大招生政策改變與實施，應於前一年公布的慣
例，建請教育部審視是否將此「評鑑結果由二等改為一等」之規
定，延後至申請 104 學年度境外專班之作業時才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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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鑒於境外學生招生名額係屬外加，為保障我國高等教育品質及不排擠
國內學生學習資源原則下，爰本部審核各校提報之境外生名額時，參照
評鑑結果做為對學校資源把關條件之一。 

二、 另鑒於新設系所係為學校因應校務發展及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設立，考
量系所成立時可能師資、圖儀設施等尚未完全到位，為維護教學品
質，宜俟招生及教學資源穩定並充分評估後再規劃招收境外生。 

三、 有關學校建議重新審視無評鑑成績不得提報外國學生招生名額一
節，103學年度申請外國學生招生規範，所規定「新設學位學程或系
所尚無評鑑結果者，不得招生」，新設目的不應以境外學生為生源，
應先以招生本國生為主，並提高教學品質及建立優質環境，維護我國
高等教育品質以利未來招生境外學生。 

四、 至於學校建議審視是否將此「評鑑結果由二等改為一等」之規定，延
後至申請 104 學年度境外專班之作業時才施行一節，為了提高境外學
生受教品質，提升我國高等及技職教育整體形象，本部於 102 年 6 月
14 日召開「研商修正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會議
並於 102年 8 月 9日完成「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發布，調整「最近一次評鑑結果為一等或通過者」始得申請開設
境外專班，並自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 

以上修正規定主要是針對「新設班別」，現有班別仍維持現行作法。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103 年度以公告後延後 1年實施為前提，進行檢視並予個案適當處理。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本案已於 103 年 4 月 21 日函覆同意樹德科技大學所請，核定旨揭境外專
班開班計畫，招生名額核定為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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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8案 

提案學校 龍華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魏宗華 
02-82093211 轉 2006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十二年國教實施在即，建請教育部律定高中、高職選讀總量比率，以兼顧
一般與技職教育穩定發展。 

說明 

十二年國教將於 103 年 8 月開始實施，為避免學生一窩蜂選讀高中，並兼
顧國家經濟發展、技職人才需求，建請教育部訂定高中高職招生總量比率
之配套措施，以穩定我國行之久遠、深具特色、穩定社會基層人力需求的
技職教育。 

辦法 
(建議做法)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初步說明 

一、 101 學年度全國後期中等學校核定招生總名額近 33 萬個名額（不包括
進修學校），其中技職教育（包括五專、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建
教班、實用技能學程）實際招生人數共 16 萬 4,038人，約占 5 成 5，
顯見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技職教育學生數仍占多數。 

二、 另自 103 學年度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入學以適性入學為
主，未來將依教育部刻正研擬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學程設立變更停
辦辦法」第 3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有產業人力分析機制，作
為各該主管機關審查學校群、科、學程設立、變更或停辦之依據。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維持現行高中及高職的招生總額比例。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最新辦理情

形 

103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進修學校)普通教育、技職教育、綜合

高中學程實際招收新生總數為 24 萬 6,334人，其中普通教育學生數為 10

萬 380人，占總學生數 40.75%，職業教育學生數為 12萬 7,529人，占總

學生數 51.77%，綜合高中學程學生數為 1 萬 8,425 人，占總學生數 7.48%。

爰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實際招收學生數，職業教育學生數仍占多數。 
 

 

 
 

347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29案 

提案學校 龍華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魏宗華 
02-82093211 轉 2006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我國高職各專業類科之核定，宜依未來國家產業人力需求以為核定依準。 

說明 

教育部核定高職學校之學科設立，應符合國家產業人力需求，為使人力供
需相符，高級職業學校核設學科應以經建會所做我國人力需求調查為依
據，以測定各類學科核設標準及人數比率，以謀人力之穩定供輸及產業持
續之發展。 

辦法 
(建議做法) 

 

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初步說明 

一、 為聯結產業界需求，教育部技職司業已於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進行高職及技專校院系科盤點，並就盤點結果與各中央事業目的主管
機關人力需求進行比對分析，相關分析結果亦將作為未來高中職校群
科學程設立之參酌依據。 

二、 另教育部刻正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之授權研擬「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學
程設立變更停辦辦法」，辦法草案擬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邀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相關產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產業界與
學校代表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考量國家人才培育政策、社會經濟發
展需求、區域教育資源分布等面向，評估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之人力
需求，作為各該主管機關審查學校群科、學程之設立、變更或停辦之
依據。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說明方式處理，未來依據跨部會平台的決議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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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高級中等學校部分： 

(一) 教育部已於 103年 1月 3日發布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學程設立變更停辦

辦法，前開辦法第 4 條明定，學校申請設立、變更或停辦科、學程前，

應考量社區資源及地方產業需求、學校發展特色、招生情況及學生進

路、學校軟硬體教學設備及設施及其他辦學資源、條件。 

(二) 另國教署針對系科調整，於 103 年 5月 7 日召開會議研商委託學術單

位辦理評估人力需求分析之內涵及目的；考量群科眾多及迫切性，103

年度針對人力需求較殷切或人力供給過剩之群科(如機械群、餐旅

群、商管群、土木與建築群及電機與電子群)進行實質性評估，俾賡

續建立科班調整之人力需求審查指標，進而縮短學用落差。 

(三) 102、103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對應三級產業變動情形呈現下降趨

勢；而農林漁牧領域之百分比重未有顯著變化，工業類領域的占比呈

現上升趨勢，服務業領域之百分比則略為下降，102、103 學年度各

級產業別核定招生名額占總數之百分比如下表 1。 

 

表 1：高職 102-103 學年核定招生名額及占總數百分比 

三級產業別 
核定招生名額 占總數百分比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農林漁牧 3,728  3,567  1.8% 1.8% 

工業類 63,530  62,671  31.4% 31.9% 

服務業 135,262  130,142  66.8% 66.3% 

合計 202,520  196,380  100.0% 100.0% 
備註：三級產業別與各群對應，農林漁牧：農業群、海事群、水產群等 3 群；工業類：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等 5 群；服務業：

商管群、外語群、設計群、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藝術群等 7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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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專校院部分： 

(一) 以技專校院 102、103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對應三級產業變動情形趨

勢而言，103 學年度農林漁牧業及工業類領域招生名額百分比呈現

微幅上升，服務業領域招生名額百分比則呈現微幅下降，102、103

學年度各級產業別核定招生名額及占總數百分比如下表 2。 

 

表 2：技專校院 102-103 學年核定招生名額及占總數百分比 

三級產業別 
核定招生名額 占總數百分比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農林漁牧 1,728 1,804 0.89% 0.96% 

工業類 36,914 35,834 19.03% 19.14% 

服務業 155,295 149,553 80.07% 79.89% 

合計 193,937 187,191 100.00% 100.00% 

註：學制別包含四技日間部（含高中生）、四技進修部、二技日間部、二專日間部、

二專夜間部、五專。 

 

(二) 另依據審計部 10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技職體系學

校已向教學設備成本較低之餐飲、服務等科系傾斜，衝擊我國重要

基礎工業人力之培育，交通部觀光局亦於 103年 5 月 21 日函復本部

表示，目前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業人才數量供給上已無缺口，所

培育之人才是否能為觀光產業所運用，取決於外語、管理能力，爰

本部規範技專校院 104 學年度餐旅領域招生名額不得高於前一學年

度。 

(三) 為使技專校院培育之人力符應國家產業發展需求，本部原則優先支

持學校增設農業及工業領域之系科，調控相關領域招生名額之流

用，並放寬農業及工業招生名額彈性，另將研議提高本部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基準，避免學校朝向教學設備成本較低

之系科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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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30案 

提案學校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李菁蓉 
07-6011000 轉 1011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議放寬國立大學校院接受政府編列預算以外之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核銷
方式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0 條規定，5 項自籌收入不受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限制。產學合作計畫收入係
5 項自籌收入之ㄧ，內容包括政府編列科研預算補助者（如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及產業界委辦計畫等。 

二、 國科會對於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彈性，近年來已逐漸放寬，
101 年度修訂相關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授權各校對於經費支
用與計畫相關之合理性可自行認定；另與教育部共同會銜研訂研究計
畫經費彈性支用額度規範，並奉行政院核定，惟因該等補助計畫經費
係編列於政府公務預算，需受政府會計、審計等相關規範限制，要再
大幅放寬經費使用彈性，實屬不易。 

三、 各校推動之產學合作計畫，除國科會等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辦者外，經
費來源多為產業界，而產業界與學術界之合作關係及其合作模式多元
且多樣，教師在執行上需有更大經費支用彈性，以應實際研究需要。
目前各校產學合作計畫支出，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0 條
規定，雖不受審計法之限制，惟仍需依相關政府支用法規限制，且受
相關審計單位間接審查。 

四、 近年來各界迭有研究計畫經費使用規定缺乏彈性之聲浪，為提升國家
科研競爭力及發揮科研經費運用效能，爰建議放寬國立大學校院接受
政府編列預算以外之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核銷方式。 

辦法 
(建議做法) 

國立大學校院接受政府編列預算以外之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屬經常性經費
部分，經委辦機關及計畫主持人同意，得將所定額度之全部或部分，以領
據方式辦理經費核銷，設備費經費則維持現行採購核銷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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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會計處 

初步說明 

有關以領據方式辦理政府編列預算以外之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報支一節，說

明如下： 

一、 依原行政院主計處函釋，領據係指不論有無雙方交易的情形，僅為

報支經費依據之單據。如 96 年以前機關首長、副首長特別費有一部

分費用確實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時，最高得在特別費之半數內，以首

長、副首長領據列報。另查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2 點所稱支出憑證，

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本案擬以領

據報支計畫全部或部分經常性經費一節，囿於上開經費中除計畫主持

人應領之酬勞及差旅費等外，其餘經費本應直接支付廠商或個人，以

計畫主持人名義之領據報支上開經費，尚難證明其支付事實，合先敘

明。 

二、 惟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0 條規定，校務基金有關年

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第 7條之 1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不在此限，惟

應由各校自行訂定收支管理辦法，並受教育部之監督。另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6 條規定略以，依該設置條例第 10

條但書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

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

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三、 爰此，依上開設置條例、管監辦法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及意

旨，本案似得參照有關規定，依各校自訂之收支管理規定及相關合作

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惟為免外界質疑採領據報支之經費，其最終

支付是否確與計畫相關，各校仍需妥適訂定相關內部控制、審核及自

主管理機制，以確保其經費支用均與計畫有關。 

四、 本案對於採領據報支計畫經費後，如何加強後續相關內部控制、審

核等自主管理機制，仍有待進一步規劃釐清，當前為避免與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未臻相符，建請再詳為考量。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經費應依規定辦理核銷。 

教育部會

計處 

最新辦理

情形 

經費仍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結報，以臻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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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第 31案 

提案學校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李菁蓉 
07-6011000 轉 1011 

所 屬 高 教
協(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現行實習職缺不夠及實習工作內容不符原定期待，建請相關部會研擬獎勵
方案，鼓勵企業提出實習機會及優質實習環境，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加強技職院校學生實務訓練、推動產業實習方案，是加強企業與學校
實務交流與溝通的重要手段。然學校爭取實習名額時，常發現很多公
司意願低落，或是提不出合適的學習方案。 

二、 經媒體報導及本校學生反映，學生參與實習課程，發現企業把實習生
當成「廉價勞工」，負責事務與專業技能無關，且偏向勞力性工作，
並有工時超過正常時間之現象。 

三、 理想的實習應由企業安排專人指導，需耗費時間及成本，目前要找到
用心安排實習的企業並不容易，建請相關部會研擬獎勵方案，鼓勵國
內企業提供優質實習環境與實習機會。 

辦法 
(建議做法) 

建請相關部會研擬獎勵方案，鼓勵國內企業提供優質實習環境與實習機
會，促成實習媒合，以落實學用合一，提升產業競爭力。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初步說明 

一、 為讓產企業更加認識技職教育，並加強與技專校院之連結，本部持續
邀請不同產業公會及相關產企業代表，與學校校長、研發長等辦理座
談，期擴大推動產學媒合、學生校外實習、技術研發及參觀活動等；
並透過 6個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協助媒合夥伴學校與產企業公會合作。 

二、 本部已建置完成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資訊平台，俾利校外實習訊息
發布與交流，同時可媒合學校與實習機構的合作。 

三、 本部已透過「經濟部、勞動部與教育部跨部會小組」，建請經濟部未
來在相關計畫選拔績優廠商或專案補助廠商時，將「提供中、長期人
才培育-參與校外實習計畫」納入評選（審核）指標。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
校院校長
會議決議 

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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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最新辦理

情形 

一、 為鼓勵企業參與技職教育人才培育，本部於經濟部、勞動部與教育部

跨部會會議中提案，建請經濟部提高企業參與及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之

誘因。 

二、 提案經由經濟部表示已將「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及「標

竿新產品創新研發輔導計畫」2 項計畫評選(審核)指標納入企業參與

校外實習課程，其餘計畫因考量計畫性質未將此案納入評選指標且無

法提供實質誘因，將於計畫審查過程鼓勵企業參與，並協同產業公協

會、工業區廠商聯合會辦理說明會、建置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

編製產業運用實習生手冊及報導企業案例，提升企業參與意願。 

三、 另為利擴增優質實習企業家數，並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本部已將研擬

中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第 12 條將「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

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及「辦理實習課程績優之學校、合作機構

及其相關人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等項目納入法規，未來本部將於

獎勵辦理實習課程績優學校時，將提供實習機會及良好實習環境之企

業納入獎勵，以建立學生至企業實習之標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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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臨時動議案第 1案 

提案學校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建請教育部考量專科學校維護校園安全之需求，比照大學院校設置校安人
員。 

說明 

一、長久以來，軍訓教官配置在專科學校對國防教育之推動，與協助維護
校園安全具有重要的功能。 

二、依目前教育部政策，大學院校軍訓教官淡出校園，遇缺不補，改以校
安人員配置取代，然而校安人員配置卻排除專科學校。 

三、據聞教育部學特司軍護人力科決議專科學校比照大學院校將逐漸取消
教官人員配置。 

四、建請教育部考量專科學校配合取消教官配置政策後，為維護校園安全
之需求，比照大學院校配置校安人員。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以衡平原則，進行研議處理。 

教育部學生

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 

最新辦理情

形 

本部已訂定「教育部大專校院及行政機關與跨區服務軍訓教官員額設置基

準」，並於 103 年 9 月 22 日以臺教學（一）字第 1030125554C號函文各大

專校院；另「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

要點」刻正配合研擬修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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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臨時動議案第 2案 

提案學校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所屬高教協
(進)會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無 

案由 
關於本會推舉承辦 104年(103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活動之會員
學校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照 102 年 7月 3 日「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 1次籌備會
議決議辦理。 

二、經本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票選，決定推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承辦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103 年 1月
10 日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

決議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承辦「104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承辦「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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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教育部參加人員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部長 吳思華 

政務次長 陳德華 

政務次長 林思伶 

常務次長 林淑真 

主任秘書兼綜合規劃司司長 王俊權 

綜合規劃司 副司長 謝淑貞 

高等教育司 司長 黃雯玲 

高等教育司 專門委員 朱俊彰 

高等教育司 專門委員 梁學政 

高等教育司 科長 李惠敏 

高等教育司 科長 李政翰 

高等教育司 科長 曾新元 

高等教育司 科長 陳立芬 

高等教育司 科長 王淑娟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司長 李彥儀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專門委員 張  育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專門委員 朱玉葉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專門委員 姜秀珠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綜合企劃科科長 張惠雯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學校經營科科長 江增彬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產學合作發展科科長 胡士琳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教育品質及發展科科長 謝麗君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專員 陳映璇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專員 虞薇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司長 楊敏玲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教育副參事 廖高賢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科長 陳幗珍 

(依據教育部/本部各單位網頁，排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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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科長 劉素妙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科長 賴羿帆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專門委員 武曉霞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專門委員 邱仁杰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程式設計師 陳淑雅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專門委員 許慧卿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專員 郭佳音 

人事處 處長 張秋元 

會計處 處長 黃永傳 

體育署 署長 何卓飛 

體育署 副組長 蔡忠益 

體育署 科長 施誠 

青年發展署 副署長 施建矗 

高教技職簡訊編輯部 主編 李昭輝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 科長 張永傑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 教師 郭義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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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參加人員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代部長 林一平 

 政務次長 錢宗良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司長 陳于高 

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司長 陳宗權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司長 馮展華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司長 蕭高彥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司長 周倩 

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司長 邱求慧 

綜合規劃司 副司長 黃育欽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副司長 彭麗春 

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組長 席時昶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副研究員 周玲勤 

綜合規劃司 科長 許嘉文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科長 梅家榆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副研究員 王瑛瑛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副研究員 黃薇 

綜合規劃司 高級管理師 周國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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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參加人員 

序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國際會議廳座號

1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系統校長 朱經武 C1-1 

2 臺灣聯合大學系統 系統校長 曾志朗 B1-1 

3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總校長 吳清基 B1-2 

4 大同大學 校長 何明果 C1-3 

5 大葉大學 校長 武東星 C1-4 

6 中山醫學大學 教務長 邱慧玲 C1-5 

7 中原大學 副校長 李英明 C1-6 

8 中國文化大學 校長 李天任 C1-2 

9 中國醫藥大學 校長 李文華 C2-1 

10 中華大學 校長 劉維琪 C2-2 

11 元智大學 校長 張進福 C2-3 

12 世新大學 校長 吳永乾 C2-4 

13 玄奘大學 主任秘書 王榮聖 C2-5 

14 佛光大學 校長 楊朝祥 C3-1 

15 亞洲大學 校長 蔡進發 C3-2 

16 明道大學 校長 郭秋勳 C3-3 

17 東吳大學 校長 潘維大 C3-4 

18 東海大學 校長 湯銘哲 C3-5 

19 法鼓文理學院 校長 釋惠敏（郭敏芳） C4-1 

20 長庚大學 校長 包家駒 C4-2 

21 長榮大學 校長 李泳龍 C4-3 

22 南華大學 校長 林聰明 C4-4 

23 真理大學 校長 林文昌 C4-5 

24 馬偕醫學院 校長 魏耀揮 C5-1 

25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校長 張惠博 A1-2 

26 高雄醫學大學 校長 劉景寬 C5-2 

27 國立中山大學 校長 楊弘敦 A1-1 

28 國立中央大學 校長 周景揚 A1-3 

29 國立中正大學 校長 吳志揚 A1-4 

30 國立中興大學 校長 李德財 A2-1 

31 國立交通大學 校長 吳妍華 A2-2 

32 國立成功大學 校長 黃煌煇 A2-3 

33 國立宜蘭大學 校長 趙涵捷 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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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國立東華大學 校長 吳茂昆 A3-1 

35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校長 覺文郁 B1-3 

36 國立金門大學 校長 黃奇 A3-2 

37 國立屏東大學 校長 古源光 A3-3 

38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校長 戴昌賢 主席台 

39 國立政治大學 校長 周行一 A3-4 

40 國立高雄大學 校長 黃肇瑞 A4-1 

4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代理校長 吳連賞 A4-2 

42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校長 周照仁 B2-1 

43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校長 陳振遠 B2-2 

44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校長 容繼業 B2-3 

45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校長 楊正宏 B3-1 

46 國立清華大學 校長 賀陳弘 A4-3 

47 國立陽明大學 校長 梁賡義 A4-4 

48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校長 侯春看 B3-2 

49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校長 趙敏勳 B3-3 

50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校長 陳惠邦 A8-3 

51 國立嘉義大學 校長 邱義源 A5-1 

52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校長 郭艶光 A5-2 

53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校長 蘇玉龍 A5-3 

54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校長 李淙柏 B4-1 

55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校長 王如哲 A5-4 

56 國立臺北大學 校長 薛富井 A6-1 

57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校長 姚立德 主席台 

58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校長 張瑞雄 B4-2 

59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校長 張新仁 A6-2 

60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校長 楊其文 A6-3 

61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校長 謝楠楨 B4-3 

62 國立臺東大學 校長 劉金源 A6-4 

63 國立臺南大學 校長 黃秀霜 A6-5 

64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校長 李肇修 A6-6 

65 國立臺灣大學 校長 楊泮池 A6-7 

66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校長 廖慶榮 B5-1 

6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校長 張國恩 A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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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校長 張清風 A7-2 

69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校長 張瑞濱 B5-2 

70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副校長 林進忠 A7-3 

71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校長 林華韋 A7-4 

72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校長 王瑩瑋 B5-3 

73 國立聯合大學 校長 許銘熙 A7-5 

74 國立體育大學 校長 高俊雄 A7-6 

75 國防大學 校長 鄭德美 A7-7 

76 國防醫學院 教育長 彭家勛 A8-1 

77 基督教臺灣浸會神學院 校長 蔡瑞益 C5-3 

78 康寧大學 校長 金榮勇 C5-4 

79 淡江大學 校長 張家宜 C5-5 

80 逢甲大學 校長 李秉乾 C5-6 

81 華梵大學 校長 朱建民 C5-7 

82 開南大學 副校長 林基煌 C6-1 

83 慈濟大學 校長 王本榮 C6-2 

84 義守大學 校長 蕭介夫 C6-3 

85 實踐大學 校長 陳振貴 C6-4 

86 臺北市立大學 校長 戴遐齡 A8-2 

87 臺北基督學院 校長 聶坤廷 C7-1 

88 臺北基督學院 副校長 吳呈祥 C7-2 

89 臺北醫學大學 副校長 邱弘毅 C7-3 

90 臺灣首府大學 校長 陳響亮 C7-4 

91 輔仁大學 校長 江漢聲 C8-1 

92 銘傳大學 校長 李銓 C8-2 

93 靜宜大學 校長 唐傳義 C8-3 

94 龍華科技大學 校長 葛自祥 D1-1 

95 大仁科技大學 校長 王駿發 D1-2 

96 大同技術學院 校長 簡宣博 D1-3 

97 大華科技大學 代理校長 李右婷 D1-4 

98 大漢技術學院 校長 宋佩瑄 D1-5 

99 中州科技大學 校長 曾慶瀛 D2-1 

100 中國科技大學 校長 谷家恆 D2-2 

101 中華科技大學 校長 田振榮 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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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校長 曾信超 D2-4 

103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 李宏謨 D2-5 

10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校長 林志城 D3-1 

105 文藻外語大學 代理校長 蔡清華 D3-2 

106 弘光科技大學 校長 吳聰能 D3-3 

107 正修科技大學 校長 龔瑞璋 D3-4 

108 永達技術學院 校長 吳英明 D3-5 

109 吳鳳科技大學 校長 蘇銘宏 D4-1 

110 育達科技大學 校長 陳建勝 D4-2 

111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校長 劉紹文 D4-3 

112 亞東技術學院 校長 饒達欽 D4-4 

113 和春技術學院 代理校長 何慶祥 D4-5 

114 明志科技大學 校長 劉祖華 D5-1 

115 明新科技大學 校長 袁保新 D5-2 

116 東方設計學院 校長 吳淑明 D5-3 

117 東南科技大學 校長 李清吟 D5-4 

118 長庚科技大學 校長 樓迎統 D5-5 

119 南開科技大學 校長 孫台平 D6-1 

120 南榮科技大學 校長 黃聰亮 D6-2 

121 南臺科技大學 校長 戴謙 D6-3 

122 建國科技大學 校長 陳繁興 D6-4 

123 美和科技大學 校長 林顯輝 D7-1 

124 致理技術學院 校長 尚世昌 D7-2 

125 修平科技大學 校長 鍾瑞國 D7-3 

126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校長 高文秀 D7-4 

127 高苑科技大學 校長 曾燦燈 D7-5 

128 健行科技大學 校長 李大偉 D8-1 

129 崇右技術學院 校長 陳啟雄 D8-2 

130 崑山科技大學 校長 蘇炎坤 D8-3 

131 景文科技大學 校長 鄭永福 D8-4 

132 朝陽科技大學 校長 鍾任琴 D8-5 

133 華夏科技大學 校長 陳富都 D8-6 

134 慈濟技術學院 校長 羅文瑞 D9-1 

135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校長 邱明源 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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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聖約翰科技大學 校長 陳金蓮 D9-3 

137 萬能科技大學 校長 莊暢 D9-4 

138 僑光科技大學 校長 衛民 D9-5 

139 嘉南藥理大學 校長 李孫榮 D9-6 

140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校長 連信仲 D10-1 

141 臺北海洋技術學院 校長 唐彥博 D10-2 

142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長 林品章 D10-3 

143 臺灣觀光學院 校長 劉國成 D10-4 

144 輔英科技大學 校長 許淑蓮 D10-5 

145 遠東科技大學 副校長 鐘明吉 D10-6 

14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校長 徐守德 D11-1 

147 德霖技術學院 校長 羅仕鵬 D11-2 

148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校長 施光訓 D11-3 

149 黎明技術學院 校長 周錦東 D11-4 

150 樹德科技大學 校長 朱元祥 D11-5 

151 興國管理學院 校長 楊敏華 D12-1 

152 醒吾科技大學 校長 周添城 D12-2 

153 嶺東科技大學 校長 趙志揚 D12-3 

154 環球科技大學 校長 許舒翔 D12-4 

155 蘭陽技術學院 副校長 劉建良 D12-5 

156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校長 陳文貴 E1-1 

157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黃柏翔 E1-2 

158 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蔡榮順 E2-1 

159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蕭淑貞 E2-2 

160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副校長 黃瑞吉 E3-1 

161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賴顯松 E3-2 

162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校長 陳禎祥 E4-1 

163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洪玉珠 E4-2 

164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吳文弘 E5-1 

165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葉至誠 E5-2 

166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蕭耀華 E6-1 

167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陳清輝 E6-2 

168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許壬榮 E6-3 

169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陳明堂 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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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中央警察大學 副校長 莊德森 F1-1 

171 空軍軍官學校 校長 張延廷 F2-1 

172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校長 陳宗禔 F2-2 

173 海軍軍官學校 校長 胡展豪 F3-1 

174 陸軍軍官學校 校長 劉得金 F3-2 

175 陸軍專科學校 校長 曹君範 F4-1 

 

365



 

366



 

367



 

368



臨時提案單

提案單位
提案人
電話電話

案 由

辦 法
(建議做法)

備 註

369



發言單

發言人 單位

發

言

內內

容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首長簡介
	1.姚立德校長簡歷_OK
	2.戴昌賢校長簡歷_OK
	3.楊弘敦校長簡歷_OK
	4.李天任校長簡歷_OK
	5.葛自祥校長簡歷_OK
	6.陳文貴校長簡歷_OK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專題演講
	演講1_吳思華部長簡歷
	演講2_林一平代部長簡歷
	演講3_沈榮津常務次長簡歷
	演講4_曾志朗總校長簡歷
	演講5_游美惠教授簡歷

	
	0116高教組1_蔡經堯主任簡歷_改
	0116高教組1_黃經堯主任報告ok
	0116高教組2_蔡明祺教授簡歷_改
	0116高教組2_蔡明祺教授報告ok
	空白頁面

	
	0116技職組1_陳振遠校長簡歷_改
	0116技職組1_陳振遠校長報告ok
	0116技職組2_侯春看校長簡歷_改
	0116技職組2_侯春看校長報告ok
	0116技職組3_楊正宏校長簡介_改
	0116技職組3_楊正宏校長報告ok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科技部宣導資料1-學術倫理案(含附件要點)
	科技部宣導資料2_104龍門計畫
	科技部宣導資料2_104龍門計畫_附件_ok
	科技部宣導資料3_科研採購
	科技部宣導資料3_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科技部宣導資料4_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試行計畫
	科技部宣導資料-國際合作補助案簡介
	科技部宣導資料-國際合作補助案簡介_附件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5 to page 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28.35 points, vertical 42.52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5
         SubDoc
         5
              

       CurrentAVDoc
          

     28.3465
     42.5197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4
     154
     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5 to page 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2.52 points, vertical 36.85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5
         SubDoc
         5
              

       CurrentAVDoc
          

     42.5197
     36.8504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4
     154
     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5 to page 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5.35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5
         SubDoc
         5
              

       CurrentAVDoc
          

     45.3543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4
     154
     4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5 to page 5
      

        
     1
     1136
     304
            
                
         5
         SubDoc
         5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4
     154
     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5 to page 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5
         SubDoc
         5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4
     154
     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6 to page 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6
         SubDoc
         6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5
     154
     5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6 to page 6
      

        
     1
     1136
     304
            
                
         6
         SubDoc
         6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5
     154
     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6 to page 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6
         SubDoc
         6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5
     154
     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9 to page 1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9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
     154
     16
     5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9 to page 1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9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
     154
     17
     5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6 to page 18
      

        
     1
     1136
     304
            
                
         16
         SubDoc
         18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154
     17
     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6 to page 16;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12.76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6
         SubDoc
         16
              

       CurrentAVDoc
          

     12.7559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154
     1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6 to page 16;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6
         SubDoc
         16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154
     1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1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7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154
     1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1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7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154
     1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7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7
         SubDoc
         7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
     154
     68
     27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7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7
         SubDoc
         7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
     154
     69
     27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80
      

        
     1
     1136
     304
            
                
         17
         SubDoc
         8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154
     79
     64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1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7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154
     1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1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7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154
     1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1 to page 8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21
         SubDoc
         8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
     154
     78
     3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1 to page 8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21
         SubDoc
         8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
     154
     79
     30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1 to page 80
      

        
     1
     1136
     304
            
                
         71
         SubDoc
         8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0
     154
     79
     1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3 to page 74;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6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73
         SubDoc
         74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2
     154
     72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3 to page 7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6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73
         SubDoc
         74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2
     154
     73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4 to page 74
      

        
     1
     1136
     304
            
                
         74
         SubDoc
         74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3
     154
     73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3 to page 7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6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73
         SubDoc
         74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3
     154
     73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7 to page 7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6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77
         SubDoc
         7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6
     154
     7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7 to page 7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6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77
         SubDoc
         7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6
     154
     7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1 to page 12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6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81
         SubDoc
         12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0
     154
     118
     2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1 to page 12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6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81
         SubDoc
         12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0
     154
     119
     20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1 to page 130
      

        
     1
     1136
     304
            
                
         111
         SubDoc
         13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0
     154
     129
     2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3 to page 115;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9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13
         SubDoc
         115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2
     154
     114
     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3 to page 115;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9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13
         SubDoc
         115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2
     154
     113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6 to page 11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16
         SubDoc
         116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5
     154
     115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6 to page 116
      

        
     1
     1136
     304
            
                
         116
         SubDoc
         116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5
     154
     11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6 to page 11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16
         SubDoc
         116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5
     154
     11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7 to page 14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0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17
         SubDoc
         14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6
     154
     138
     1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7 to page 14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17
         SubDoc
         14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6
     154
     139
     1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49 to page 154;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2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49
         SubDoc
         154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48
     154
     152
     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49 to page 15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2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49
         SubDoc
         154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48
     154
     153
     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5 to page 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5
         SubDoc
         5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4
     154
     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6 to page 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6
         SubDoc
         6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5
     154
     5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all pages
      

        
     1
     1136
     304
            
                
         116
         AllDoc
         116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
     388
     387
     388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 to page 7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7
         SubDoc
         7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6
     388
     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 to page 8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
         SubDoc
         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
     388
     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 to page 1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1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0
     388
     16
     4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 to page 1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1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0
     388
     17
     4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8 to page 18
      

        
     1
     1136
     304
            
                
         18
         SubDoc
         18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7
     388
     1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8 to page 18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8
         SubDoc
         1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7
     388
     1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1 to page 10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21
         SubDoc
         10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
     388
     98
     4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1 to page 10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21
         SubDoc
         10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
     388
     99
     40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1 to page 150
      

        
     1
     1136
     304
            
                
         81
         SubDoc
         15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0
     388
     149
     7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3 to page 83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7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3
         SubDoc
         83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2
     388
     82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4 to page 84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72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4
         SubDoc
         84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2
     388
     83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7 to page 87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7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7
         SubDoc
         87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6
     388
     8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8 to page 88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74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8
         SubDoc
         88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6
     388
     8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91 to page 15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7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91
         SubDoc
         15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0
     388
     148
     3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91 to page 15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7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91
         SubDoc
         150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0
     388
     149
     30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6 to page 150
      

        
     1
     1136
     304
            
                
         116
         SubDoc
         15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5
     388
     149
     35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6 to page 11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16
         SubDoc
         116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5
     388
     11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7 to page 12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0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17
         SubDoc
         12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6
     388
     118
     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17 to page 12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17
         SubDoc
         12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6
     388
     119
     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23 to page 20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0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23
         SubDoc
         20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22
     388
     198
     39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23 to page 20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0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23
         SubDoc
         20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22
     388
     199
     39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1 to page 250
      

        
     1
     1136
     304
            
                
         151
         SubDoc
         25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0
     388
     249
     10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3 to page 25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3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53
         SubDoc
         2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2
     388
     248
     49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3 to page 25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3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53
         SubDoc
         2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2
     388
     249
     49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99 to page 388
      

        
     1
     1136
     304
            
                
         199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98
     388
     387
     19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01 to page 25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79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201
         SubDoc
         2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0
     388
     248
     25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01 to page 25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79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201
         SubDoc
         2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0
     388
     249
     25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51 to page 35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229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251
         SubDoc
         3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50
     388
     348
     5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51 to page 35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29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251
         SubDoc
         3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50
     388
     349
     50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03 to page 388
      

        
     1
     1136
     304
            
                
         303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2
     388
     387
     86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05 to page 35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28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05
         SubDoc
         3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4
     388
     348
     2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05 to page 35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8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05
         SubDoc
         35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4
     388
     349
     2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51 to page 38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2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51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50
     388
     386
     19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51 to page 38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2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51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50
     388
     387
     19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77 to page 388
      

        
     1
     1136
     304
            
                
         377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76
     388
     387
     1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79 to page 388;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5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79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78
     388
     386
     5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79 to page 388;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5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79
         SubDoc
         388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78
     388
     387
     5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64 to page 164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4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64
         SubDoc
         164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3
     389
     163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 to page 8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
         SubDoc
         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
     389
     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7 to page 7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7
         SubDoc
         7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6
     388
     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 to page 8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
         SubDoc
         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6
     388
     7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 to page 8
      

        
     1
     1136
     304
            
                
         8
         SubDoc
         8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
     388
     7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8 to page 8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8
         SubDoc
         8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
     388
     7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79 to page 390
      

        
     1
     1136
     304
            
                
         379
         SubDoc
         39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78
     390
     389
     1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79 to page 390;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5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79
         SubDoc
         39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78
     390
     388
     6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79 to page 390;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53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79
         SubDoc
         390
              

       CurrentAVDoc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78
     390
     389
     6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6 to page 1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8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6
         SubDoc
         16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390
     1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7 to page 17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3.94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9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7
         SubDoc
         17
              

       CurrentAVDoc
          

     43.9370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390
     16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91 to page 93;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7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91
         SubDoc
         93
              

       CurrentAVDoc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0
     390
     92
     2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92 to page 92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41.10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1
     
     BL
     
     1
     76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92
         SubDoc
         92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41.1024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1
     390
     91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5 to page 15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3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55
         SubDoc
         155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4
     390
     15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6 to page 15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36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156
         SubDoc
         156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4
     390
     155
     1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7 to page 400
      

        
     1
     1136
     304
            
                
         157
         SubDoc
         40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6
     400
     399
     244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7 to page 394;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3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157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6
     400
     392
     119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157 to page 39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3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157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6
     400
     393
     119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01 to page 400
      

        
     1
     1136
     304
            
                
         201
         SubDoc
         40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0
     400
     399
     20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03 to page 394;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18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203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2
     400
     392
     96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203 to page 39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18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203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02
     400
     393
     96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07 to page 400
      

        
     1
     1136
     304
            
                
         307
         SubDoc
         40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6
     400
     399
     94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09 to page 394;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28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09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5
     400
     392
     4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09 to page 39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285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09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5
     400
     393
     43
      

   1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81 to page 400
      

        
     1
     1136
     304
            
                
         381
         SubDoc
         40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80
     400
     399
     20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83 to page 394;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5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83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82
     400
     392
     6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83 to page 394;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57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83
         SubDoc
         394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82
     400
     393
     6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95 to page 395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69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395
         SubDoc
         395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94
     402
     394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96 to page 396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70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Both
         396
         SubDoc
         396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94
     402
     395
     1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97 to page 402; only odd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righ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R
     
     1
     37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Odd
         397
         SubDoc
         402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96
     402
     400
     3
      

   1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From page 397 to page 402; only even numbered pages
     Font: Times-Roman 10.0 point
     Origin: bottom left
     Offset: horizontal 38.27 points, vertical 39.69 points
     Prefix text: ''
     Suffix text: ''
     Use registration colour: no
      

        
     1
     0
     
     BL
     
     1
     371
     TR
     1
     0
     1260
     312
    
     0
     1
     10.0000
            
                
         Even
         397
         SubDoc
         402
              

       CurrentAVDoc
          

     [Sys:ComputerName]
     38.2677
     39.685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96
     402
     401
     3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