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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67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8年 1月 7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 會議室 

出席：黃煌煇(請假)  馮達旋(請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  蘇慧貞  邱正仁  

楊瑞珍  王偉勇  顏鴻森  李偉賢  陳昌明(賴俊雄代)  傅永貴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張有恆  林其和  張素瓊  陳志鴻  謝文真  謝錫堃  張丁財  李丁進   

蕭世裕  蕭瓊瑞  詹錢登(請假) 

主席：賴明詔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如附件一，p.4~p.5）。 

二、主席報告： 

(一)近日校園野狗問題造成學校很大的困擾，「捕捉野狗以維護校園安全」與「保護動物」

兩種聲浪彼此爭議很大，究竟如何處理，達到同時保護人身與動物安全的平衡點，

學校將會組成小組進行討論。之前學生靜坐、老師到靜坐場地上課，學生舉辦活動

移走國旗，以及此次校內老師因校園野狗受傷昏迷等，一直有負面的新聞報導，儘

管媒體報導未必符合事實，但對校譽多少有點傷害。希望大家面對記者要特別謹慎，

最好統一由主秘代表學校對外發言；也請大家積極把本校正面消息提供新聞中心發

布，希望儘快將最近的負面印象扭轉過來。 

(二)據報載，清華大學有幾個研究所評鑑未通過，須再觀察。本校各系所的評鑑結果如

何，是否也會發生同樣情況，目前尚未得知。此次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

行的大學評鑑，是很認真、很嚴謹的評鑑，請各學院務必嚴肅看待評鑑的問題，現

在教育部的政策是鼓勵系所整併，各學院也要改變過去一直增設系所的做法，針對

勉強成立或維持有困難的系所，好好思考整併。 

(三)現在政府很關心失業人口的問題，有很多高科技的產業在裁員，政府希望大學及研

究機構能多幫忙。過去很多碩士、博士畢業，馬上到產業界就職，較少留在學術機

構繼續研究；現在也許是大學留住好人才的契機。國科會等政府機構已增加七百名

博士後研究的名額，供大學或研究單位申請聘用，請研發處擬訂相關辦法來吸引這

些人才（例如南科有很多研究能力很好的人才）到成大來，一方面協助政府解決問

題，一方面可提高本校的研究能量。另外，也可主動多設置一些獎助學金或貸款，

幫助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同學渡過難關，本校如能率先宣布實施協助紓困的措施，相

信透過媒體的報導，可讓成功大學獲得更多的重視，請學務處、教務處在這方面多

思考擬訂相關辦法。 

三、專案簡報： 

(一)程式設計公司簡報本校「公文線上簽核系統」，98年 1月 9日至 1月 22日將舉辦系

統使用者教育訓練並開放同仁練習與實機操作。 

※本校「公文線上簽核系統」自 98年 2月 1 日正式上線，將從校內簽呈開始線上簽核；

其他類公文則暫時以紙本簽核，但亦需使用新系統製作並於線上簽收、送出，待自

然人憑證辦理後，再實施線上簽核。 

(二)人事室簡報本校新「網路差假系統」，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網路差假、出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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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簽到退、加班申請、寒暑假輪休排班、文康活動申請等功能，均使用新系統

申請辦理。 

(三)規劃與設計學院徐院長簡報本校「校園整體規劃--分期計畫」 

※校長：校園的整體規劃很重要，惟限於預算，必須分階段分年推動。如何使各項工

程之期程提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鼓勵各單位、各院系所主管積極向教育

部爭取預算或對外募款。 

四、各單位報告（書面資料併同議程資料分送，並聯結於秘書室網頁下當次會議紀錄） 

貳、提案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本校為成立光電學院，建議於成立前先進行理學院光電所、電資學院光電系整併

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97年 12 月 23日「討論理學院光電所暨電資學院光電系合併事宜」會議決

議辦理。 

二、依前開會議決議，本校為成立光電學院，於光電學院成立前先進行光電系、所整

併，光電所暨光電系之課程由系、所之教師共同開課並共同指導學生，教學資源

共享，其餘業務則由所屬電資學院（光電系）及理學院（光電所）分別處理。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請理學院與電資學院共同協商提出籌設光電學院計畫書，並請

教務處配合續辦相關增設學院審查會議及報部作業後，由人事室協助研發處辦理

組織規程修正等事宜。 

決議：同意依 97年 12 月 23日「討論理學院光電所暨電資學院光電系合併事宜」會議決

議辦理。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訂本校與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財團法人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意向書，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成功大學與財團法人研究發展基金會之三方加

工出口區產業人力素質和技術、研發能力，建立以企業需求為導向之產官學研訓

合作平台，共同媒合廠商與學界，以促成產學合作成功機會，擬簽署產學合作意

向書。 

二、本意向書經主管會報通過後，本處與研究發展基金會將辦理本校與經濟部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財團法人研究發展基金會三方之簽約事宜。 

決議：產學合作意向書照案通過（如附件二，p.6~p.7）。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新訂本校「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研究所，專心從事研究，以提高學術水準，特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m66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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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擬通過後於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原則通過，獎學金名額之配置，請依會中意見修訂後，提下次會議確認。 

 

第四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學生海外研修獎助學金補助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鑑於現行之各項補助學生赴外獎助學金辦法性質雷同，且教育部亦有相關之補

助辦法(如學海飛颺等)，擬將本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跨國

雙學位獎助學金補助作業要點」、「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交換國

際生補助要點」及「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鼓勵研究生赴外短期

研究計畫補助要點」進行整合，同時交換生的部份將配合教育部學海飛颺之申請

時程、經費，以統一申請程序及避免造成學生混淆。 

二、整合後之重點：配合教育部學海飛颺之經費，且更明確設定申請期限，並將補助

項目及標準分為機票費、生活費、學雜費及家庭狀況來看。 

擬辦：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原則通過，請國際事務處依會中意見（要點名稱、申請資格與限制、補助名額與

總經費應視學校經費擇優錄取等）修訂後，提下次會議確認。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再陳「國立成功大學創新卓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7年 12 月 10日第 666 次主管會報中討論，決議『創新卓越研究中心』定位

為研發處二級單位，並經人事室協助修訂該中心設置辦法。 

二、『創新卓越研究中心』以整合本校跨領域研究為目標，延攬專任及長期訪問之大

師級研究人員及教師。目前並全力進行科技寫作及出版，以增進本校研發成效，

推動成大邁向世界頂尖，亟待納入本校編制。 

擬辦：依決議再提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本中心設立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請一併修訂組織規程相關條文，提校務會議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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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7.12.10 第 666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

點」第九點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程序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行政會議討論。 

研發處：將依行政程序擬案

提下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行

政會議討論。 

列管至提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

會及行政

會議討論

後解除列

管。 

二 案由：用人單位僱用之臨時工派遣出差，人事單

位原由研發處及研究總中心核章部分，擬

修正為由用人單位核章，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研發處： 

1.遵照辦理。 

2.已函知全校各單位，用人

單位僱用臨時工、派遣出

差，改由用人單位核章。 

結案 

三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執行建教合作計

畫違誤事件處理原則」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研發處： 

1.處理原則已公佈在本處

網頁。 

2.校長已指派黃副校長擔

任召集人。 

結案 

四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

設置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

假住宿要點」文字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遵照辦理；98 年 1

月起與其他宿舍

相關法規併案公

告。 

結案 

五 案由：修正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

點第十點、第十五點、第二十二點條文及

其附表(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契約書)，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已函轉各單位知

照，並公告於本室

網頁。 

結案 

六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要點（草

案）」，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遵照辦理，並於 97

年 12月 22日以成

大 秘 字 第

09700108 號函轉

知本校各單位，自

即日起實施。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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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及推廣小組

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秘書室：遵照辦理。 結案 

八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創新卓越研究中心設

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創新卓越研究中心」先定位為研發

處之二級單位，請人事室協助研修該中心

設置辦法。 

研發處：再審慎研議後提主

管會報討論。 

研發處已

提 98 年 1

月 7 日主

管會報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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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產學合作意向書 

 

一、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甲方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以下簡稱       乙方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丙方 

為提升加工出口區產業人力素質和技術、研發能力，建立以企業需求為導

向之產官學研訓合作平台，共同媒合廠商與學界，以促成產學合作成功機

會，甲乙丙三方將共同推動各項產官學合作計畫，並經三方同意訂立本合

作意向書，共同遵守。 

二、 合作內容：甲、乙、丙三方在不影響對方正常營運作業下，約定合作內容

如下： 

(一)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加強三方各項訓練課程合作之資訊交流。 

(二) 三方人員每年得定期召開會議，研商具體推動工作內容。 

(三) 乙、丙方得受甲方委託，辦理各類在職進修、短期訓練、專長訓練

等課程及研討會、座談會、就業媒合或產業研發合作等事項，其實

際委託辦理課程內容須經甲乙丙三方議定後，另以書面為之，方可

執行。 

(四) 乙方提供甲方專業師資，丙方提供課程顧問支援與協助課程內容規

劃。 

(五) 甲方協助乙方不定期舉辦學術研討及招生宣傳活動。 

(六) 其他經三方同意合作之事項。 

三、本意向書有效期間自民國 98 年 1 月 12 日起至 100 年 1 月 11 日止，

為期二年。如期限屆滿雙方無異議，本意向書自動展延兩年。 

四、甲、乙、丙三方之合作內容悉依本意向書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則由三方

協議辦理。 

五、本意向書為一式三份，由甲方、乙方、丙方各留持一份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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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書人： 

 

甲  方：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處  長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00號 

 

乙  方：國立成功大學 

        校  長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丙  方：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