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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16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5年 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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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桂森代）  蘇炎坤  柯慧貞（邵揮洲代）  利德江   

黃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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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昌(楊惠郎代)  陳志鴻  謝文真  謝錫堃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王永和（蕭慧如代）  徐德修  高家俊（林睿哲代） 

列席：賴光邦  侯平君 

主席：高  強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及確認事項： 

一、報告本校第 615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與執行情形，並確認紀錄。 

二、主席報告： 

(一)Cheers雜誌明日將召開記者會公布今年「台灣一千大企業人才策略與

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今年本校再度蟬聯第十屆企業最愛，第二名

是台大，分數緊追在後；私立大學則由淡江大學居冠。另針對領袖型

人才與國際化人才兩項調查，台大得分均最高，本校則次之。 

(二)前天教育部邀集各校研商 95學年度學雜費事宜，會中各校都希望教育

部放手由各大學自主，但未獲教育部同意，初步共識是調幅以 2%為

上限，且須符合相關條件始得調漲。本校 95學年度學雜費是否調漲，

將俟教育部來函後再討論決定。 

(三)75週年校慶有關事宜： 

1.今年校慶預定以本校過去 75年在國家建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題，希望

規劃類似 70 週年校慶「校長校友返校活動」，邀請對國家建設有傑出

表現與貢獻，曾任或現任政府或指標性企業要員之校友返校同慶。邀

請名單請各學院思考提供。 

2.名譽博士人選希望以帶領成大校友推動國家建設，有傑出表現與貢獻

之人士為推薦對象，目前提出之幾位人選是否合適，請大家交換意見。 

※註：經討論，將優先洽詢推薦較符合校慶主題之人選。 

3.第五屆世界成大校友嘉年華會晚會 11/10 在台北舉行，為方便世界各

地校友返校參加校慶大會，校慶當天幾項重要活動如何調整安排，稍

後請大家討論。 

(四)本校與大陸大學簽約案均先報部同意並提校務會議通過後簽約。五月

下旬將前往大陸與清華、天津、南開、大連理工等校簽約；此外，將

順道與北京科技大學簽約，該案已報部同意，將補提校務會議追認。 

三、本校校園規劃系列報告：「開放空間與生態計畫：建築系賴光邦老師簡報

『校園景觀網絡空間營造』、生命科學系侯平君老師簡報『營造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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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四、各單位報告或建議事項： 

(一)歐副校長： 

1.兩份活動資料提供各位主管參考： 

(1)「穿越時空記憶：成大校園古蹟與歷史建築巡禮（導覽手冊）」：由

本校博物館籌備處、規劃設計學院、建築系、文資保存中心聯合主

辦，活動期間自 4/18至 5/18。 

(2)「成大校園雕塑選秀暨賞析創作獎（活動手冊）」：由藝術中心承辦，

活動期間自 3/17至 5/17，開放全國民眾從 32件本校校園雕塑品中

選出最愛的作品，或以雕塑品為主題，參與文字或圖像之創作比賽。 

2.中國工程師學會選拔今年度傑出工程教授獎，全國共選出 10位，本校

有電機系王永和教授與環工系鄭幸雄教授兩位獲獎。 

(二)教務處： 

1.96學年度「國立大學配合國家重大政策領域請增員額」案（非以增設

系所班組方式申請），包括(1)海洋科技與海洋事務(2)藝術、設計與文

化創意產意、數位內容(3)台灣研究等三大領域。目前已有經濟系、海

洋科技與事務所、生科所、台文系提出申請，如尚有學院、系所擬申

請，請於明日（4/20）前速將計畫書送本處彙整。 

2.教育部「大專校院體育訪視」4/17到校實地訪視，訪視委員對本校辦

理體育教學、活動績效相當滿意，所提建議均已於會中說明。 

3.為提升本校國際化，各處室相關法規建議統一由專人翻譯，相關經費

建議由頂尖大學項下支付。 

※校長：法規之英文化，請各處室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國際化組召集人

方副教務長聯繫統一辦理，以確保翻譯品質，請各處室針對與

外籍師生、學者有關之法規優先處理。 

(三)學務處： 

1.本校與中山大學城灣盃活動訂於 5/6 上午 10:00 於雲平大樓前廣場舉

行開幕式，下午 16:00舉辦校園路跑，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2.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活動之一「每月一書及名人書香講座」，過去兩週經

由同學票選，已選出 6 本書，感謝圖書館協助設置閱讀專區，並提供

場地舉辦名人書香講座。 

(四)研發處： 

1.4/12 舉辦「推動參與國際合作計畫暨邁向頂尖大學國際化業務說明

會」，邀請方銘川副教務長、羅錦興教授及高家俊主任說明頂尖大學國

際化推動情形、國際合作經驗等事宜。 

2.「ISO 9001:2000」國際品質服務認證，本年度相關時程均已安排，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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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5/10前完成內部稽核作業，6/27將接受台灣科技檢驗公司認證。 

3.本校申請 95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籍學生補助計

畫」，獲得 350萬專案補助。計畫項目包括研發處、教資組、僑外組、

管理學院、語言中心中文組等單位之相關活動。 

4.為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質化指標之一「帶動周遭學校或同領域學術

發展之具體策略與成效」，研究組已規劃 500萬元預算，並召開會議請

各單位於四月底前提交計畫書。教育部預定於十月來校考評，研究組

將定期管考，請各單位務必於九月底前繳交成果報告。 

(五)研究總中心： 

在國際化的推動下，已有教授承接國外計畫，計畫書中有關智慧財產

權內容之審查非同仁能力所及，建議由學校統一請專業事務所協助。 

※校長：可先洽詢所需費用額度，再決定如何進行較理想。 

(六)軍訓室： 

1.為加強校園安全，經各院系教官實地勘查校園隱藏較不安全之處，並

提出相關建議事項，請各院系及有關單位加強相關防護措施。 

2.中正堂一組冷氣機無法運轉，畢業典禮即將於 6/3 舉行，建請總務處

儘快修復。 

※校長：請總務處及時修復，租借音響時也請留意品質。 

(七)人事室： 

1.教育部 95.4.17 函示：本國籍兼具外國國籍教師擬兼任學術主管職務

者，不受國籍法限制，免再報部核准。但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職務者，

仍有國籍法第 20條之適用，且應經學校認定後報部核准。 

2.昨日召開退休人員權益說明會，共一百多位已退休或擬退休同仁參加。 

3.有關復興航空與遠東航空優惠折扣事宜，據了解，目前全國各校只有

本校獲得優待，分別是 9.3 折與 9 折，能否爭取到更優惠折扣，正由

主任秘書洽商中。 

(八)文學院： 

1.本院各系所代表十餘人 4/1-4/8 前往大陸福州與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簽

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並與福建師範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暨南

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期間曾與福建省副省長及文物局官員會面談到福

建省保存的一批鄭成功文物，未來有機會將先了解該批文物內涵，再

進一步嘗試推動借展事宜。 

2.本院腳踏車棚已完工啟用，感謝總務處的協助。 

(九)理學院： 

配合總務處的規劃，化學系館正門前擺設的花盆已移除；為避免門前

空地成為停車場所，將設置禁止停車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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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學院： 

1.為紀念倪超前校長，擬將大地工程館命名為「卓群大樓」乙事，土木

系與環工系系務會議均贊成，將提校務會議討論。 

2.國科會補助微奈米中心之核心設施建置計畫經費，今後三年只補助

1590 萬元，較前三年（92、93 年均 4200 多萬，94 年 3500 多萬）少

很多，可能受五年五百億計畫的影響，曾主任已去函國科會請再考慮。 

※校長：「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第 2次會議將於 5/5在本校舉辦，會

中將討論並共同籲請教育部、國科會等政府單位勿因五年五百

億計畫而減少正常經費的補助。 

(十一)電機資訊學院： 

1.明日下午二時電機系將於醫學院成杏廳，以「全球化經濟下的競爭力—

台灣如何成為贏家」為主題，邀請劉炯朗院士、台達電鄭崇華董事長

及台積電曾繁城副董事長三位傑出系友返校演講，今週刊將配合報

導，對宣傳本校應蠻有幫助。 

2.4/1-4/8與外文系賴俊雄教授帶領本校、中正、崑山、南台四校學生前

往大陸參加 2006年武漢大學青年交流營；並順道討論學術交流事宜。 

(十二)規劃與設計學院： 

1.本院下週將與韓國漢陽大學建築學院簽訂合作協議。 

2.建議教務處將英語授課課程以英文標示在課程表上，以方便學生選課。 

※校長：此建議很好，請教務處辦理。 

(十三)管理學院： 

1.本院獲教育部核准自 95學年至 97學年試辦「商管專業學院（MBA）」

計畫，每年招生 30名。招生工作將委由教務處以單獨招生方式辦理。 

2.四月初帶領 30多位師生前往海南島，與海南大學共同舉辦「第五屆兩

岸產業發展與經營管理研討會」。 

(十四)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將於 4/27-28 主辦「2006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

討會暨台灣東南亞學會年會」。 

(十五)附設醫院： 

1.三月底接受每三年一次的醫院評鑑，同仁都很盡心盡力籌備，經過兩

天的評鑑，評鑑委員所提之建議均蠻正面，希望能高分通過。 

2.斗六分院當初在學校政策性考量下接辦，因新建大樓明年才完工，目

前經營相當困難，同仁都很辛苦。雖已向中央請增三年共 55名住院醫

師名額，但並未核給經費，困境仍在。希望明年新大樓落成啟用後，

增加住院營收，能稍解困境；此期間如有怨言或雜音，希望大家幫忙

說明，斗六分院的經營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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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圖書館： 

4月 26日 16:10至 18:00於光復校區成功廳，由圖書館與學務處合辦，

邀請台北市馬英九市長蒞校演講，題目是「立足台灣放眼天下」，歡迎

屆時撥冗參加。 

(十七)附設高工： 

1.唯農大樓地下室變電站安全堪慮，擬提醒總務處留意。 

※總務長：唯農大樓地下室變電站更新案已辦理中。 

2.台南女中音樂班同學演奏水準很不錯，5/15附工週會時將邀請來校表

演，屆時歡迎大家撥冗欣賞。 

五、下次主管會報訂於 95.5.3下午 14:00舉行。 

貳、討論決議事項 

【第一案】 

教務處與人事室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人事室：將依程序提校務會議討論。 

【第二案】 

建教合作推動協調小組與人事室擬修訂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

薪級原則」部分條文一案，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 

人事室：業於 95.4.28以成大人室(三)字第 196號函轉各一、二級單位周知，

並刊登於本室網頁。 

【第三案】 

秘書室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資訊公開辦法(草案)」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秘書室：照案辦理，將提下次校務會議討論。 

【第四案】 

為方便返台參加第五屆世界成大校友嘉年華會之各地校友返校參加校慶大

會，有關校慶當天幾項重要活動如何調整安排一案， 

決議：今年校慶大會開幕式請調整規劃於 11/11 上午十時舉行，傑出校友

頒獎、名譽博士頒授典禮等主要活動則安排於當日下午舉行。 

【執行情形】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m616-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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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絡中心：遵照決議，與台北校友會配合嘉年華會安排校友返校行程

及活動。 

秘書室：配合辦理。 

參、審查第 153次行政會議提案： 

【第一案】 

學務處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獎學金審查辦法」一案， 

決議：照案提行政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學務處：已提 95.4.26第 15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第二案】 

研發處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七、九、十四條

相關條文一案， 

決議：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行政人員辦理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擬比照教師以

5 項自籌收入支給工作報酬一案，行政院已核復同意辦理。第九條

行政支援人員部分，請依行政院核復事項修正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研發處：已依決議修訂，並提 95.4.26第 153次行政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各單位與 5 項自籌收入有關之辦法，需提行政會議修訂者，請

儘速配合修訂並送秘書室彙整，俾提4/26召開之行政會議討論。 

【第三案】 

圖書館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第十條、第十一

條條文一案， 

決議：照案提行政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圖書館：已提 95.4.26第 15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肆、散會（下午 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