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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778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104年 3月 4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 會議室 

出席：黃正弘  陳東陽  楊永年  賴明德(王士豪代)  董旭英  詹錢登  黃悅民  利德江 

陸偉明  蘇芳慶(張志涵代)  陳政宏  王偉勇  柯文峰  游保杉  曾永華  林峰田 

林正章  何志欽  羅竹芳  張俊彥  楊俊佑  王健文  蔣榮先  李朝政  楊明宗 

蕭世裕  吳光庭  李俊璋  李振誥 

主席：蘇慧貞 

列席：湯  堯  黃良銘                                    紀錄：王麗琴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報告決議案執行及列管情形 (如附件一，p.4），並准予備查。 

    ※校長指示：請秘書室注意各單位回填執行情形時，須明確說明執行進度。 

  二、主席報告： 

   (一)今天(3月 4日)下午 4：00-5：30研發處在醫學院第三講堂舉辦一場研發論壇，邀請朱

敬一院士蒞校演講，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二)年假及連續假期結束，全校師生及行政同仁全面恢復上班、上課，希望各項業務皆能

積極、有效率的處理。如：今(104)年 4月份即將舉行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實地訪評，部

分資料的彙整，需各院、各中心提供及確認，但目前仍有很大的落差，因訪評結果將

會全國統一列表呈現並評定等級，對學校影響甚鉅，請大家全力配合。 

   (三)有關教育部函頒「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已 email 轉請各主管知悉，學校

亦啟動一些因應機制。目前學校有 2個明確的做法：一為務必遵守法令規範；二為因

應全校教師產學合作的便利性，已請黃副校長召集主計、人事、研總、總務、研發、

財務等相關單位討論，希望儘速鬆綁相關法規，以利大家適用。學校將陸續調整、磨

合各種規定並本著為大家謀利、互益、不違反法令的方向前進。 

  三、各單位報告： 

   (一)董旭英學務長補充： 

       因應 4 月 16 日之統合視導，已於 2 月發函請相關單位回填「校園建築物防災基本資

料表」，迄今許多單位未繳回或回覆，本處將在表單上詳細補充說明填寫方式並續請

各單位配合辦理。 

  ※校長指示：藉由此次資料的建構，將學校多年來未串聯的資料重新建置妥善，亦請各

院長指定院秘書擔任聯絡窗口。 

   (二)詹錢登總務長補充： 

       理學院大樓已完成發包動工，3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在成功校區迎賓苑旁舉

行動工典禮，請各位主管撥冗共襄盛舉。  

   (三)黃悅民國際長補充： 

       本校接獲內政部處分書通知：由於本校某單位申請大陸學者來臺，未依表訂行程提前

入境，又未依規定於入境前或行程變更前陳報備查，導致本校申請大陸人士來臺案件

被處以停權半年處分。目前雖已提出訴願，但仍造成一些不便，請主管們協助轉知所

屬單位，爾後邀請大陸人士來臺，務必告知請其確實依表訂行程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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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指示：請國際處再函知各單位，亦請承辦人確實提醒各位教師及主管注意。 

    ※研究總中心張志涵副主任補充：本中心下設產業服務與會議展覽中心，對外掛牌為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該協會可收費辦理大陸人士來臺全部

程序及接待服務。 

   (四)計網中心蔣榮先主任補充： 

       本中心協助秘書室順利完成第一次無紙化會議，歡迎大家如有更快速便捷的方法及意

見，亦請提供改善。 

   (五)餘請參閱議程各單位報告。                 

貳、提案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點」第三點、

第四點，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3.9.02「教師資源發展討論會」會議決議：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

研究計畫補助：一般與研究相關之業務費由 10 萬調整為 15 萬元；專題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人文社科領域 15萬元/件、生醫理工領域 30萬元/件，以及明確申請期間、

放寬申請期限與條件、簡化核定程序與提升行政效率。故擬配合修正本要點。 

      二、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及現行條文供參。 

    擬辦：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P.5~P.7）。      

    附帶決議：有關游保杉院長建議之新進教師於六個月內向科技部提出申請，未獲核覆之

空窗期及補助金額不足問題，請陳副校長於下次本要點修正時併同檢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永續環境實驗所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營運監督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教育部於 2000 年因應校園實驗廢棄物處理的複雜性，特委託成功大學設立環境資

源研究管理中心，用以處理全國教育機構所產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第一階段 94

年至 103 年已順利完成營運及履約。教育部另於 103 年 8 月 22 日與本校再簽訂

104-113年的「補助辦理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營運工作」契約辦理，契約中載明

「建立校級監督機制、包括成立相關組織，督導環資中心妥善操作營運其設施，

104年 6月 30 日前提相關辦法、組織內容送甲方備查」。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本案請提案單位於下次(3月 25日)主管會報做 10分鐘簡報概述，以利各位主管了

解並重新檢視，以求周延。 

    ※校長指示：爾後主管會報提案須列出事前確認者清單。 

參、審查 104.3.11第 175 次行政會議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要點」第六點，如修正條文草案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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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提請  審議。 

  決議：本案已提經 103.11.26第 773次之主管會報討論，同意照案提行政會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工友工作規則」第五十一條，提請  審議。 

    決議：本案已提經 104.1.21第 776次之主管會報討論，同意照案提行政會議。 

肆、臨時動議或其他事項： 

    有關臺南高工改隸案，目前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尚待召開審查會，由於本案攸關

附工未來發展，希望大家發揮影響力一起努力關心。(成大附工李振誥主任)  

伍、散會（下午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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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4.2.4第 777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提案第一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公務車輛購

置租賃及使用要點」第三點、第七

點及第八點，如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行政會議審議。 

總務處： 

已提送 104 年 3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俟通過後再提送

行政會議審議。 

於提校務

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

行政會議

後解除列

管 

二 【提案第二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發成果管

理維護執行要點」，提請  審議。 

  決議：請研究總中心邀集每一代專利教師

代表、財務長討論，再將條文檢視

修正完整妥適後，循行政程序，重

提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 

研究總中心： 
以書面方式收集意見後，預計

提 104年 3月 25日第 779次

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續提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於研究總

中心重提

主管會報

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

員會後解

除列管 

三 【提案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

理審查委員會設置與審議要點」部

分規定，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行政會議審議並報教育部備

查。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續提 104 年 3 月 19 日 103 學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並報教

育部備查。 

於提校務

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

行政會議

並報教育

部備查後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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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點 

96.06.13 第 638次主管會報修訂 

96.10.17 第 643次主管會報修訂 

98.10.21 第 680次主管會報修訂 

101.02.08 第 720 次主管會報修訂 

103. 05.07 第 764次主管會報修訂 

104. 03.04 弟 778次主管會報修訂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本校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計畫，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項目分為： 

（一）一般與研究相關之業務費 

（二）專題研究計畫案補助。 

三、一般與研究相關之業務費之申請，如下： 

（一）申請資格：凡本校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含醫院臨床教師、編制外專案教師及研究

人員）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方式：上網登錄並檢附申請表格，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間：於每年二月或八月，向研發處提出申請，並限到職六個月內提出。 

（四）申請審核：由研發處作資格書面審查。 

（五）補助經費：一般與研究相關之各項支出，總額以不超過新臺幣(下同)十五萬元為原

則。 

（六）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四、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如下：  

（一）申請資格： 

凡本校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含醫院臨床教師、編制外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到

校三年內，於當年度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者。 

（二）申請方式： 

上網登錄並檢附本處申請表格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暨科技部經費核定清

單，向研發處提出申請。（管理費、國外差旅費免列）。 

（三）申請時間： 

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研發處提出申請（補助期限為次年一月至十二月），十

二月下旬通知審查結果。 

（四）申請審核：由研發處書面審查。 

（五）補助經費： 

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相對補助，並不超過科技部補助經費為原則。人文社科

管理領域十五萬元/件，生醫理工電資設計領域三十萬元/件。 

（六）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七）計畫成果評鑑： 

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內，須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一份至研發處結案以供查核，若需

延期繳交，則需敘明理由，但最遲應於六個月內補齊，逾期未繳交者，做成紀錄通

知其所屬系、所、學院及教務處作為考評參考。 

五、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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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點第三點、第四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一般與研究相關之業務費之

申請，如下： 

（一）申請資格：凡本校新進教

師暨研究人員（含醫院臨床

教師、編制外專案教師及研

究人員）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方式：上網登錄並檢

附申請表格，向研發處提出

申請。 

（三）申請時間：於每年二月或

八月，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並限到職六個月內提出。 

（四）申請審核：由研發處作資

格書面審查。 

（五）補助經費：一般與研究相

關之各項支出，總額以不超

過新臺幣(下同)十五萬元為

原則。 

（六）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三、一般與研究相關之業務費之

申請，如下： 

（一）申請資格：凡本校新進教

師暨研究人員（含醫院臨床

教師、編制外專案教師及研

究人員）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方式：上網登錄並檢

附申請表格，向研發處提出

申請。 

（三）申請時間：限到職二個月

內提出申請。 

（四）申請審核：由研發處作資

格書面審查。 

（五）補助經費：一般與研究相

關之各項支出，總額以不超

過新臺幣(下同)十萬元為原

則。 

（六）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一、明定申請時間，並酌予

放寬申請期限之限制，

爰修正第三款。 

二、依據 103年 9月 2200

日教師資源發展討論會

議決議，一般研究相關

之業務費補助經費，由

十萬元提高至十五萬

元，爰修正第五款。 

 

 

 

 

 

四、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如下： 

（一）申請資格： 

凡本校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

（含醫院臨床教師、編制外

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到校

三年內，於當年度申請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

者。 

（二）申請方式： 

上網登錄並檢附本處申請表

格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書暨科技部經費核定清

單，向研發處提出申請。（管

理費、國外差旅費免列）。 

（三）申請時間： 

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

研發處提出申請（補助期限

為次年一月至十二月），十二

月下旬通知審查結果。 

（四）申請審核：由研發處書面

審查。 

 

四、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如下： 

（一）申請資格： 

凡本校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

（含醫院臨床教師、編制外

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到校

三年內，於當年度申請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

者。 

（二）申請方式： 

上網登錄並檢附本處申請表

格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書暨科技部經費核定清

單，向研發處提出申請。（管

理費、國外差旅費免列）。 

（三）申請時間： 

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

研發處提出申請（補助期限

為次年一月至十二月），十二

月下旬通知審查結果。 

（四）申請審核： 

   申請之專題計畫由研發長邀

請學術會議小組開會審查後

 
一、 為簡化核定程序，提

升行政效率，修正改採以

書面審查方式辦理，爰修

正第四款。 

二、本件近三年專題研究計

畫每件平均補助約十五

萬元，及依據 103年 9

月 22日教師資源發展

討論會議決議，明定專

題研究每件補助經費，

爰修正第五款。 

三、取消專題研究計畫之申

請，當年度僅得申請一

項補助之限制，爰刪除

第七款。 

四、第八款款次調整為第七

款，原成果報告修正為

電子檔格式。 



 7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補助經費： 

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相對補助，並不超過科技部

補助經費為原則。人文社科

管理領域十五萬元/件，生醫

理工電資設計領域三十萬元

/件。 

（六）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七）計畫成果評鑑： 

    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內，須

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一份至

研發處結案以供查核，若需

延期繳交，則需敘明理由，

但最遲應於六個月內補齊，

逾期未繳交者，做成紀錄通

知其所屬系、所、學院及教

務處作為考評參考。 

簽報校長核定。學術會議小

組之成員，除研發長及企劃

組組長外，另由研發長簽請

校長聘請五～七位教授為委

員，任期一年。 

（五）補助經費： 

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相對補助，並以不超過新臺

幣五十萬元為原則。系院提

供相對補助者優先補助。如

獲科技部兩項專題研究計畫

以上者，擇一採計。 

（六）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七）當年度若已提出一般與研

究相關之業務費之申請者，

不得再申請。 

（八）計畫成果評鑑： 

    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內，須

繳交成果報告一式三份至研

發處結案以供查核，若需延

期繳交，則需敘明理由，但

最遲應於六個月內補齊，逾

期未繳交者，做成紀錄通知

其所屬系、所、學院及教務

處作為考評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