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學院捐助章程(核定本)
中華民國 78 年 4 月 6 日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0 月 12 日董事會第三屆第十次會議修正
經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 10 日教育部台(88)技(2)字第 8800948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2 年 4 月 22 日董事會第五屆第六次會議修正名稱、第一、二、四、六、七、十條條文
經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13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2006724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26 日董事會第六屆第十次會議修正名稱、第一、三條條文
經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5017111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5 日董事會第七屆第十二次會議修正
經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212838 號函核定
99 年 3 月 17 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9 年度法字第 1 號民事裁定准予修正變更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0 日董事會第八屆第十二次會議修正
經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30069171 號函核定
103 年 7 月 16 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3 年度法字第 9 號民事裁定准予修正變更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6 日董事會第八屆第十九次會議修正
經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099847 號函核定
104 年 8 月 18 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法字第 7 號民事裁定准予修正變更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為遵照國家教育政策暨現行教育法令之規定，辦理技術學院，並謀求其
健全發展，設立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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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人之事務所設於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268 號。
本法人之辦學理念為：
一、落實全人教育，培育觀光領域具理論與實務專業技能人才。
二、暢通升學及就業進路，造就學生發展前景。
三、加強產學合作建立教育夥伴關係，促進帶動國際學術交流，提升校
譽。
本法人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設立下列學校，其名稱及地址如下：
臺灣觀光學院：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268 號。
本法人設立時之財產總值為新台幣參億元整（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其他
產權），於 78 年 4 月 6 日訂定捐助章程時由吳儀聖等捐助。於 91 年 10
月 4 日經教育部台（91）技（二）字第 91132603 號函核准更名為「台灣
觀光經營管理專科學校」時，財產總值在 91 年 7 月 31 日決算（90 學年
度）為新台幣柒億陸仟貳佰玖拾玖萬肆仟肆佰柒拾柒元整，嗣後並得繼
續接受國內外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捐贈。

第二章 董事會
第一節

組織

第六條

本法人董事會董事之總額為七人；董事長一人，由當屆董事互選之；董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事長對外代表本法人。
董事每屆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董事須認同本法人設立目的及辦學理念。董事候選人並須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
一、熱心教育事業並具貢獻之國內外人士。
二、具有教育理念及教學或教育行政經驗者。
三、具有辦學經驗，且瞭解私立學校運作者。
四、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具有相關專業背景者。
五、熱心教育，願捐資協助學校，對學校未來發展能有顯著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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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
本法人所設學校之職工、學生不得充任本法人之董事。
本會董事改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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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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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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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決議之日起十五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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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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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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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辦事員若干人，辦理日常事務及會議紀錄之整
理。
第二節

職權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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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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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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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董事會議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董事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二次，開會通知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
於會議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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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內召集之；逾期不為召集
時，由請求之董事報經教育部許可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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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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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董事會為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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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為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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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法令規定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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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法人主事務所。

第三章 監察人
第十九條

本法人置監察人一人，任期四年。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為本法人監察人之候選人：
一、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總務、會計單位主管合計十年以上，成績優良。
二、執行會計師或律師業務十年以上，聲譽卓著。
三、曾任政府機關或機構主計、會計、審計職務合計十年以上，成績
優良。
四、曾於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擔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講授財務金融、
會計、審計、經濟、法律或相關課程合計十年以上，聲譽卓著。
五、曾任金融、證券、期貨等相關機構經理或相當職位以上職務合計
十年以上，聲譽卓著。
六、曾任公私立學校校長、學校或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
具有十年以上辦學經驗。

七、其他經本法人認定足堪勝任監察人職務。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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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
監察人之遴選、改選、補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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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教育部核定後，聘任之。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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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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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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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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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本法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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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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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人所設各學校之財務、人事及財產，各自獨立。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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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經教育部同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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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流用於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本法人所設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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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專案報請教育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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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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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陳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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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財團法人於解散清算後，其剩餘財產應歸屬學校所在地之地方政
府，作為辦理教育事業之用。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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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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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人創辦人、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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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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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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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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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報請教育部核定，並經法院登記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