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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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531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思瑤、黃國書等 18 人，為強化學術自由、增進校
園安全與學生權益，使校務會議權責明確，並促進學生參與
學校公共事務以及校務透明化，同時要求教育部審酌高等教
育資源應充分考慮地方發展等各種因素，爰此提出「大學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軍警人員不得進入校園仍流於行政慣例或默契，教育部雖會同內政部警政署訂定「警
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仍未能明確宣示有效保障大學學術自由，爰此修正將相
關條文文字明定入法。（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鑒於社會日益重視校園安全議題，及學生諸如住宿環境等權益之保障，就大學自我評鑑事
項增列「校園安全」與「學生權益」二大事項；又，為簡化教育部對大學評鑑項目，避免
再發生如系所務評鑑等項目使大學陷入評鑑行政作業而降低教學與研究性能，爰此修正教
育部對大學之評鑑，僅限於大學自我評鑑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為使校務會議成為校園實質最終決策單位，避免在大學合併案未能參與討論；對於校務會
議審查之議案，增列校務會議代表提案權，以強化校務會議討論能力。（修正條文第七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四、為使教育部審酌大學人數規模與大學之資源條件，應斟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
布、學校地緣位置及地方發展等條件，以利教育部分配高等教育資源更加周延。（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
五、為解決因「大學法」第十九條與「教師法」第十四條競合問題，致使若干大學發生多起大
學與教師訴訟爭議，爰此參酌行政法院判決，明定大學依照第十九條所定之停聘或不續聘
規定不得逾越「教師法」。（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六、大學應以學生為主體，應鼓勵學生於校園公共事務參與，並深化學生自治之公民素養，校
長遴選自當參酌學生意見，納入學生代表；大學校務會議代表，學生代表席次亦應有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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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利因重大學生權益事件，得經全體學生代表提議召開臨時校務會議；亦明訂大學
應輔導學生組織學生會、訂定章程以保障財務及人事之獨立運作，除現行有關學生學業、
生活及獎懲之會議之外，納入其他權益以擴大學生參與各類權益相關之會議；並就學生申
訴制度相關條文，予以整併以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十五條、第三十三條、第三
十三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二）
七、為了有利大學選才彈性，並鼓勵學生重視在校學習成效表現及導正學生學習態度，增訂修
讀學士學位之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經該校核准逕修讀碩士學位。（修正條文第二十
三條）
八、大學校務資訊透明是擴大公共參與之先決條件，爰此參酌現行「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七條之規定，載明於「大學法」中。（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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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大學以研究學術，培
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
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享有自治權；軍警人員除經
大學委請或同意，或追捕現
行犯者之必要者，不得進入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大學以研究學術，培
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
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享有自治權。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保障大學學術自由，於
第二項後段文字訂定，軍人
及警察除了追捕現行犯者之
必要外，須經大學委請或者
同意，始得進入校園，以使
「軍警不得入校」明文入法
。

第五條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

一、修正第一項，為保障大學

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
政、校園安全、學生權益與
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我
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大
學定之。
教育部為促進大學之發
展，對前項所訂大學自我評
鑑事項，應組成評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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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並兼顧校園安全，以及
強化各大學對諸如住宿環境
等學生權益保障之重視，爰
此增列校園安全及學生權益
為大學自我評鑑項目。
二、修正第二項，為避免教育
部對各大學之評鑑過於龐雜
，徒增大學不必要行政作業

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
機構，在符合多元、專業原
則下，定期辦理大學評鑑，
並公告其結果，作為學校調
整發展之參考；其相關評鑑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
，提升教學與研究水準，並

公告其結果，作為學校調整
發展之參考；其評鑑應符合
多元、專業原則，相關評鑑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成本，而教育部爾來亦全面
盤點並檢討簡化各項訪視評
鑑、停辦大學系所評鑑等措
施，爰此修正教育部對大學
之評鑑，限於前項所訂之自
我評鑑事項。
三、增訂第三項，參酌教育部
已於民國四十六年、八十六

校園。
第五條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

促進大學發展其特色，得設
置國家講座及學術獎等獎項
；其遴選資格、審查程序、
基準及獎助金額等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教育部訂之。

第七條

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畫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報教
育部核定後執行。

年分別設置「學術獎」及國
家講座，並以訂定相關辦法
。為賦予該等辦法明確之法
源依據，及設置其他獎項之
彈性，以提升我國大學學術
與教學之品質及發展，明定
教育部得設置國家講座及學
術獎等獎項，並授權訂定相
關事項之辦法。
第七條

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畫

一、為強化各校校務會議之功

，國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同意
，直轄市立、縣（市）立大

能，修正第一項，不論公私
立大學合併計畫，均須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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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合併計畫經校務會

學經所屬地方政府同意，私

務會議同意。原第一項後段

議同意後，直轄市立、縣（
市）立大學須經所屬地方政
府同意，私立大學須經董事
會同意，始得報教育部核定

立大學經董事會同意，報教
育部核定後執行。
教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
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

經地方政府或私立大學董事
會同意等相關文字，移列至
第二項。
二、為強化各校校務會議之功

。
教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
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
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

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
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
，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
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立

能，修正原本第二項教育部
擬定之國立大學合併計畫，
亦須經大學校務會議同意後
始得報行政院核定，並按次

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
，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畫，
並經大學校務會議同意後，
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

大學執行。
前項合併之條件、程序
、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方式
、合併計畫內容、合併國立

序移列為第三項。
三、原第三項按次序移列為第
四項，內容未修正。

立大學執行。
前項合併之條件、程序
、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方式
、合併計畫內容、合併國立

大學之權利與義務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大學之權利與義務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第九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
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
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
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
遴選出校長。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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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成應包含教
師代表及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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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
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
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
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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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4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第一款，增訂
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生代
表，應包含教師代表及學生
代表，以求校長遴選過程中
，能確實傳達教師及學生之
觀點。
三、修正第三項後段，為使私
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
能明確納入教師及學生之意
見，增列相關文字
四、第四項到第七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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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者，由各該所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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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成應包含教師
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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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圈選，報
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人員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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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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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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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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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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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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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
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一年
前進行評鑑，作為大學決定
是否續聘之參考。

前進行評鑑，作為大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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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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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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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者，不得參加原學校新任
校長遴選。
第十二條 大學之學生人數規
模應與大學之資源條件相符
，其標準衡酌高等教育整體
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
地緣位置及地方發展等條件
，由教育部定之；並得作為
各大學規劃增設及調整院、
系、所、學程與招生名額之
審酌依據。

第十二條 大學之學生人數規
模應與大學之資源條件相符
，其標準由教育部定之；並
得作為各大學規劃增設及調
整院、系、所、學程與招生
名額之審酌依據。

大學規模與資源條件之標準，
亦涉及各大學規劃增設或調整
院系所學程之依據，爰此增定
，教育部之標準，應審酌高等
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
、學校地緣位置及地方發展條
件，審酌條件趨於完備，並有
利於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鼓勵地方創生。

第十五條 大學設校務會議，
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
、學術與行政主管、研究人
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
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
之。

第十五條 大學設校務會議，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
、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
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
、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
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一、修正第一項，鑒於校務會
議審議事項已訂於第十六條
條文，爰此將此段文字移列
至第十六條，刪除本項相關
文字，以使作用及組織條文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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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除校長及副

前項人員，除校長及副

二、為鼓勵大學學生代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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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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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公共事務運作，又鑒於
本條文第四項訂定之臨時校
務會議召開請求權為應出席
人數五分之一，爰此提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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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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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學生代表比例，自十分之
一提升為五分之一，以使遇
重大學生權益相關事故時，
得經全體學生代表請求召開

二、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數五分之一。
三、其餘出、列席人員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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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校務會議。
三、其餘第三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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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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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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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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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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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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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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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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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並審議下列事項
：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
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
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
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
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
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
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
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委 6

一、修正第一項，鑒於本條內
容為校務會議審議事項，爰
此移列至此原第十五條第一
項之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文字
，以臻明確。
二、修正第七款文字，載明所
訂之會議為第十四條所定之
行政單位及各種會議。
三、增列第八款，為維護校務
會議代表提案權，爰此增列
經校務會議代表二十分之一
以上連署提議之事項，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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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議。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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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校務會議審議提案程序更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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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全。

項。
八、其他經校務會議代表二
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議之
事項。
第十九條 大學得基於學術研
究發展需要，於學校章則中

第十九條 大學除依教師法規
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

一、鑑於現行大學法第十九條
條文規定，與教師法第十四

增列教師權利義務與教師停
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
入聘約。
前項教師權利義務與有
關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
，不得違反教師法之規定。

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
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
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
納入聘約。

條有關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之規定存有競合。
二、若干案例經行政法院判決
確定大學依據第十九條所定
之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不得
逾越教師法之規定，爰此修
訂第一項文字並增列第二項
，相關權利義務與教師停聘
或不續聘之規定，不得違反
教師法，以臻明確。

第二十三條 曾在公立或已立
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
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
力者，得入學修讀學士學位
。
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
同等學力，得入學修讀碩士
學位。但修讀學士學位之應

第二十三條 曾在公立或已立
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
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
力，得入學修讀學士學位。
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
同等學力，得入學修讀碩士
學位。
取得碩士學位，或具有

一、第一項酌做文字修正。
二、為增加大學選才彈性，並
鼓勵學生重視在校學習成效
表現及導正學生學習態度，
爰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放
寬修讀學士學位之應屆畢業
生在校學習表現優異者，得
經學校核准逕修讀碩士學位

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經
該校核准逕修讀碩士學位。
取得碩士學位，或具有
同等學力者，得入學修讀博
士學位。但修讀學士學位之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或修
讀碩士學位研究生成績優異
者，得經該校核准逕修讀博
士學位。
前三項同等學力之認定
標準及前二項逕修讀碩士、
博士學位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同等學力，得入學修讀博士
學位。但修讀學士學位之應
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或修讀
碩士學位研究生成績優異者
，得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前三項同等學力之認定
標準及前項修讀學士學位應
屆畢業生、修讀碩士學位研
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四、配合第二項之修正，於第
四項增訂逕修讀碩士學位之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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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大學應輔導成立

第三十三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

一、為強化學生會之重要性，

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並訂
定組織章程，以維持人事與
財務之獨立運作，增進學生

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

將原條文第二項移列第一項
，並修正文字，明定大學應
輔導學生訂定組織章程，並
維持其人事與財務之獨立運

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前項學生會或其他相關
自治組織應得出席大學有關
學生之學業、生活、獎懲或

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
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

作。
二、原條文第一項移列為第二
項，修正文字，除既有學業
、生活、獎懲等有關規章之

其他權益之會議。
學生為第一項學生會當
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
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

能力。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
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
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

會議，有關學生權益之會議
亦應出席，並明訂應由前項
所成立之學生會或相關自治
組織參與，以強化其運作功

求，代收會費。
前三項之辦法，於各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

，代收會費。
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
度，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

能。
三、第三項略做文字修正。
四、原條文第四項有關學生申
訴制度，移列至第三十三條

校之懲處、行政處分或其他
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
學生權益。
前四項之辦法，於各大

之一學生申訴制度有關條文
，以臻明確。
五、原條文第五項修改順序為
第四項。

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三十三條之一 大學應於組
織規程訂定學生申訴制，受
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
處、行政處分或其他措施及
決議之事件，並列入學生手
冊及上網公告，以保障學生
權益。
學校受理前項申訴事件
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
業之原則，給予申訴人充分
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
當方式告知申訴人申訴評議
決定及不服該決定之相關救
濟程序。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
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
而不服其決定，得依法提起
訴願。

第三十三條之一 學校受理前
條第四項申訴事件時，應秉
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
，給予申訴人充分陳述意見
及答辯之機會。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
當方式告知申訴人申訴評議
決定及不服該決定之相關救
濟程序。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
生手冊，廣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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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學生申訴事件及制度
規定明確具體，修正第一項
，移列入原第三十三條第四
項，並移入原第三十三條第
五項定於大學組織規程以及
原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列
入學生手冊之文字。
二、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次
序變更為第二項及第三項。
三、原第三十三條之二條文，
一併列入為第三項至第五項
，文字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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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
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
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
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
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三十三條之二 前條申訴人
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

一、原條文刪除。
二、相關文字已移列為第三十

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
定，得依法提起訴願。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
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

三條之一第四項及第五項。

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
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
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三十九條 大學校務資訊以
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於學校
網頁建置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主動公開下列事項：
一、基本數據及趨勢。
二、辦學特色及發展願景。
三、績效表現及各類評鑑結

第三十九條 大學對校務資訊
，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
主動公開為原則，並得應人
民申請提供之。

果。
四、畢業生流向及校友表現
。
五、財務資訊及學雜費。
六、各類就學補助資訊。
七、學生權益及申訴資訊。
八、其他主管機關要求公開
資訊。

為使校務透明化，就目前大學
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所定之
大學主動公開校務資訊，明確
入法，並增列各類就學補助資
訊、學生權益及申訴資訊，以
保障學生相關權益；同時增列
其他主管機關要求公開資訊，
以保留主管機關因情勢需要而
增列之彈性。

除前項所定校務資訊事
項外，大學得應人民申請提
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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