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四任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李宏仁 性別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須47年8月2日以後出生) 

(個資不公開) 

 

國籍 

本國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個資不公開) 

□外國籍  護照號碼：(個資不公開) 

國名：中華民國（臺灣） 

通訊

資料 
(個資不公開) 

教授證書 
(無者免填) 

字號：教字第013658號          起資年月： 93 年 4 月 

現 

職 

服 務 機 關 (構) 名 稱  專任或兼任 
現職（職

級） 
到職年月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專任 教授 93年4月1日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系所名稱 
論文指導者 

(大學以下免

填) 

學位 

名稱 

領受學位

年 月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法學

士 
73年6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原三民主義研究

所) 

高旭輝 
教育

碩士 
78年6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原三民主義研究

所) 

高旭輝 

耿雲卿 

法學

博士 
86年6月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構) 名 稱 專任或兼任(含兼職) 
職稱（職

級） 
任職起迄年月 

國立臺中商專 專任 助教 
78年10月～ 

81年7月 

國立臺中商專 專任 

助教兼課外

活動指導組

組長 

80年9月～ 

81年7月 



國立臺中商專 專任 

講師兼課外

活動指導組

組長 

81年8月～ 

82年7月 

國立臺中商專 專任 講師 
81年8月～ 

86年8月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專任 副教授 
86年8月～ 

93年11月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專任 

副教授兼學

生諮商輔導

組組長 

93年2月～ 

93年3月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專任 

教授兼學生

諮商輔導組

組長 

93年4月～ 

94年1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專任 
教授兼學務

長 

100年12月～ 

104年7月 

經 

 

 

 

歷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專任 教授 
93年11月～ 

100年11月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專任 

教授兼 

共同學科主

任 

93年8月～ 

95年7月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專任 
教授兼學務

長 

96年8月～ 

100年11月 

國民大會 兼任 
2005年任務

型國大代表 

94年5月20日

~94年5月31日 



具 

  

備 

 

之 

 

資 

 

格 

 

條 

 

件 

大學校長任用資格，應同時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2款資
格，或具同條例第10條之1之資格。 

◎請勾選符合之選項，並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符合10條第1項第1款各目資格之一：（請勾選第1目至第3目，可複選） 

□第1目：中央研究院院士。 

第2目：教授。 

□第3目：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第3目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13-1條第3項各款條件之
一，或第4項之條件：(勾選第3目者，務請擇一勾選以下選項，可複選)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擔任兼任教授、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擔任專任或兼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擔任研究員。(第3項
第1款) 

□曾任專科以上學校講座教授或榮(名)譽教授，具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後，曾從事

相關之教學或研究工作8年以上，有創作、發明或重要專門著作，在教學、學術研究上
有重要貢獻。(第3項第2款) 

□曾任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研究組織研究人
員或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部門研發人員，具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後，曾從事相關
之教學或研究工作8年以上，有創作、發明或重要專門著作，在教學、學術研究上有重
要貢獻。(第3項第3款) 

□本細則中華民國108年8月1日修正施行前，已依本條例第10條所定曾任相當教授之教
學、學術研究工作資格擔任大學校長者，具有大學校長之聘任資格。(第4項) 

二、符合第10條第1項第2款資格： 

依大學校長應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3年以上。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所稱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
構之主管職務，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務請勾選以下選項，可複選） 

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曾任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薦任第9職等或相當薦任第9職等以上之主管職務。 

□曾任下列民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 

(一)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並依其組織架構所列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二)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院，並依其組
織架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三、符合第10條之1資格：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00年11月1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大學校長，或符合修正前
大學校長聘任資格者。 

註：1.請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如為外國文件，請附中譯本並公證） 
(1)最高學歷學位證書影本(國外學歷學位證書應經駐外單位驗證)。 
(2)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教授或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證明或擔任同級學校校長

證明影本。 
(3)曾任主管職務及各項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2.以上各項資格與年資之計算，採認核計至本案收件截止日(111年11月23日)為止。 
3.候選人務必就表內「具備之資格條件」勾選，遴委會將依候選人勾選項目進行資格審查。 
4.【兼職】本案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即108年11月24日(含)以後】如有下列兼職，請務必填

列：(1)營利事業機構職務(2)財團法人董、監事或其他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3)其他重要職
務。另如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與遴選委員會委員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且曾有聘僱或



職務上直接隸屬關係者，亦請務必填列。 
5.本表請以 A4格式、標楷體14號字繕打。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並請繳交 WORD電子檔。 



二、著作(含學位論文)、作品及發明目錄 

李宏仁歷年發表著作一覽表 

日期 著作名稱 發表刊物 

一、論文 

78年6月 
中共司法制度之研究 

(學位論文)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高旭輝 

86年6月 
兩岸憲法法理的比較研究 

(學位論文)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高旭輝、耿雪卿 

102年12月 

兩岸推動互信機制的戰略三角

分析（劉鎮燈、李宏仁） 

(會議論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

報第二期(pp.217-238) 

二、專書 

103年8月 
我國調解理論與實務 

(專書) 

三 馨 書 局 

（92年初版、103年修訂版） 

103年11月 

把憲法帶進校園－民主、法治

與人權保障的公民生活 

(專書) 

三 民 書 局 

（105年1月出版） 

三、作品 

92年6月 

台灣地區政治文化的遞嬗與重

構 

(作品) 

（1949～2003）復文書局 

97年6月 
上山、仁人、關於生命觀 

(作品)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運動文學第

四輯(pp.68-70) 

101年12月 
身體健康來自良好的運動習慣 

(作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運動文學第

七輯(p.42) 

102年5月 學務行詠－校園人權篇 102年度大專校院第一次學務



(作品) 長會議研習手冊(pp.15-18) 

109年12月 

「推己及人」成就「善的循

環」 

(作品) 

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專書 

(「調解心鄉土情」上) 

111年3月 
問天－調解委員的無奈與感動 

(作品) 

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專書 

(「調解心鄉土情」上) 

111年11月 

多重角色於一身的人間菩薩－

調解委員的角色扮演 

(作品) 

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專書 

(「調解心鄉土情」下) 

 

註：1.請詳列個人發表之著作，依期刊及會議論文、專書、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專
利、發明及其他等順序分類填寫。 

2.各類著作請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按原出版之次序）、出版
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及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 

3.本表請以 A4格式、標楷體14號字繕打。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並繳交 WORD 電子
檔。 



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含服務及貢獻) 

授  獎  單  位 內   容 時   間 文     號 

陸軍總司令部 
在營服務期間工作勤奮、表現優

異 
75.8 

(75)岡有字第

12875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辦理調解業務，績效優良 92.10.20 
中院調字第二

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辦理調解業務，績效優良 93.8.6 
中院調字第001

號 

內政部 

擔任調解委員，服務滿16年以

上，熱心奉獻，化解糾紛，疏減

訟源，促進地方祥和，績效卓

著。 

107.8.22 
內授中民字第

1071101939號 

大里國小 傑出校友獎狀 103.11.15  

臺中市政府 104年度臺中市獨任調解績優人員 105.4.12  

臺中市政府 105年度臺中市獨任調解績優人員 106.4.20  

臺中市政府 106年度臺中市獨任調解績優人員 107.5.24  

臺中市政府 107年度臺中市獨任調解績優人員 108.3.27  

行政院 

擔任調解委員，服務滿20年以

上，熱心奉獻，化解糾紛，疏減

訟源，促進地方祥和，績效卓

著。 

111.8.9  

註：1.相關文件請附影本。 
2.如為外國文件，請附中譯本並公證。 
3.本表請以 A4格式、標楷體14號字繕打。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並繳交 WORD 電子
檔。 



四、治校理念與抱負 

(含妥善運用資源之規劃，以3,000字為原則；請另附本項500字以內摘要) 

李宏仁教授治校理念 

壹、當前我國技職教育大環境之挑戰 

一、 國內少子化困局與社會經濟型態轉型之衝擊 

1. 少子化的結果，技職教育體系與高教體系招生競爭將更形劇烈。 

2. 社會經濟型態轉型的結果，技職體系畢業生受主、客觀因素影響，更為窄

化。 

二、 全球化趨勢下應與國際人才培訓接軌 

1. 技職教育應力求與世界潮流同步發展，觀摩並學習外國技職教育的特色。 

2. 透過國際交流，培養能與國際接軌的人才。 

三、 政府經費的補助已以績效導向之資源分配 

1. 政府經費有限，對各校的補助將越偏重以績效導向之資源分配。 

2. 應勇於創新，以契合社會現況的教學成效爭取經費挹注。 

四、 學用不一的現象使學生及家長卻步 

1. 技職教育高教化，導致學生畢業後反而無一技之長，致使學生家長卻步。 

2. 落實技職教育的實務性教學及實習課程，俾利與高教體系作出區隔。 

 

貳、當前本校面臨的困境 

一、 恢復本校在技職教育體系之榮光，挽救日益墜落的校譽 

1. 依 1111 人力銀行公布的企業最愛排行榜，本校畢業生 105 年時在全國各大企

業的喜好度，在中部地區幾為第一，然而時至今日，卻已成為中部公立學校

後段班學校。 

2. 為提昇本校榮光與校譽，亟應積極發掘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 

二、 改變家長權威式的校園治理文化，轉型為同儕協力式的服務共治

文化 

1. 校園為教師實施教育，學生努力學習的場域，首重公平、合理與包容。 

2. 我們堅持不能再以家長權威式的校園治理型式，而是應以服務同儕、友愛彼



此的心態，創造協力式的共治文化。 

三、 部分校舍，場館老舊，未能因應長遠的發展 

1. 三民校區翰英樓、奇秀樓及體育館皆已老舊，亟待拆除、改建。另多處閒置

的校園資產空間，亟待整合活化運用。 

2. 唯有現代化的教學、研究及生活設備，才能為學校引領更宏遠的發展。 

四、 未來三個校區的連繫，應兼顧科技化與人性化 

1. 未來本校將有三個校區，即三民校區、民生校區與南屯校區應以科技化的連

繫方式，並採人性化的行政服務支援教學研究。 

2. 三個校區各自肩負不同的教學，研究或實習的任務，應妥善分工，共創佳

績。 

五、 教學與運動休憩空間相互干擾 

1. 三民校區與民生校區皆由高職逐步發展至今，校地有限，師生運動、休閒空

間不足，且常與教學相互干擾。 

2. 應爭取周邊土地，擴大校園規模，使教學研究區域不受休閒運動區域的干

擾。 

 

參、四大發展目標與願景 

一、 恢復本校為中部地區技職教育的標竿地位並成為國際知名大學 

1. 本校擁有素質優異的教職員與學生，只要善加引導，必能盡速恢復中部地區

技職教育的標竿地位。 

2. 積極與國際交流、接軌，參與國際教學、研究與競賽，致力提昇國際能見

度，期能成為世界知名大學。 

二、 參與跨校聯盟，促進區域合作，促進各學校均衡發展 

1. 本校目前並未加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無從與中南部地區十所國立大學校

院從事教學、研究、國際化及人才培育等多面向的連結。 

2. 為尋求與中部地區大學，甚至全國或國際上各大學溝通交流，允宜盡速加入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俾在既有基礎上持續發展，並達成資源共享、合作共榮

的綜效。 

三、 建立校友服務中心並規劃校園衍生企業等前瞻做法以奠基本校財



務之健全穩定 

1. 政府對各大學的預算與補助日益緊絀，本校允宜就未來可能面臨財務問題及

早規劃因應。 

2. 未來南屯校區建設完成後，民生校區宜轉型為大型日照長青學院，而在各校

區亦宜結合本校廣大校友及產業界豐沛的資源與能量，進行「校園衍生企

業」的規劃與實踐，俾利本校未來財務更加健全。 

四、 落實「遠、大、密、微」與「禮、義、廉、恥」的校訓於學生養

成教育之中，培養具競爭力的技職生 

1. 「遠、大、密、微」與「禮、義、廉、恥」分別為臺中商專及臺中護專之校

訓，本校自兩校合併後，似逐漸淡忘傳統的校訓，然而此二校訓，寓意深

遠，若能落實，必能使學生終身受益。 

2. 在教學與學生活動的目標設計上，允宜融入此二校訓，俾使教學及活動有指

引式的目標，對學生品德及能力上的養成，必能發揮極大的實益。 

 

肆、宏仁構思的四大治校面向 

一、 建立安心就學且具競爭力的全人優質教育校園 

1. 建構協助經濟弱勢的學生順利就學多網絡系統，強化安全且無障礙的校園環

境，尤其應主動關懷師生，落實友善的環境，同時建立優美的校園。 

2. 力促課程設計能契合學生未來就學競爭力，培養符合社會發展與國家需求的

優秀人才。 

二、 完善教師教學支援系統並鼓勵提昇教學品質 

1. 改善僵硬量化的教學評量方式，更積極實質給予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2. 針對教師不同需求，多面向提供專業協助（例如協助教師全面開發數位化教

材），減輕教師教學負擔，改善 TA 制度並積極協助教師之專業成長，並鼓勵

與業界接軌、合作。 

三、 支援教師升等並促教師能安心教學研究 

1. 降低新進初任教師教學研究以外事務之壓力，鼓勵各級教師升等外，更要積

極地協助教師升等，以促使教師能更對本校具向心力，並投入更多心力於教

學與輔導學生的工作。 

2. 建立「教師傳習制度」，致力於學術研究與產學計畫等層面，透過教師同儕團



體協力互助，資源整合俾能提昇共利。 

四、 建構積極、效率、公平、廉能的行政支援教學體系 

1. 應評估行政團隊的人力配置，解決勞逸不均問題，建立一個積極、有效率、

公平又廉能的行政支援教學系統。 

2. 結合電子計算機中心的功能，即時提供更優質的「智慧型資訊」，除了資訊更

加透明、流通之外，同時也要力求人性化的溝通與管理。 

 

伍、以公平的心，協調的能力從事校務治理 

  宏仁是臺灣唯一服務長達二十年的教授調解委員，獨任調解成功案件達二

千件以上，更是全國性，臺中地區調解研習會講座，未來如有機會，必將以公

平的心及協調的能力，期使校園能更和諧，各項事務的運作能更順利！ 

 

 

 

 

 

 

 

 

 

 

 

 

 

 

 

 

 

 

 

 

 

 

 

 

註：1.請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2.本表請以 A4格式、標楷體14號字繕打。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並繳交 WORD 電子
檔。 



 

李宏仁教授治校理念摘要 

壹、當前我國技職教育大環境之挑戰 

一、 國內少子化困局與社會經濟型態轉型之衝擊 

二、 全球化趨勢下應與國際人才培訓接軌 

三、 政府經費的補助已以績效導向之資源分配 

四、 學用不一的現象使學生及家長卻步 

貳、當前本校面臨的困境 

一、 恢復本校在技職教育體系之榮光，挽救日益墜落的校譽 

二、 改變家長權威式的校園治理文化，轉型為同儕協力式的服務共

治文化 

三、 部分校舍，場館老舊，未能因應長遠的發展 

四、 未來三個校區的連繫，應兼顧科技化與人性化 

五、 教學與運動休憩空間相互干擾 

參、四大發展目標與願景 

一、 恢復本校為中部地區技職教育的標竿地位並成為國際知名大學 

二、 參與跨校聯盟，促進區域合作，促進各學校均衡發展 

三、 建立校友服務中心並規劃校園衍生企業等前瞻做法以奠基本校

財務之健全穩定 

四、 落實「遠、大、密、微」與「禮、義、廉、恥」的校訓於學生

養成教育之中，培養具競爭力的技職生 

肆、宏仁構思的四大治校面向 

一、 建立安心就學且具競爭力的全人優質教育校園 

二、 完善教師教學支援系統並鼓勵提昇教學品質 

三、 支援教師升等並促教師能安心教學研究 

四、 建構積極、效率、公平、廉能的行政支援教學體系 

伍、以公平的心，協調的能力從事校務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