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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7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48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智傑、陳亭妃等 25 人，有鑑於現今各大學雖普設
學生自治組織，然學生校務參與卻經常流於形式，成為大學
邁向校園民主、大學自治之絆腳石。為落實憲法保障之學生
基本人權，並促進學生參與校園事務，擬具「大學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許智傑

陳亭妃

連署人：張廖萬堅

陳曼麗

高志鵬

洪宗熠

林俊憲

羅致政

柯志恩

蔡易餘

鄭寶清

莊瑞雄

張宏陸

賴瑞隆

吳焜裕

李麗芬

何欣純

楊

曜

邱志偉

吳思瑤

葉宜津

趙正宇

李俊俋

李昆澤

蘇治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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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大學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制定公布，歷經數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為落實校園民主、大學自治，並促進學生參與校園事務，爰擬
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大學之變更與停辦對於校內成員權益及校務發展影響甚鉅，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及私立
大學之變更與停辦計畫，應同國立大學須經校務會議審議，並應將校內成員權利之保障納入
變更與停辦計畫，以符合校園民主治理原則。（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為落實校園民主、保障學生之校務參與，公立及私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應包含學校校務會議
推選之學校代表，並應有一名經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於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校務會議作為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之會議，應有明確之議事規範，以確保會議之進行及保障與會
者之權益。（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四、應於校務會議中審議校務會議議事規範、大學之變更與停辦計畫及重大校園安全事件。（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
五、為落實學生自治，各學生自治組織應出席校務會議、院、系（科）、所務會議、教務會議及其
他與學生權益相關之會議；將學生會更名為學生自治組織，以廣納不同類型、不同名稱之學
生自治組織；有關學生自治組織運作方式應由各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自行定之。（修正條文第
三十三條）
六、校務會議作為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之會議，應有明確之議事規則，以確保會議之進行及保障與會
者權益。（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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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七條

大學得擬訂變更與停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畫

一、變更指大學之改名、合併

辦計畫，國立大學經校務會
議同意，直轄市立、縣（市

，國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同意
，直轄市立、縣（市）立大

或其他事項之變更。
二、變更與停辦對於校內成員

）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及所屬
地方政府同意，私立大學經

學經所屬地方政府同意，私
立大學經董事會同意，報教

權益及校務發展影響甚鉅，
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同意，報
教育部核定後執行。

育部核定後執行。
教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

及私立大學之合併計畫，應
同國立大學須經校務會議審

教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
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

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
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

議，以符合校園民主治理原
則。

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
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

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
，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

三、變更與停辦事關院系所整
併或存廢、學生修課及學位

，擬訂國立大學變更與停辦
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

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立
大學執行。

取得之權利、校內成員工作
之權利，以及變更後學生通

該國立大學執行。
前項變更與停辦之條件

前項合併之條件、程序
、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方式

勤、住宿等生活權利，應將
校內成員權利之保障納入變

、程序、經費補助與行政協
助方式、計畫內容、大學之

、合併計畫內容、合併國立
大學之權利與義務及其他相

更與停辦計畫。

權利與義務、校內成員權益
之保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九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

一、為落實校園民主、保障學

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
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

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
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

生之校務參與，公立大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應包含經全校

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

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

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二、為落實校園民主、保障學

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
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
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生之校務參與，私立大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應包含學校校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
比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
比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並
應有一名經全校學生選舉產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
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
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

生之學生代表於其中。
三、公立及私立大學校長遴選

分之二，並應包含經全校
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分之二。
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

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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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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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或各

第九條

表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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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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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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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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立者，由各該所屬地
方政府定之。

私立大學校長由董事會
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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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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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
組成，除董事會外，應包含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四年

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
表，其中應有一名經全校學

，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
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之

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規程
定之；私立大學校長之任期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及續聘，由大學組織規程定
之。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四年
，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

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
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一年

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之
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規程

前進行評鑑，作為大學決定
是否續聘之參考。

定之；私立大學校長之任期
及續聘，由大學組織規程定

公立大學校長於教育部
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進行前

之。
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

項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
任意願，或參加續聘未獲通

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一年
前進行評鑑，作為大學決定

過者，不得參加原學校新任
校長遴選。

是否續聘之參考。
公立大學校長於教育部
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進行前
項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
任意願，或參加續聘未獲通
過者，不得參加原學校新任
校長遴選。
第十五條

大學設校務會議，

第十五條

大學設校務會議，

一、新增本條第六項。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
、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
、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

二、校務會議作為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之會議，應有明確之

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
、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

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
、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

議事規則，以確保會議之進
行及保障與會者之權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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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前項人員，除校長及副

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前項人員，除校長及副

校長外，其人數及產生方式
如下：

校長外，其人數及產生方式
如下：

一、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一、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數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人數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三分之二為原則。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三分之二為原則。

二、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二、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數十分之一。
三、其餘出、列席人員之產

人數十分之一。
三、其餘出、列席人員之產

生方式及比例，於各大學
組織規程定之。

生方式及比例，於各大學
組織規程定之。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計算，遇有小數點時，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計算，遇有小數點時，

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
算。

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
算。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

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五分之一
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五分之一
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
之。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
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
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
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

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其名
稱、任務及組成方式，於各

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其名
稱、任務及組成方式，於各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大學應訂定校務會議議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育部應制定校務會議議事規
範之範例，供各大學參考。

事規範。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

一、應於校務會議中審議明確

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之議事規範，以確保會議之
進行及保障與會者之權益。

二、組織規程、校務會議議
事規範及各種重要章則。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
則。

二、大學之變更與停辦屬重大
校務，應於校務會議中實質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
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
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

討論，以確保所有利益相關
人士皆能參與。

停辦。
四、大學之變更與停辦。

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三、重大校園安全事件乃依據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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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作業要點」中所定的緊急事
件與法定通報甲級事件。重

項。
六、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議。

大校園安全事件事關校內全
體人員權益，應於校務會議

議。
七、重大校園安全事件。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中報告。

八、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九、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第三十三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
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

第三十三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
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

一、各學生自治組織應出席校
務會議、院、系（科）、所

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務會議、教務會議及其他與
學生權益相關之會議，以落

，包括校務會議、院、系（
科）、所務會議、教務會議

。
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

實學生自治。
二、將學生會更名為學生自治

及其他與學生權益相關之會
議。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

組織，以廣納不同類型、不
同名稱之學生自治組織。學

大學內得成立學生自治
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

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
能力。

生自治組織得向會員收取會
費，大學則可依全校學生選

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自治組織得向會員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
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

舉產生之學生自治組織請求
，代收會費。

收取會費；大學應依全校學
生選舉產生之學生自治組織

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
，代收會費。

三、有關學生權益保障應於各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請求，代收會費。
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

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
度，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

四、有關學生自治組織運作方
式應由各大學學生自治組織

度，受理學生及學生自治組
織不服學校之懲處、行政處

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
校之懲處、行政處分或其他

自行於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
輔導辦法定之。

分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
，以保障學生權益。

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
學生權益。

前項之辦法，於各大學
組織規程定之。

前四項之辦法，於各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辦法
，由各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自
行於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
導辦法定之。
第三十六條 各大學應依本法
規定，擬訂組織規程及校務
會議議事規則，報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各大學應依本法
規定，擬訂組織規程，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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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作為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之會議，應有明確之議事規
則，以確保會議之進行及保障
與會者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