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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5 月 15 日（週三）下午 2 時 03 分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 4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蘇芳慶(張俊彥代)、張俊彥、林從一、王育民、洪敬富、姚昭智、 

謝孫源、王筱雯、劉裕宏、李文熙、陳寒濤、陳玉女、陳淑慧、 
李偉賢、許渭州、林正章、蕭富仁、鄭泰昇、簡伯武、楊俊佑(請假)、 
王偉勇、閔慧慈(請假)、蔡幸娟(請假)、張為民(請假)、苗君易(請假)、 
黃肇瑞(請假)、張祖恩(請假)、李祖聖、曾永華(請假)、陳裕民、 
王泰裕、陳運財、蔡維音(請假)、林子平(請假)、林憲德(請假)、 
李亞夫、楊倍昌、湯銘哲(請假)、饒夢霞、陳明輝、李劍如、 
李柏錦(請假)、吳嘉恩(請假) 

列席：李俊璋、蘇義泰、楊明宗、王右君(請假)、胡美蓮、林怡慧、陳彥仲 
主席：蘇慧貞校長                                        紀錄：林淑白 
 
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經充分討論後，有關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

比例之執行情形，在場代表同意解除列管惟需修正，通過如附表(p.3~p.4)。 
主席指示：請教務處將 108 會計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各院系所分配款，依校

務基金及高教深耕計畫分為 A、B 二欄作成統計表，開會審視後，

提下一次校發會討論。 
貳、主席報告：睽違 40 年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2021 年將由本校負責承辦。感

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啟動修建運動場基礎建設，期待結

合運動科學目標下，爭取教育部經費挹注，共同強化本校運動場

域建設。誠心邀請全校師生一起動起來，為成大、臺南市舉辦一

個帶動全民熱愛運動風潮的全大會。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6 條，相關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1(p.5~p.6)，提請審議。 
說明： 
一、擬自 108 學年度起刪除口腔醫學科，業經醫學系 107 年 9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2，p.7~p.8)、107 年 10 月 18 日醫學

院 10 月分院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3，p.9)審議通過。 
二、107 年 11 月 9 日簽奉准依規定提案學校相關會議審議，簽呈如附件

4(p.10~p.11)。 
三、本案業經 108 年 4 月 17 日第 815 次主管會報及 108 年 5 月 15 日 107 學

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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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有關各單位擬提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討論之議案，是否適宜，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規定，校務會議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者

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查（如提案內容是否屬

本會審議範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或內容有無與其他法規相衝突等）後

始提會討論。 
二、案由列述如下： 

(一)案由：107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14條、第 15條及「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3條，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秘書室）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三)案由：擬修正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

經理人實施辦法」及契約書、本校「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

法」，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四)案由：擬修正「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一條、

第二條、第三條，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研究中心、研發處）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核備。 

附帶決議：請研發處儘速修正校級研究中心設置及管理相關法規。 
(五)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部分條文，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研發處）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核備。 

附帶決議：請研發處儘速修正校級研究中心設置及管理相關法規。 
三、擬送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審議提案順序如附件 5（p.12），本次會

議依往例，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將置於討論事項之前。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06 分。 
※連結至會議管理系統 

http://meeting.ncku.edu.tw/meeting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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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8.3.6）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報告日期：108.5.15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107-1 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第三案】 
案由：108 會計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比

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教務處重新審訂本校「圖書儀

器設備費運用要點」，並就有關

109 會計年度圖儀費運用之分配

比例，是否調整進行討論後，於

3 個月內提校務會談審議。 
107-2 會議主席指示： 
第三案依委員建議，考量整體大環境不斷遽

變，請教務處儘速著手研議 109 年度之圖書儀

器設備費分配比例，並於提報本會議時，將圖

書館分配款之規劃內容及執行成果，一併納入

提案討論。 

教務處： 
1.圖書儀器設備費

分 配 比 例 業 經

107.12.13 圖儀小

組會議討論，因

各教學單位實際

需求考量，作成

不調整之建議。 
2.從 108 學年度起，

請高教深耕辦公

室提供充分的數

據及資訊給圖儀

小組，將分配給

院系所之圖儀費

依校務基金及高

教深耕計畫分為

A、B 二大項編製

圖儀費分配統計

表，送本會討論。 

解除列管。 
 
 

 
 
二 
 

107-3 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申請 109 學年度增設系所學位學程

案，提請審議。 
決議： 
一、經討論票決，通過報部推薦順序為 1 智慧

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2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與資訊系統碩士在職專班、3 材

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綠色應用材料碩士班。 
二、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同意票數 29、

不同意票數 2；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與

資訊系統碩士在職專班同意票數 29、不同

意票數 3。經討論無異議通過提報教育部

之順序為分列 1、2。 
【提案第二案】 
有關各單位擬提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討

論之議案，是否適宜，提請審查。 
1.教務處提案：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

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

提請審議。 
2.人事室提案：擬修正本校教師契約書、本校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續提

108 年 4 月 10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

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 
 
 
 
 
 
 
 
 
 
 
秘書室、人事室： 
1.第 1、3、4 案業經

108 年 4 月 10 日

107學年度第 3次
校務會議照案通

過。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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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8.3.6）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報告日期：108.5.15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研究人員契約書 (以預算或計畫經費進用

者)，提請審議。 
附帶決議：請人事室提供「不適任教育人員之

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作業

流程圖，並公告週知。 
3.人事室：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講

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提請

審議。 
4.研發處提案：擬廢止「國立成功大學延攬、

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原則」，提請

審議。 
 

2.第 2 案經上述會

議修正通過。 
另「不適任教育

人員之通報與資

訊蒐集及查詢辦

法」作業流程圖，

業已於 108 年 5
月 1 日以 email 公
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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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校組織規程第 6 條修訂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辦法 現行辦法 說明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學科、研

究所、學位學程： 
(…其他學院系所省略) 
 

、醫學院（含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在職

專班）： 

(一)醫學系：學士班。 

01.解剖學科   
02.生物化學科  
03.生理學科                                                  
04.微生物學科    
05.藥理學科  
06.寄生蟲學科    
07.公共衛生學科    
08.工業衛生學科     
09.法醫學科    
10.病理學科     
11.內科學科    
12.外科學科 
13.小兒學科    
14.婦產學科          
15.骨科學科     
16.神經學科            
17.精神學科          
18.眼科學科 
19.耳鼻喉學科         
20.皮膚學科             
21.泌尿學科 
22.麻醉學科            
23.復健學科                
24.影像醫學科    
25.家庭醫學科           
26.臨床病理學科  
27.急診學科           
28.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29.腫瘤醫學科 

… 
(十八)口腔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學科、研究

所、學位學程： 
(…其他學院系所省略) 
 

、醫學院（含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在職專

班）： 

(一)醫學系：學士班。 

01.解剖學科   
02.生物化學科  
03.生理學科                                                  
04.微生物學科    
05.藥理學科  
06.寄生蟲學科    
07.公共衛生學科    
08.工業衛生學科     
09.法醫學科        
10.病理學科     
11.內科學科    
12.外科學科 
13.小兒學科           
14.婦產學科          
15.骨科學科        
16.神經學科            
17.精神學科          
18.眼科學科 
19.耳鼻喉學科         
20.皮膚學科             
21.泌尿學科 
22.麻醉學科            
23.復健學科                
24.放射線學科    
25.核子醫學科          
26.家庭醫學科           
27.臨床病理學科  
28.急診學科           
29.口腔醫學科            
30.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31.腫瘤醫學科 
… 

(十八) 口腔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 

 
 
 
 
 
 
 
 
 
 
 
 
 
 
 
 
 
 
 
 
 
 
 
 
 
 
 
 
刪除 24.放射
線學科及 25.
核子醫學科，
整併為 24.影
像醫學科。後
面項次依序遞
補 (此部分
107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已
審查通過)。 
 
刪除 29.口腔

醫學科，後面

項次依序遞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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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節錄) 
臺教高（一）字第 1070172479 號函   核定本自 107 年 8 月 1 日生效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學位學程：          

一、文學院(略)               
二、理學院(略) 
三、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略)  
四、工學院(略) 
五、電機資訊學院(略) 
六、規劃與設計學院(略) 
七、管理學院(略)                
八、醫學院（含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在職專班）： 

(一) 醫學系：學士班。 
01.解剖學科            02.生物化學科        03.生理學科    

 04.微生物學科          05.藥理學科          06.寄生蟲學科   
 07.公共衛生學科        08.工業衛生學科      09.法醫學科   
 10.病理學科            11.內科學科          12.外科學科 
 13.小兒學科           14.婦產學科          15.骨科學科  
 16.神經學科            17.精神學科          18.眼科學科 
 19.耳鼻喉學科          20.皮膚學科          21.泌尿學科 
 22.麻醉學科            23.復健學科          24.放射線學科 
 25.核子醫學科          26.家庭醫學科        27.臨床病理學科  
 28.急診學科            29.口腔醫學科        30.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31.腫瘤醫學科 

(二)護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博士班。 
(三)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四)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五)職能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六)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七)藥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八)生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九)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     
(十)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十一)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十二)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十三)環境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十四)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十五)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十六)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十七)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碩士班。 
(十八)口腔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十九)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十)老年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十一)藥學系：學士班。 
(二十二)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二十三)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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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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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7-4校務發展委員會紀錄 -10-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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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10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提案順序表 

108.05.01 

提案

順序 
原案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提案單位

說 明 

1 新提案 

案由：醫學院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6

條，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 

醫學院  

2 新提案 

案由：107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審

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主計室  

3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14

條、第 15條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

事規則」第 3條，提請審議。 

擬辦： 

一、「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討論通

過後實施。 

二、「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討論通過後，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研發處、秘

書室 

 

4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及

契約書、本校「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

提請審議。 

擬辦： 

一、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討論通過後，

報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核備後實施。 

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

法」及契約書、本校「進用校聘人員實施

辦法」討論通過後實施。 

人事室  

5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研究中心設

置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提請

核備。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國際傷口修

復與再生研

究中心、研

發處 

 

6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提請核備。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能源科技與

策略研究中

心、研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