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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五八七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雲平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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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慧貞（邵揮洲代）  黃肇瑞（張錦裕代）  楊明宗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溫清光代）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   

陳祈男  賴溪松  周澤川  陳省盱  張丁財（陶筱然代）  李丁進   

溫紹炳  徐德修（蔡水木代） 

主席：高  強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及確認事項： 

一、本校第五八六次主管會報紀錄予以確認。 

二、主席報告： 

(一)立法院安排 10 月 20 日審查高等教育預算，各國立大學校長依例應列

席備詢，惟當天適逢本校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因考慮應將

學校近況及未來發展向大家報告，故委請宋副校長代表赴立法院列

席。但立委仍點名要求必須親自列席，否則將凍結預算，為免橫生枝

節，乃於校務會議中途趕赴立法院。高教預算審查時程原安排兩天，

當天即已順利審查通過。 

(二)上週二(10月26日)旗勝科技公司日籍總經理及本校會計系校友王木池

副總經理來訪，並捐贈 1000萬元由本校規劃舉辦創意競賽。當時曾向

王副總經理提到是否以部分經費贊助舉辦多年之鳳凰樹文學獎，並擴

大為全國性的藝文競賽。未來將在機械系李森墉教授主導下規劃辦理。 

(三)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陳秀生博士今日上午來訪，談到校友會館籌

建情況，陳會長表示校友們都很關心，他覺得一億七仟萬元（約 500

萬美元）應不難募得，也很樂意幫忙募款。未來 BOT案興建完成後，

如何簽訂次合約，將再與太子建設公司協商。 

三、研發處簡報教育部委託國科會科資中心針對國內 54 所大學院校自 1995

至 2002 年之總體及各領域研究績效分析暨本校各領域學術績效綜合指

標（詳簡報資料）。 

四、各單位報告： 

(一)歐副校長： 

1.十月中旬前往大陸訪問，共參加三項活動：(1)參加在南京河海大學舉

辦之台灣、大陸、德國三方之港口及海岸開發研討會；此會議將於二

年後（2006年）本校校慶期間在本校舉辦。(2)訪問濟南山東大學，山

東大學很有意願與本校合作，尤其是土建與水利方面，將再進一步聯

繫。(3)至青島出席石油大學主辦之「海峽兩岸科學技術研討會」；明

年將由雲林科大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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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將針對全國 76所大學校院，分校務類組與專業類組，進行校務

評鑑。本週一與幾位院長前往高雄師大參加實施計畫說明會。依計畫，

各校應於 12 月底前完成評鑑資料填寫，研發處將分送各相關填表單

位，請於期限內配合辦理。 

(二)教務處： 

1.本校與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雙學位合約草案，已 mail劉炯

權教授轉陳，該校目前正委請律師審閱，預計 11月 15日前回覆本校。 

2.有關政府推動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以增補產業研發人力乙案，本校

已召開招生委員會並研訂相關簡章，預計開設半導體與光電製程、積

體電路設計、電腦與通信等三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計畫書已於 10月底

前報部審議。 

3.明年大學招生考試已決定採網路選填志願，聯分會分發組與電算組已

就相關措施預作準備。 

4.旗勝科技公司捐贈 1000萬台幣供本校辦理創意設計競賽之基金，學術

服務組已完成入帳手續，並將與機械科技研發中心共同主辦活動。 

(三)學務處： 

將於 11月 7日在中正堂辦理「2004年國防工業訓儲博覽會」，預計有

50家廠商參展，提供 70個攤位及 18000個工作機會。 

(四)總務處： 

1.為維護行政大樓電梯之整潔美觀，已請事務組將牆面上之張貼痕跡徹

底清理，未來將由事務組購買公告架供各單位借用，請各單位勿再張

貼於牆面。 

2.本校學生宿舍與校友會館案已大致底定，將以 BOT 整案承包方式辦

理。未來 BOT若有中斷履約問題，將於合約細則中明訂處理原則。近

期內將儘快辦理公告。 

3.有關籌建綜合體育館乙案，已與體育室黃主任初步交換意見，並請其

提供體育設施需求項目、面積及興建地點之順位等資料，資料整合後

即可進一步規劃。 

4.本處新訂之本校清潔競賽辦法，每學期將各舉辦一次，本學期預訂於

11月 10日進行全校比賽，請各學院先進行院內比賽後推薦系所參賽。 

(五)研發處： 

1.本校獎勵研究績優系所評選已於 10月 8日選出，研究優良獎一名，由

材料系獲得；最佳進步獎三名，由物理系、資源系、教育所獲得。將

安排於校慶頒獎，並自 94年度連續二年增加系所教學經費各 20萬元。 

2.學術合作組李碧雪教授於 10 月中旬代表本校赴多倫多參加「2004 年

加拿大高等教育”Go Abroad Fair”展」，共有 11個國家參展，國內有 9

個單位（中研院及 8所大學）參展。 

(六)研究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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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心目前的辦公處所是工學院暫時借用的空間，總務長曾建議將來

社科院搬至新大樓後，可安排在雲平大樓東棟內，希望屆時能實現。 

※校長：基本上行政單位在行政大樓內辦公較適宜，原則同意社科院搬

遷後，研究總中心遷入雲平大樓東棟內。 

(七)理學院： 

1.本院生命科學系蔣鎮宇教授以功能性基因分子演化與亞洲植物保育遺

傳學方面的傑出研究表現，榮獲選為美國科學促進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 AAAS)會士(Fellow)。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是世界最大的科學性團體，歷年來獲選為該會會士

的台灣研究人員只有包括李遠哲院長在內的五位傑出學者。 

2.本院整潔比賽成績揭曉，生科所榮獲第 1 名，第 2 名是數學系。依本

院整潔比賽辦法，前兩名將分別獲得 2萬元及 1萬元獎金，以為鼓勵。 

(八)電機資訊學院： 

10月 29日至建國中學招生宣導，感覺本校之前舉辦聯發科技 IC研習

營及高中校長論壇之效果非常好；不過，未來本校仍應繼續加強宣導，

期能改變北部學生對新竹以南學校較不感興趣的想法。 

(九)規劃與設計學院： 

1.今年適逢建築系創系 60 週年，已規劃系列系慶活動，並著手編輯系

史，將安排訪問 60歲以上系友，逐年編製系友訪問錄。 

2.近日有英、澳大學教授來校訪問，談到跨國雙學位合作事宜，也談到

對方師、生過來開、修課的方式，是否可行將再進一步洽談。 

(十)管理學院： 

1.十月底由李再長教授代表學校帶領學生至浙江大學參加兩岸三地大學

生創業計畫競賽，本校獲得第二名。各參賽學校一致推薦由本校接辦

下一屆活動，是否接辦，提請討論。 

※校長：本校相關經費有限，無意願承接。 

2.研發處所訂鼓勵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要點之標準非常高，因各領域

不盡相同，是否各該領域第一名期刊亦可考慮提供獎勵。 

※校長：各該領域之相關獎勵應由各學院規劃提供。另周澤川教授建議

以「論文被引用次數（扣除自己引用次數）」為指標之獎勵，請

研發處思考規劃。 

(十一)醫學院： 

1.11月 9日上午 9:30成大論壇邀請到中山大學前副校長，也是國家講座

陳慶鏗教授於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主講：「神經科學與人生」。 

2.有關生物資訊跨領域整合發展事宜，上次校發會決議請教務長召集整

合，張文昌教授因參與教育部顧問室生物資訊組全國訪視工作，本校

生科中心亦正積極推廣生物資訊學程，且醫學院此方面人才較多，爰

建議本校是否應先辦好學程，再進一步由醫學院主導成立研究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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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務長協調時，能邀醫學院參與討論。 

※李清庭院長：教務長已於二週前召集協調，將由資訊系主導提計畫。

未來資訊系將至少提出四名師資員額，並與生命科學

系、醫工所及醫學院一起討論規劃。 

※校長：本校如何整合出前瞻又具特色之生物資訊跨領域發展計畫，請

李院長再邀張文昌教授及朱治平主任就相關執行細節妥為討論

規劃。有關籌設生物科學領域學院的問題，也請一併與張文昌

教授交換意見，有何具體建議或困難再提出。 

(十二)社會科學院： 

1.近期國際交流事務相當熱絡，如：(1)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西川

潤所長上週四來訪，雙方均有意願建立合作關係，將持續推動簽約。

(2)荷蘭萊登大學 Kist校長與前代理校長梁兆兵教授昨日來訪，亦相談

甚歡，未來雙方可在漢學與法學領域進行合作，將由研發處協助聯繫

簽約事宜。(3)越南大學中國研究院三位教授將於下週三來訪。(4)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亦有教授將於近幾週來訪並作短期講學。 

2.社科院大樓新建工程總經費將編列 2.5 億元辦理，空間方面經二次協

調，仍將台文系納入社科院大樓內。社科院大樓原規劃空間尚不足本

院未來發展需求，又納入台文系，2.5億元並不夠。希望未來能規劃二

館列入 5年 500億計畫內。 

※校長：台文系是否納入社科院大樓內，由總務處整體考量規劃。有關

5 年 500 億計畫，各學院未來在人力、經費、空間之需求，最

好提出發展目標與具體成果做對照，以利爭取相關資源。 

(十三)圖書館： 

南科圖書分室已於 10月 25日掛牌。 

(十四)計網中心： 

1.教育部為消除數位落差，正鼓勵大學、高中職組成資訊志工隊至偏遠

地區服務中小學，本中心已 mail給各單位，請資訊相關系所單位鼓勵

師生組成志工隊參加社會服務。 

2.本中心曾開發教室管理系統，可以有效協助各單位管理教室及提高利

用率，以解決空間不足問題，歡迎大家使用。 

(十五)校友聯絡中心： 

1.高雄成大校友會年會於 10 月 30 日舉行，本校約有 40 位同仁前往參

加；台北成大校友會年會將於 11月 5日舉行，當日各位主管如出差台

北，歡迎順道前往參加。 

2.校慶期間有關校友相關活動，校友傑出成就獎頒獎典禮訂於 11 月 11

日上午十時舉行，當日下午由各相關學院規劃舉辦傑出校友薪傳座談

會，11月 12日晚上六時在中正堂舉行校友之夜，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十六)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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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心今、明兩天在台北世貿展覽館參加「2004台灣國際技術交易

博覽會」，國內各主要產業技術研究機構、學術機構、業界及美、日、

韓、歐洲等國外廠商均參與盛會，美國加州大學亦聯合各分校參展。

如何加強產學合作，以技術協助業界，大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請大

家多支持人才資料庫之建立與充實。 

(十七)秘書室： 

1.公文管理系統已推行一段時間，目前校外來文、對外發文及簽呈大致

已有條碼；但部分單位並未確實簽收，請各位主管提醒所屬各單位指

定同仁負責公文簽收，若仍未達到效果，將統計各單位簽收情形提會

報告。 

2.公文橫式書寫將於明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計網中心已完成相關程式

之修訂，將由幾位同仁試用可行後，再由幾個單位先試行，以便明年

正式推行。 

五、下次主管會報訂於 11月 17日下午二時舉行。 

貳、討論決議事項 

【第一案】  

總務處依教育部函示，提請討論寒暑假期間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與教

官是否以實際到校天數核實發放交通補助費或停發交通補助費乙案， 

決議：因寒暑假期間實際到校天數認定困難，每年二、七、八月份未兼任

行政職務專任教師與教官停發交通補助費。—總務處。 

【執行情形】 

總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洽請計網中心修改交通費核發系統，自 93學年開始，每年二、七、

八月份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與教官停發交通補助費。 

三、依討論決議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核發教職員工交通費注意事項」

相關補助辦法，並發函各系所轉知。 

【第二案】  

研發處擬訂「國立成功大學鼓勵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一）。—研發處。 

【執行情形】 

研發處：本辦法將上網公告，並 E-mail通知各系所。 

【第三案】  

圖書館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募款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圖書館。 

m587-1.doc
m587-2.doc


 6 

【執行情形】 

圖書館：依照決議辦理。 

【第四案】  

圖書館擬廢止「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員申請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同意廢止「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員申請辦法」，惟「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涉及繳費規定，是否須提至學校層

級相關會議討論，請圖書館再思考。—圖書館。 

【執行情形】 

圖書館：依照決議辦理。至於在『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

辦法』中，關於繳費之規定是否須提至學校層級相關會議討論，

說明如下： 

1.經查『行政程序法』之條文，對於『收費』未有任何規定。 

2.曾就圖書館『收費』事宜，請教本校王成彬律師，王律師告知只

要『收費』有公告且經使用者在申請書上簽名，即表同意館方之

規定。 

3.圖書館之規章辦法若涉及『收費』，將視校方決定提至那一層級之

會議討論通過，圖書館即依照決議辦理。 

4.圖書館個人會員收費：每年年費二千元，並加收保證金三千元，

係依據 87.03.04 第四三七次主管會報提案討論通過之『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會員申請辦法』之規定辦理，現因圖書館整理服務

規章，將性質相同的整合在一起，故將其納入『國立成功大學圖

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中。 

5.校友認證費用：二千元和保證金三千元，係依據 93.01.28 第五

六九次主管會報提案討論通過之『修改校友辦理借書服務費之收

費方式』之決議辦理，現亦是因圖書館整理服務規章，將性質相

同的整合在一起，故將其納入『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借閱證

件申請辦法』中。 

【第五案】  

圖書館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提請  討論。 

決議：請依會中意見修正後提行政會議討論。—圖書館。 

【執行情形】 

圖書館：依照決議辦理，將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六案】  

本校現有校區模型圖尚缺幾棟新建大樓模型，請總務處製作補上；並請新

聞中心更新校區平面圖。—總務處、秘書室。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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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擬俟學校簡報室、校史陳列室改置雲平大樓八樓(原空大辦公室使

用)時，再行製作，以利永久展示保存。 

秘書室： 

一、俟總務處完成後，擬請專人拍照存檔。 

二、若有需出版新的校區平面圖時，再予更新。 

※校長：空大預定在明年六月遷出雲平大樓，請新聞中心、博物館籌設小組

就相關空間分別先行規劃，俾空大遷出後即可進行整修。 

【第七案】  

為留住優秀學生，請教務處思考如何縮短取得二個學位的時間，包括： 

(一)推動五年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之機制，例如請甄試入學之碩士新生（本

校或他校學生均可）提前來校修課。 

(二)目前直升博士生無法取得碩士學位，如何突破限制，亦請思考。 

—教務處。 

【執行情形】 

教務處： 

一、目前本校大學部學生可先修碩士班課程，惟其學分不得列入畢業

學分，待考上碩士班再辦理學分抵免，五年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

並非難事。至於開放碩士甄試新生提前入學修課，擬自九十五學

年度起由各學系所自行考量是否開放。 

二、直升博士生因並未完成碩士課程，礙於目前教育部法規規定，無

法同時取得碩士學位。 

※校長：開放碩士甄試新生提前入學修課事宜，請於教務會議提醒各系所。 

【第八案】  

各院系空間若能有效規劃運用，例如建立教室共用機制，提高教室利用率，

空間不足的問題應可稍為改善。請教務處整理各系所教室使用情形，提供

各學院參考。—教務處。 

【執行情形】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參、散會（下午五時卅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