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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謀殺了大學法?


中興大學、教育部

監察院、總統府



大學法

第十三條

一、院長，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
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
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University Act
Deans of colleges (院長) shall (必須、
應該) be selected from the professors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stipulated in 
the organization proced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n be reported to the 
president for approval before 
appointment.



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理院務，
任期三年；連任以一次為限。

院長之遴選及續聘，應經各學院組成之
院長遴選委員會就教授中遴選一人至三

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國立中興大學院長遴選、
續聘、及解聘辦法

第五條 院長候選人須有
教授資格



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
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

第五條 院長候選人資格：

一、院長候選人須有教授資格



2010年文學院院長遴選違反大學法
候選人僅具副教授資格

大學法第13條第一點規定「一、院長，依該校組織規程
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本案經兩年檢舉，仍
躺在監察院，監察院
僅擔任「郵局」角色
居中轉信。



2010年4月院長遴選內定?

█遴選委員會主席黃寬重教授
中研院史語所。

█當時的文學院院長林富士教授
中研院史語所。

█唯一參選人：王明珂副教授
中研院史語所。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第 18 條 教授應具有左列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年
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
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專
門著作者。

注意! 有這些資格的人很多。但是，
並不是有這些資格者就是有「教授資格」。

這是簡單的法律與邏輯問題。



您知道什麼是
「曲解法令」嗎?

中興大學校長與人事室解釋：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18條教
授應具有左列資格之一者就是教授」

這就是「曲解法令」!



教育部99.7.15
台高字第0990117737號函

說明：

1. 復99.7.16.興人字第0990600658號函。

2. 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院長就教授中選出。

3. 另依教師法第9、10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18條等
相關條文規定，「教授」係指經審定合格且獲有本部
教授證書者。

4. 又學校組織規程第28條第2項明定院長係就教授中遴
選，則即須符合前揭法律及學校章程規定。

5. 查王明珂先生未具教授資格，應儘速依相關法律及學
校組織規程第28條規定辦理，並將相關辦理情形報部，
俾回復監察院。

教育部此函已證明：王明珂沒有參選資格。



事實：王明珂不具教授資格

遴選過程「自始違法」


校長核定其為院長當選人違法


校長將其送校教評會違法


校教評會之審查亦屬違法

「自始違法」則「失所附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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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案須經校長送教評會

█教育部100年3月9日臺人(一)字第1000037909號書
函檢送「國立大學教師聘任程序調查表」，中興
大學人事室函復教育部「教師聘任不須先經校長
同意」。(中興大學蓄意欺瞞?)

█齊心教授指出：本校「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
辦法」第6條及第8條規定，院長繼任人選如為校
外人士，應先送請校長核定後，提送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聘任之。此為特殊情況，應去函更正。

█教評會決議：調查表修正後再度函復教育部。

因校長之核定違法，故本案送教評會為違法。



您知道什麼叫「出爾反爾」、
「前後矛盾」與「自打嘴巴」嗎?

█教育部99.7.15台高字第0990117737號函指出：

「教授」係指經審定合格且獲有本部教授證書者。

█教育部99.8.23台高通字第0990134954號函指出：
中興大學「誤解法令」。

█教育部100.10.13之臺高字第1000183059號函推翻教
育部99.7.15台高字第0990117737號函：改口稱「教
授」係指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18條」者。

教育部配合國立中興大學「曲解法令」，
是教育界最惡劣的榜樣。



您知道什麼叫
「玩法弄權」與「知法犯法」嗎?

█大學法第 3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大學法第十三條規定「院長就教授中選出」也是教

育部訂的，教育部自己卻不遵守，且「知法犯法」!

█教育部也引用教師法與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指出

「教授」係指經審定合格且獲有本部教授證書者。

教育部也不遵守！

「玩法弄權」、「知法犯法」、「曲解
法令」，是政府機關應有的行為嗎?



子曰：「鄉原(愿)，德之賊也！」

█教育部自打嘴巴、曲解法令：
言不顧行，行不顧言

█違法當選院長者：
食不義之祿，居不義之所

█教育部對明確違反大學法之案件
仍「准予備查」，實屬無法無天。



「違法行政」可以淡化為「誤解法令」嗎 ?

教育部雖認定該遴選案違反大學法，卻將
中興大學人事室與校長之「違法行政」淡
化為「誤解法令」。教育部此行徑實為誤
國。教育部忝為我國教育最高主管機關，
卻未能善盡主管機關監督之責，糾正違法
行為，教育部官員實為「尸位素餐」。



您知道什麼叫「沆瀣一氣」嗎?
99.8.3興人字第0990600761號函

說明：

1. 99.8.1中興大學以興人字第0990600758號函報
部申請新聘王明珂教師資格審查案。

2. 99.8.2教育部以台學字第0990133170號函復頒
發王明珂教授證書。

3. 99.8.2同日下午4時，中興大學文學院遴選委
員會立即召開會議，再次確認王明珂教授符合
本校文學院第19任院長候選人資格、條件等。

全國有幾位教授能這麼快拿到教授證書？



然而：王明珂參選時不具教授資格

1.遴選過程「自始違法」鐵證如山

2.校長核定其為院長當選人違法

3.校長將其送校教評會違法

4.校教評會之審查亦屬違法

5.教育部頒發教授證書違法

6.任職兩年月薪近20萬不當得利?

國立中興大學、教育部、遴委會
上下串通，沆瀣一氣，違法失職。



2010.12.10 第59次校務會議
提案單位：

齊 心、廖宜恩、楊秋忠、徐堯煇、巨克毅、施慶
賢、陳仁炫、曾玄哲、孫允武、蔡東纂、陳吉仲

案 由：
文學院院長遴選違反「大學法」、「國立中興大學
組織規程」、「國立中興大學院長遴選、續聘、及
解聘辦法」，人事室曲解法令，造成嚴重錯誤，校
長、文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人事室、校教評會等
各相關人員均應檢討反省，應確實依法行政。

決 議：
校務會議不針對人事個案予以討論，惟學校各級主
管及教職員於校園內之行事應遵守法令，實屬當然。
本案所有發言全部列入紀錄。

現任副校長

現任主秘



您知道什麼叫「眾口鑠金」嗎?

違法的事，卻強行表決通過。
99.6.21.中興大學校教評會明知王明珂僅具副

教授資格，違法參選院長，蕭介夫校長違法

核定其為院長，違法送校教評會審議。教評

會明知違法卻強行表決。

In matters of conscience, the law of majority has 
no place.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



王建煊捐6年薪水2000萬

█「捐錢」雖然好，認真做好「監察」
工作更重要，對人民與國家更好。

█任何公務人員如果「尸位素餐」，本
來就不應該領薪水；「捐錢」只是捐
出「素餐--不當得利」，仍有「尸位
--怠忽職守」的問題。



于右任的「不可隨處小便」

█2011年10月2日聯合報新聞

█監察院打算從于右任眾多幅墨寶中「集字」
拼組「不可隨處小便、小處不可隨便」。

█「大學法」關係我國高等教育，監察院卻
將教育部之違法案件，「隨便」處置。

█監察院與其浪費時間與公帑「集字」拼湊
「不可隨處小便」，不如認真查辦教育部
與中興大學違反「大學法」之「大法隨便」
違法行徑。



誰在包庇、縱容國立中興大學
違反大學法?

監察院 總統府 教育部

Facts do not cease to exist because ignorance.
雖然教、監、總均蓄意忽視，違法事實仍在。



小學生都看得懂的中文，中興大學、
教育部、監察院、總統府卻都不懂?

大學法規定「院長就教授中選出」

副教授當然不能參選，

也不可以遴選副教授為院長。

本案自始違法，鐵證如山。

如果連這些大人物都看不懂中文，難怪
現在學生中文程度變差。



應「依法辦理」事項
█ 撤銷王明珂先生「教授」與「院長」資格。

█ 追繳相關人員之不當得利。

█ 重新辦理文學院院長遴選。

█ 懲處中興大學失職人員：前任校長、人事
主任、文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主席、…

█ 懲處教育部失職人員。



再次感謝

許智傑委員
伸張正義、揭露違法



Teşekkür ederim!
سپاسگزارم  

謝謝!
Děkuji
Danke!

¡Muchas gracias! 
Thank you!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
ま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