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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597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4年 5月 4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會議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湯銘哲代）  蘇炎坤（方銘川代）  柯慧貞  張志強   

黃肇瑞（張錦裕代）  張克勤  楊明宗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蔡森田代）  閔振發   

賴溪松  周澤川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王永和  徐德修 

列席：林麗娟 

主席：高  強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及確認事項： 

一、報告本校第 596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與執行情形，並確認紀錄。 

二、報告本校主管會報各追蹤事項執行情形，結案事項列入第 596次主管會

報紀錄；繼續追蹤事項，請各有關單位積極辦理。 

三、主席報告： 

(一)本校邁向國際一流大學之規劃，除管理學院、生科學院外，各學院計

畫書之外審意見均已收齊，歐副校長已於今日分送各學院。各外審委

員的意見雖不見得一致，但都相當宏觀、中肯，比如對老師們教學、

研究的看法，對學院的系所發展之意見等，各學院可從不同角度多元

思考，凝聚院內共識，做最適當的修訂。明年將正式進行第一次教師

評量，請各學院將有待加強之意見讓老師們知悉，以提早做準備。據

悉教育部將於 6月初公布發展一流大學相關辦法，大家先將計畫準備

好，屆時再配合辦法彙整提出申請。教務處、研發處、總務處等行政

單位也都知道外審委員對各學院計畫的審查意見，將依據各學院之發

展目標與資源需求，就空間、設備、經費、人力等做規劃，並排列優

先順序，再視教育部核定之補助額度依優先順序分配經費。7月 31日

將利用新卸續任主管研習會安排邁向國際一流大學之議題進行研討，

分別由各學院、各一級單位報告未來做法，雙方面再進一步交換意見。 

(二)成大創投公司上週五在本校召開董事會，目前由張瑞欽校友擔任董事

長，過去一年運轉得相當不錯，下個階段本校與研發基金會將各投資

二千萬元，依照合約內容，本校每年將固定獲得資本額 1﹪的回饋金

（二百萬元），另外還有投資利潤的紅利收入。未來不論是教育部或社

會對學校的評鑑，除研究、教學成果外，與企業界的合作、技術應用、

專利數、權利金等，應也是重要的指標，值得大家共同努力。 

四、各單位報告： 

(一)歐副校長： 

1.有關「東南亞與台灣大學校長論壇」秘書處之設置，教育部已同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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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將由校長擔任主席，副校長擔任秘書長，研發長與管理學院

院長擔任副秘書長，謝文真教授擔任執行秘書，秘書處辦公室將設在

副校長室，教育部公文核定到校後即可正式運作。 

2.中文系與外文系申請馬來西亞學位承認事宜，此次共有 11所學校透過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向馬來西亞政府提出申請，結果只有本

校的申請被接受，辦學績效相當受肯定，請中文系、外文系就其初審

意見再加強，以順利通過認證。 

(二)教務處： 

1.第 12屆東元獎開始接受申請，獎勵類別有科技類、創意類、人文類，

請各位主管轉知有意透過學校申請者，於 6 月 1 日前將申請資料送至

學術服務組，俾提本校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審查。 

2.本校 9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即將遴選，各系所應於 4月 29 日前向各

學院推薦，請各學院依辦法規定提名候選人，於 5月 20日前將相關資

料送學服組彙辦。 

3.本校 94 年度校友傑出成就獎即將選拔，各學院若有適當人選請於 5

月 31日前將相關資料送學服組彙辦。另根據 87年度選拔委員會建議，

各單位推薦時請將歷年推薦而未獲當選之候選人列入考慮。 

(三)學務處： 

1.本週為「校園安全週」，今年首次將各項活動集中舉辦，正熱烈進行中。

今晚六時將邀請台南市警局專家針對防止詐騙主題演講，明晚有急救

寶典、談壓力調適與自我傷害的預防之演講，請多鼓勵同學參加。 

2.最近憂鬱症問題再度受到社會大眾關心，昨日應媒體要求分享本校實

施校園心理衛生三級預防之經驗與成果，本校近三年學生憂鬱程度均

較全國大專院校平均數低，且呈逐年下降趨勢，93年自殺事故死亡人

數已降為 0人。 

(四)總務處： 

1.上週六下午看到不少活動布條圍掛在成功湖，經查是學生社團申請在

榕園的活動，由於與校園景觀相當不搭調，已當場勸說撤下布條。 

※校長：學生社團舉辦活動除向學務處申請外，場地之借用應向總務處

申請，且申請與實際舉辦之場地應相符，未來請大家共同留意。 

2.社科院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服務建築師，已於上週五順利選出。 

(五)研發處： 

國科會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科技組 4 月 29 日安排歐盟卓越微電

子中心 IMEC副院長赴南科參觀，亦邀請本校（由研發長率領電機、

化學、化工、航太及機械等共 12 位教授）前往商討與 IMEC 於微電

子、晶片技術及生醫相關領域之合作事宜。 



 3 

(六)研究總中心： 

安南校區遼闊又偏遠，已二、三年未割草，擬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校長：請總務處至少每年整理一次。 

(七)軍訓室： 

今晚 20:20將進行學生宿舍防災疏散練習及抽驗。 

(八)理學院： 

教育部正在籌劃高中四年制基礎科學菁英班，將分別在北一女、建

中、新竹實驗高中、台中一中、台南一中及高雄中學各設一班，每班

招收國二升國三生 25 人，共計 150 人，分兩階段上課。第一階段為

第一、二年（原國三、高一）授畢高中三年全部課程，完成後可參加

學測進入大學就讀；第二階段為第三、四年（原高二、高三）由臨近

大學支援授畢大一基礎科學課程，並參加研究活動及國際科學競賽，

以培育未來科學菁英。本校理學院將支援南一中菁英班第二階段的授

課及研究活動。此高中菁英班計畫將可與本院規劃中的理學院菁英班

互相銜接。 

(九)工學院： 

上個月院內系所主管座談時，討論到邁向一流大學經費分配事宜，將

考慮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分配予各系所；一部分視各項表現績效分

配；另一部分由院保留並開放爭取，包括跨院計畫，經費提撥則與相

關學院討論配合。 

(十)電機資訊學院： 

1.東森公司擬就遠距醫療方面與本校進行合作，將由數位生活科技研發

中心與東森繼續洽談，進行合作計畫。 

2.加拿大工業部資訊與通信技術局局長 5 月 3 日來訪，並與校內相關領

域教授座談，預計今年將以晶片系統為合作重點。未來希望能邀請加

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蒞校參訪，促進雙方合作，亦將與加拿大幾個大

學保持聯繫，尋求合作機會。 

(十一)規劃與設計學院： 

1.明日下午 15:30邀請麥朝成教授蒞校主講「成大論壇」。 

2. 5月 14、15日將召開 2005規劃與設計國際研討會，並將與墨那須大

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簽訂院際學術合作協定。 

(十二)管理學院： 

建議修訂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辦法，使獎學金額度更具彈性，以增加

得獎人數。 

※校長：請與學務處研商提出修訂，在辦法未修訂前可先以簽呈辦理。 

(十三)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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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與宋副校長到高雄醫學大學評鑑，高醫提供很充裕的研究空間與

各項資源積極發展研究中心，並積極走向國際化，在校務發展上的努

力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國際化方面，預計在每個學院各配置一名外籍

之英語授課教師，相當值得本校參考。 

(十四)社會科學院： 

1.社科院大樓新建工程，感謝總務處的協助，已於上週五完成建築師之

遴選。全院師生都很期待新院館的落成，希望能順利依工程進度推動。 

2.配合學校推動國際化腳步，本院將於下學期推出 7至 8 門英語授課課

程，正積極宣導中；惟考慮應以學生之有效學習為首要，若學生有反

應，是否適合以中文再講解一次。 

※校長：英語授課偶爾輔以中文說明應該沒問題。 

(十五)計網中心： 

1.本中心於 4月 27日召開「垃圾郵件阻擋成效與郵件系統過濾設定」說

明會，計有 60多位同仁參加。 

2.本中心與總務處保管組共同開發 PDA財產查驗系統，目前正積極測試

中，預計 5月 10日上線，將可節省許多人工作業，增進工作效率。 

3.近期將邀請各單位秘書討論本校網頁最新公告之功能更新事宜。 

4.本校已有成英計畫可測驗學生英文能力，不知需否規劃學生資訊能力

測驗。 

※校長：合理的大學生資訊能力等級若能清楚定義，應可規劃進行，請

與圖書館、社科院研究規劃。 

五、下次主管會報訂於 94.5.18下午 14:00舉行。 

貳、討論決議事項 

【第一案】 

教務處提請討論本校體適能中心管理辦法草案一案， 

決議：請依下列意見修正，並請法律系老師或法律顧問確認後通過。 

(一)「辦法」請改為「要點」，並依要點格式修正。 

(二)請考慮採預約制，週六、日能否開放某一時段亦請考慮。 

(三)與罰則、賠償有關之條文，請集中規範。 

(四)第一、十條及其他文字修飾，請依會中意見修正。 

【執行情形】 

教務處： 

一、預約制待體適能中心運作上軌道後再行納入。 

二、依會中意見修正並會請法律系老師確認，修正要點如附件一。 

【第二案】 

教務處提請討論本校大學部開授暑期班課程學分費，擬自本年度暑期班開

m59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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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統一採進修學士班理學院學分學雜費標準收費乙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第三案】 

總務處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園環境美化綠化暨清潔競賽辦法」第四條

條文乙案， 

決議：請再依下列原則修訂後通過。 

(一)請各學院先辦理院級初賽，並將初賽結果送總務處做為校級競

賽時參考。 

(二)校級競賽之系所單位，由競賽當天抽籤決定。 

(三)獲校級前三名之系所，一年內免參加評比。 

【執行情形】 

總務處：已遵照決議修正，如附件二。 

【第四案】 

藝術中心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

乙案，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執行情形】 

藝術中心：遵照辦理。 

【第五案】 

有關本校校園雙語指標工程之追蹤案， 

決議：各系館雙語指標之製作應加快腳步，請各學院督導各系所在一個月

內完成（外文系、機械系做得很不錯，各院系可參考），下次清潔競

賽時將列入檢查。 

【執行情形】 

文學院：已轉知所屬系所、單位確實如期完成。 

理學院：已於 5月 9日院務座談會議中轉知各系所如期完成。 

工學院：已函知本院各系所儘速完成雙語指標之製作,並可參考機械系之做

法。 

電資學院：遵照辦理。 

設計學院：本院於 5月 10日院務會議報告並由各系逕自製作雙語指標。 

管理學院：將依規定通知各系所儘速完成。 

醫學院：本院已完成各系館之雙語指標製作。 

社科院：已於 5月 5日轉知所屬系所、單位確實如期完成。 

m597-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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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本校與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雙學位學制，今年 9月即將有化工

系、航太系及物理系共 8 名學生前往，有關雙方學分承認的問題，請教務

處召集上述三系主任研商確認。 

【執行情形】 

教務處：業於 5月 13日召集三學系主任開會研商學分承認相關事宜，會中

主要討論事項及決議如下： 

(一)本校與美國 case大學跨國雙學位協議書如何訂定： 

協議書由教務處訂定統一英文版範本供各學系參考，例如：

申請名額、申請資格、申請資料、課程銜接及修業期限及學

分抵免相關規定等。 

(二)本校學生至美國 case大學修課之課程，學分抵免如何辦理： 

1.學分抵免部份須由本校各學系與美國 case 大學相關學系接

觸，擬出本校與美國 case 大學課程對照表及商談課程如何

銜接。 

2.學系在辦理學分抵免時，請從寬認定。 

(三)學生出國如何辦理及承辦單位： 

1.學生若是役男出國須向學術服務組申請相關手續。 

2.教務處先與美國 case 大學接洽，確定雙方對口單位，以利

學系推動跨國雙學位後續作業。 

3.請研發處協助本校學生與美國 case 大學相關國際行政事務

相關事宜。 

【第七案】 

本校各系所中英文網頁內容應持續更新，請計網中心規劃舉辦網頁比賽，

比賽重點應以網頁內容為主要，版面設計為次要。 

【執行情形】 

計網中心：遵照辦理。 

參、散會（下午 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