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名單及個人經歷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董事會 第六屆董事及監察人名冊
職稱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創辦人 蔡長海 日本帝京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董事長
董事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董事會董事
中區 SARS 防治醫療資源整合指揮中心
中區指揮官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院長
董事 林嘉琪 輔仁大學英語系學士
由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中中央扶輪社十五屆社長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中支會理事
董事 林嘉雄 僑光商業專科學校
屏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廖麗敏 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
亞洲大學董事
董事 李焜耀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管理碩士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李慶雲 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
台大醫學院小兒科名譽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預防醫學系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董事 卓永財 美國舊金山大學管理學碩士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宗瑤 逢甲大學財稅系學士
一品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陳偉德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顧問
董事

董事

劉炯朗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博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楊漢湶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碩士
行政院衛生署 副署長

董事

黃建二

董事

羅 皓

董事

馬維建

董事

葉妍伶

監察人 彭慶添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顧問
成功大學土木系學士
華盛頓文教基金會
全國高考土木科及格
附屬仁智幼稚園董事
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
華爾頓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負責人
金悅軒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 私立華盛頓小學董事
理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企管碩士
元大文教基金會董事
元大金控總經理
台北醫學院保健營養學系學士
米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易鑫醫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亞東婦產科醫院行政總監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亞洲大學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
中國附醫兒童醫院院長
第六屆董事任期：106.10.6-110.10.5
第二屆監察人任期：104.1.17-108.1.16

董事會捐助章程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捐助章程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17 日捐助人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9 日第 2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
教育部 94 年 7 月 27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01868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22 日第 4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
教育部 99 年 7 月 19 日台高(四)字第 0990121675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第 4 屆第 7 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
教育部 100 年 2 月 16 日台高(四)字第 1000023244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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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二章
第一節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總則
為促進高等教育發展之目的，設立財團法人亞洲大學（以下簡稱本法人）
，特依私立
學校法第十條第一項及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訂定準則之規定，訂定本章程。
本法人事務所設於台中市霧峰區南柳里 14 鄰柳豐路 500 號。
本法人之辦學理念為：
一 傳揚愛的教育與全人教育。
二 崇尚學術自由與專業自主。
三 以健康、關懷、創新、卓越為校訓。
四 致力於前瞻化、卓越化之教學，本土化、國際化之研究，社區化、優質化
的服務。
本法人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設立亞洲大學，地址為台中市霧峰區南柳里 14 鄰柳豐路
500 號。
本法人設立時捐助之財產總額為新臺幣貳億元，由創辦人蔡長海、林增連等人捐
助設立。嗣後並得繼續接受國內外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捐贈。
本法人之創辦人為蔡長海、林增連二人。
董事會
組織
本法人董事會董事之總額為十五人；董事長一人，由當屆董事互選之；董事長對
外代表本法人。
董事每屆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創辦人為當然董事，不經選舉而連任。
董事須為認同本法人設立目的及辦學理念，且熱心教育事業並具貢獻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董事候選人：
一 曾任私立學校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修正生效前已設立之財團法
人私立學校（以下簡稱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長、董事，或修正生效後
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或私立學校校長，利用職務上機會
犯罪，經判刑確定或經依法解職或免職。
二 曾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三 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 無行為能力者或限制行為能力。
董事改選時，除依法令或本章程規定不具董事資格者外，現任董事得為下屆董事
之候選人，依本章程所定董事總額加推三分之一以上適當人員為下屆董事候選
人，並列明於候選人名單後，由現任董事從候選人中選出足額之下屆董事。
前項董事之候選人應預先出具願任同意書，始得列入候選人名單；其於當選後本
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前，因死亡、撤銷同意或其他事由不能擔任下屆董事者，視為
任期中出缺，董事會應辦理董事補選。依私立學校法補選之董事候選人，亦同。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二節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董事長、董事有私立學校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解任；其當
然解任之生效日期，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
董事長、董事有私立學校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情事時，其職務當然停止；其當然
停職之生效日期，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董事長、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本法人董事會予以解職或解聘：
一 董事長、董事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行董事長、董事職務。
二 董事長、董事任職期間，因個人行為影響本法人聲譽。
前項解職、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並應自解職、解聘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
知該董事長解職、董事解聘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董事會議紀錄。
董事長、董事於任期中出缺時，董事會應於其出缺後一個月內，推選董事長或補
選董事。創辦人喪失其當然董事資格或於任期中因本捐助章程之修訂，增加董事
名額後之缺額時，亦同。
依法補選之董事，補足原任者之任期。但創辦人喪失其當然董事資格或於任期中
因本捐助章程之修訂，增加董事名額後之缺額時，其補選董事之任期以補足當屆
董事之任期為限。
董事會得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一至二人，辦事員一至三人，辦理日常事務及會
議紀錄之整理。
職權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捐助章程之變更。
二 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 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職。
四 監察人之選聘及解聘。
五 校長之選聘、監督、考核及解聘。
六 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為有助增加本法人所設學校
財源之投資。
七 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
出租。
八 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規定，為學校附屬機構之設立。
九 本法人所設學校之籌設、停辦、改制、合併、解散，或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
或社會福利事業，或聲請本法人破產之決定。
十 校務報告、校務計畫、重要規章之審核及執行之監督。
十一 經費之籌措及運用。
十二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十三 財團法人變更登記資料之審核。
十四 本法人設立基金之管理。
十五 所設學校基金管理之監督。
十六 財務行政之監督。
本法人董事會決議之重要事項，指依私立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所列
各款及下列事項：
一 捐助章程之變更。
二 監察人之選聘及解聘。
三 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為有助增加本法人所設學
校財源之投資。
四 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規定，為學校附屬機構之設立。

五

第三節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三章
第二十條

本法人所設學校之籌設、停辦、改制、合併、解散，或改辦理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或聲請本法人破產之決定。

董事會議
董事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開會通知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於會議十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長召集董事會議，並為會議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或擔任主席時，
由出席董事互推一人為會議主席。
經現任董事二人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
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二十日內召集之；逾期不為召集時，由請求之董事報經
學校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但因故無法親自到場時，得以視
訊會議方式為之，並應全程錄音、錄影存證並載明於會議紀錄，妥善永久保存。
第十四條所列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十日前，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將議
程通知各董事。
前項所定會議十日前，指開會通知單發文日之次日起算至開會當日前一日止，至
少滿十日。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連續召集三次董事會議，每次會議間隔
之一定期間，至少十日。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但董事會為第十四條所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為第十三條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之決議時，應以投票方式行之，並經
出席者當場將票全數封緘後簽名永久保存，其表決結果並應載明於會議紀錄。
董事會議紀錄應由會議主席及紀錄人員簽名，並於會後十日內，將會議紀錄分送
各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列席人員，並依法令規定送學校財團法人主管機關。
董事會議紀錄應列入本法人重要檔案，於本法人存續期間，永久保存於本法人事
務所。

監察人
本法人置監察人一人，任期四年。
監察人須認同本法人設立目的及辦學理念。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監察人之候選人：
一 曾任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長、董事，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或私立學校校長，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罪，經判刑確定或經依法
解職或免職。
二 曾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三 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監察人之選聘，由董事會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出監察人候選人，經董事會決議，報學
校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聘任之。
第二十二條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 財務之監察。
二 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監察。
三 決算報告之監察。

四

第二十三條

依私立學校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學校法人解散清算期內財務報
表及各項簿冊之審查。
監察人有私立學校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解任；有同條第
三項情事時，其職務當然停止。
監察人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本法人董事會予以解聘：
一 具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列情形之一。
二 有事實足以證明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公務、違
反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三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任職本法人或所設學校。
監察人有前項情形之一，經本法人董事會決議解聘時，本法人應自解聘決議之
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監察人解聘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
該次董事會議紀錄。

第四章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之管理
第二十四條 校長之選聘、監督、考核及解聘事項與程序，應由董事會依私立學校法及相關
法律規定訂定辦法，經董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之。
校長之聘任契約，應由本法人與當事人以書面方式為之；契約內容並應載明權
利、義務及其他雙方合意之事項。
前項校長聘任契約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基金及經費不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
金融事業機構。
第二十六條 本法人所設學校之收入，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算項目之支出；其有賸餘款者，
應保留於該校基金運用。
前項賸餘款，經本法人董事會決議，並報經學校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後，得於其
累積盈餘二分之一額度內轉為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
第二十七條 本法人所設學校辦理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第一項所定事項，應經本法人董事會
決議，並專案報請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應依法令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
施自我監督。
第二十九條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應依法令建立會計制度，據以辦理會計事務。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之年度收支預算、決算，應分別陳報學校財團法人主管機
關、本法人所設學校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預算編列之項目、種類、標準、計算方式及經費來源，應於學校資訊網路
公告至預算年度終止日。
本法人及所設學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決算及年度財務報表，應依教育經費編
列與管理法相關規定公告之。
第五章
第三十條

附則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為無給職者，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時，應由本法人聘為專任，且不另支給出席費
及交通費；其報酬之上限，應符合學校財團法人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十二條所列董事會辦事人員，納入本法人所設學校之員額編制。
前三項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董事會辦事人員所需經費及支用情形，應載明
於本法人之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四條

本法人創辦人、董事或監察人執行職務有利益衝突者，應依私立學校法第八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
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益。
創辦人、董事或監察人有前項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或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利害關係人得向董事會舉發，經調查屬實者，董事
會應命其迴避。
創辦人、董事或監察人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者，應由董事會決議命其
迴避。
董事會議討論事項涉及董事長或董事本身利害關係時，該董事長或董事除為必
要之說明外，應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之人未迴避者，其參與之該次會議所為之決議，無效。
第四項規定於董事長之選舉及董事之改選時，不適用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於董事會辦事人員準用之。
本法人解散清算後，賸餘財產歸屬學校所在之地方政府所有，作為繼續辦理教
育事業之用。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私立學校法、民法、內政部訂定之會議規範及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本章程報請學校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核定，並經法院登記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董事會財務資訊
1. 本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明細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明細
姓名

職稱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單位：元
報酬及費用性質

蔡長海 無給職董事長

80,000

40,000

8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陳偉德 無給職董事

60,000

40,000

4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林嘉琪 無給職董事

80,000

40,000

8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江東燦 有給職董事

1,290,300

1,290,300

無給職董事

93,000

44,000

楊漢湶

有給職董事

-

-

1,290,300

董事會薪資

22,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967,725

董事會薪資

李慶雲 無給職董事

88,000

44,000

88,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林宗瑤 無給職董事

85,000

40,000

8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蔡文祥 無給職董事

44,000

林嘉雄 無給職董事

60,000

40,000

8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劉炯朗 無給職董事

66,000

44,000

66,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卓永財 無給職董事

40,000

羅文貴 無給職董事

60,000

40,000

6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蔡瑞榮 無給職董事

80,000

40,000

6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

-

-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6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李焜耀 無給職董事

-

-

22,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黃建二 無給職董事

-

-

2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葉妍伶 無給職董事

-

-

2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無給職董事

-

-

2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馬維建 無給職董事

-

-

22,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羅皓

彭慶添 監察人

60,000

20,000

2. 其他每一筆收支超過 10 萬元之項目：無。

60,000 董事會出席及交通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