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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54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7年 4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會議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  湯銘哲  徐畢卿(李劍如代)  陳景文  曾永華   

蘇慧貞(黃正弘代) 楊瑞珍  利德江  顏鴻森  李偉賢  陳昌明(劉開鈴代)  

傅永貴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張有恆  林其和  陳振宇  張文昌  

陳志鴻(請假)  謝文真  謝錫堃  張丁財(李珮玲代)  李丁進  葉茂榮  

張錦裕(顏俊峰代)  蕭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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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4）。 

(一)第一案「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

待遇支給要點」及研究人員待遇支給表確認如附件二（p.5~p.12） 

(二)第二案「國立成功大學專利維護實施要點」確認如附件三（p.13~p.15） 

(三)第六案台文系未來固定空間「原日軍台南衛戍病院」之整修經費，請

總務處規劃部份以五年五百億經費支應，部份以校務基金支應。 

二、報告追蹤事項執行情形（如附件四，p.16~ p.19）。 

三、主席報告： 

《Cheers》雜誌上週公布 2008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本校去年首

度由企業最愛變成第二名，今年仍以些微差距次於台大。其實兩校的總

分數差不多，在各項指標的分數也各有所長，以誤差值 2%來看，第一名、

第二名其實難分軒輊。但不論是第一名或第二名，表現較弱的項目都是

一種警訊，尤其國際觀與外語能力方面更要加強努力。國際化方面馮副

校長正在努力推動；加強外語能力方面，外文系也積極推動「成鷹計畫」，

希望能建立一種校園文化，讓學生願意學習外語。另一方面也要吸引更

多有一定水準的國際生願意來成大，請國際事務處考慮盡量提前並分階

段接受外國學生的申請，也請各位院長轉請各學系配合審查時程。總之，

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論大學評鑑或五年五百億計畫，國際化都是一項很

重要的指標項目，也是做為頂尖大學不能不做的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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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務處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第五點、第九點及第十點規定一案， 

決議：同意獎助金每年提高為八十萬元，其中六十萬元為人事費、二十

萬元為業務費。請修正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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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處提請討論本校 97學年度學雜費是否調整及調整幅度為何一案， 

決議：同意本校 97 學年度學雜費調漲 5%，請教務處研擬說帖（調整後

增加之經費將用於擴大清寒學生獎補助、學生出國補助、增加學

生工讀名額與總經費、其他與學生相關之用途等等），提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部。 

三、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研究組已另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

中心業務會議」提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要點」，擬廢止「國立成功大學『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要點」一

案，  

決議： 

一、同意廢止「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要點」。 

二、「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要點」第二點及第四點，請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推動總中心研究組參酌會中意見提「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

總中心業務會議」修正。 

四、教務處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宇泰海洋工程科技講座』設置要點」一

案， 

決議：本校已訂有「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為各類講座之母法。

請教務處依據該母法，以簽呈辦理。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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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7.4.9 第 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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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

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

要點」，以延聘優秀產學合作人才一案， 

決議：除原有之研究教授外，原則同意增設研

究副教授與研究助理教授職稱，惟研究

教授、研究副教授與研究助理教授須為

具有教授、副教授與助理教授資格者；

相關條文請人事室協助修正。 

研究總中心： 

人事室已協助修正，修正後

之「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

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

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研

究人員待遇支給表及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 

結案 

二 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專利維護實

施要點」一案， 

決議：第八點所指專利技術權之歸屬問題，請

研究總中心向智慧財產局確認；其餘條

文依會中意見修正。 

研究總中心： 

一、研究總中心蔡達智博士已

於四月十日電詢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未繼續繳納專

利規費之專利權，依據專

利法第 51 條及 66 條之規

定，專利權自始不存在或

消滅，任何人皆可使用。

然，專利權雖消滅，專利

所存在之技術等研發成

果，依據本校研發成果管

理辦法第三條：「本校支薪

人員職務上之研發成果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約定外，屬於本校。」故

第八點第二項有關專利之

技術（know how）等權利

應歸屬於本校，仍應由技

轉育成中心負責推廣管

理。  

二、修正後之「國立成功大學

專利維護實施要點」及修

正對照表如附件。 

結案 

三 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國外專

利審查作業要點」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 

研究總中心：照案實施。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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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

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一案， 

決議：修正通過。 

研究總中心：照案實施。 結案 

五 研究總中心擬修正「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推廣

授權委任契約書範本」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 

研究總中心：照案實施。 結案 

六 文學院建請學校討論並明訂台文系未來固定

空間「原日軍台南衛戍病院」施工計畫與整修

時程等問題一案， 

決議：力行校區市定古蹟「原日軍台南衛戍病

院」之整修，請總務處與規劃設計學院

徐院長研究將整修經費規劃在五千萬

元以內，以簡化行政流程；並請示教育

部本案可否以五年五百億經費辦理，若

否，再另行商議。 

總務處：經電洽教育部承辦李

小姐表示：本案在第

二階段計畫書內有提

列，且屬整修拓展教

研空間，應為可行。

如經費來源確定，則

於五千萬元以內辦理

整修計畫。 

本案經費

請總務處

規劃部份

以五年五

百億經費

支應，部

份以校務

基 金 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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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 

 87 年 4 月 1 日第 439次主管會報通過 

 88 年 6 月 30日第 468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 年 2 月 21日第 506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 年 10月 17日第 520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2 年 11 月 19日第 565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2 日第 594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23日第 654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為辦理各項研究計畫及執行業務之需要得進

用聘僱人員。 

二、聘僱用人員分為：研究人員、技術人員、行政人員等三種。 

(一)研究人員：指從事研究、實驗、創作、考證、產品開發、產業輔導、技術移轉等工作

之人員，其職稱分別為研究教授、研究副教授、研究助理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助理。 

(二)技術人員：為協助研究工作之執行、從事儀器或工具操作、維修、技術改良以及儀器

設計製造等工作之人員，其職稱分別為技術師、副技術師、助理技術師、技術助理、

技工。 

(三)行政人員：指從事人事、會計、總務等行政支援工作之人員，其職稱分別為管理師、

副管理師、助理管理師、行政助理。  

三、聘僱用人員進用資格： 

(一)研究人員： 

1.研究教授、研究副教授、研究助理教授須具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之教師資格且

曾以該資格聘任有案者。 

2.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教授資格者。 

任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八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副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副教授資格者。 

任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4.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5.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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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6.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具有專科畢業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技術人員 

1.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副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技術研發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取得相關技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業務六年以上者。 

2.副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者。 

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八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者。 

取得甲級相關技術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業務六年以上，績效卓著者。 

3.助理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取得乙級相關技術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業務三年以上，績效優良者。 

4.技術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專科畢業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取得乙級相關技術士證者。 

5.技工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國中(含)以上學歷，並具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技能足以勝任者。若具有高

中(職)以上學歷，薪級比照國中學歷加三級起聘。 

取得丙級相關技術士證者。 

  (三)行政人員： 

1.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副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2.副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八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助理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4.行政助理應具下列資格： 

具有專科畢業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四、進用研究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技術師、管理師，由各該研究中心組成「初

審委員會」甄審後再由複審及決審委員會審核；進用研究助理、副技術師、副管理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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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員，則逕由各該研究中心組成之「初審委員會」甄審；所有進用人員於審核通過，

簽報校長同意後始得聘僱用。各類人員之續聘僱，由各該研究中心提出，循行政程序簽

請校長核定。初審委員會、複審委員會及決審委員會設置細則另訂之。 

五、聘僱人員支薪待遇，參照相關標準，訂定如待遇支給表，但研究計畫委託單位列有支薪

標準者，從其規定，職務加給比照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及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

表。但支領各項人事經費總額不得違背公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 

六、薪點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以不超過最高標準為限，折算薪

資核支。 

七、各類聘僱人員，服務滿一年經考核成績優良者，每年得晉薪一級，但亦得不予晉級；助

理、各級技術師、技工、各級管理師每晉升三級者，需送研究總中心複審；員工考評及

獎懲辦法另訂之。 

八、各類聘僱人員升等辦法另訂之。 

九、研究人員依各研究中心所賦予主持或協同主持或專辦二項研究計畫外，如再參與其他列

名之研究計畫(以不超過二個為限)，得視各中心業務需要或財務狀況簽報支領兼任工作

津貼；但其支領工作津貼總額不得超過本人之薪給。 

十、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因業務需要，從事外業、夜間工作或危險性工作者，得簽請核發外

業、夜間或危險津貼。 

十一、因業務需要，需長期派駐在外工作者，得給與津貼。 

十二、各研究中心之主管人員(經校長聘任者)得在其管理費足敷支應(管理費年收入總額不得

低於該年度比照系、所主管月支主管加給之四十八倍)下支領兼任督導費，已支領主管

加給者，不得再支領上項兼任督導費；兼任督導費之支給，不受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

施要點第十條之規範，但管理費之運用仍需符合本校之相關規定。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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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用研究人員待遇支給表 

 薪                      點 

 

 

 

 

 

 

 

 

 

 

 

 

薪 

 

 

 

 

 

 

 

 

 

 

級 

1 790      

2 765      

3 745 745     

4 725 725     

5 705 705     

6 685 685 685    

7 665 665 665    

8 645 645 645    

9 625 625 625 625   

10 605 605 605 605   

11  585 585 585   

12  565 565 565   

13  545 545 545   

14  530 530 530   

15  515 515 515 515  

16   500 500 500  

17   485 485 485  

18   470 470 470  

19    455 455  

20    440 440  

21    425 425  

22    410 410 410 

23    395 395 395 

24    380 380 380 

25    365 365 365 

26    350 350 350 

27    335 335 335 

28    320 320 320 

29     305 305 

30     290 290 

31     280 280 

32     270 270 

33      260 

34      250 

35      240 

36      230 

37       

38       

39       

40       

41       

42       

43       

職  稱 
研究教授 

研究員 

研究副教授 

副研究員 

研究助理教授 

助理研究員 
研究助理 

大學畢 專科畢 

助  理 

  註：晉升該   級者須送研究總中心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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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94年 3月 2日第 594主

管會報修正通過） 
說明 

二、聘僱用人員分為：研究人員、技

術人員、行政人員等三種。 

(一)研究人員：指從事研究、實驗、

創作、考證、產品開發、產業輔

導、技術移轉等工作之人員，其

職稱分別為研究教授、研究副教

授、研究助理教授、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

理、助理。 

二、聘僱用人員分為：研究人員、

技術人員、行政人員等三種。 

(一)研究人員：指從事研究、實驗、

創作、考證、產品開發、產業

輔導、技術移轉等工作之人

員，其職稱分別為研究教授、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研究助理、助理。 

增列研究副教授及

研究助理教授職稱 

三、聘僱用人員進用資格： 

(一)研究人員： 

1. 研究教授、研究副教授、研究助

理教授須具有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之教師資格且曾以該資格

聘任有案者。 

3.副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副教授資格者。 

任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三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

專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

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

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4.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

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

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5.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研

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三、聘僱用人員進用資格： 

(一)研究人員： 

1. 研究教授須為教授退休轉任或    

具相當學術聲望者。 

 

 

3.副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副教授資格者。 

任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三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

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

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4.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

門著作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

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5.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1.依 97.4.9 第 653

次主管會報決

議，人事室建議

修訂研究教授、

研究副教授或研

究助理教授之進

用資格。 

2.標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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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

相關之研究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技術人員 

1.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助理

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副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有重要技術研發或專門著

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博士

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

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

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工作六

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取得相關技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

業務六年以上者。 

2.副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講師

資格者。 

任助理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

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

作六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

著作者。 

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八

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

者。 

取得甲級相關技術士證後，實際從

事該項業務六年以上，績效卓著

者。 

(三)行政人員： 

1.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副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六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技術人員 

1.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助理

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副技術師四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重要技術研發或專

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博士

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

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

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工作

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者。    

取得相關技師證後，實際從事該

項業務六年以上者。 

2.副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講師

資格者。 

任助理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

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

工作六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

專門著作者。 

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

八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

著作者。 

取得甲級相關技術士證後，實際

從事該項業務六年以上，績效卓

著者。 

(三)行政人員： 

1.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任講師或副管理師四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

門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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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

從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2.副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

作六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八

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者。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具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曾從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2.副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具講師資格者。 

任助理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

工作六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

專門著作者。 

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

八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四、進用研究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

以上人員、技術師、管理師，由

各該研究中心組成「初審委員

會」甄審後再由複審及決審委員

會審核；進用研究助理、副技術

師、副管理師以下人員，則逕由

各該研究中心組成之「初審委員

會」甄審；所有進用人員於審核

通過，簽報校長同意後始得聘僱

用。各類人員之續聘僱，由各該

研究中心提出，循行政程序簽請

校長核定。初審委員會、複審委

員會及決審委員會設置細則另

訂之。 

四、進用助理研究員 (含 )以上人

員、技術師、管理師，由各該

研究中心組成「初審委員會」

甄審後再由複審及決審委員會

審核；進用研究助理、副技術

師、副管理師(含)以下人員，

則逕由各該研究中心組成之

「初審委員會」甄審；所有進

用人員於審核通過，簽報校長

同意後始得聘僱用。各類人員

之續聘僱，由各該研究中心提

出，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

定。初審委員會、複審委員會

及決審委員會設置細則另訂

之。 

1.增列研究助理教

授以上人員進用

初審、複審及決

審程序。 

2.以上即含本數，

刪除（含）文字。 

五、聘僱人員支薪待遇，參照相關標

準，訂定如待遇支給表，但研究

計畫委託單位列有支薪標準

者，從其規定，職務加給比照國

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及聘僱人

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但支領

各項人事經費總額不得違背公

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 

五、聘僱人員支薪待遇，參照相關

標準，訂定如待遇支給表，但

研究計畫委託單位列有支薪標

準者，從其規定。研究教授支

薪待遇，以支領計畫主持人費

用為限，但支領各項人事經費

總額不得違背教職員退休條例

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1.依據「國立成功

大學契僱人員及

聘僱人員薪點支

給待遇標準表」

辦理修訂研究教

授、研究副教授

及研究助理教授

支薪標準。 

2.增列研究教授等

人員支薪不得違

反公務人員退休

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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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類聘僱人員，服務滿一年經考

核成績優良者，每年得晉薪一

級，但亦得不予晉級；助理、各

級技術師、技工、各級管理師每

晉升三級者，需送研究總中心複

審；員工考評及獎懲辦法另訂

之。 

七、各類聘僱人員（研究教授除

外），服務滿一年經考核成績優

良者，每年得晉薪一級，但亦

得不予晉級；助理、各級技術

師、技工、各級管理師每晉升

三級者，需送研究總中心複

審；員工考評及獎懲辦法另訂

之。 

修訂研究教授、研

究副教授、研究助

理教授晉薪規定 

 

 

（刪除） 十、各研究中心需聘用領有專業證

照之人員始得執行業務者，得

於薪資外加發證照加給，其數

額由各中心依業務性質簽請核

發。 

配合五點修正後職

務加給比照國立成

功大學契僱人員及

聘僱人員薪點支給

待遇標準表，刪除

本點規定。 

十、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因業務需

要，從事外業、夜間工作或危險

性工作者，得簽請核發外業、夜

間或危險津貼。 

十一、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因業務

需要，從事外業、夜間工作

或危險性工作者，得簽請核

發外業、夜間或危險津貼。 

點次更改 

十一、因業務需要，需長期派駐在外

工作者，得給與津貼。 

十二、因業務需要，需長期派駐在

外工作者，得給與津貼。 

點次更改 

十二、各研究中心之主管人員(經校

長聘任者)得在其管理費足敷

支應(管理費年收入總額不得

低於該年度比照系、所主管月

支主管加給之四十八倍)下支

領兼任督導費，已支領主管加

給者，不得再支領上項兼任督

導費；兼任督導費之支給，不

受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

點第十條之規範，但管理費之

運用仍需符合本校之相關規

定。 

十三、各研究中心之主管人員(經校

長聘任者)得在其管理費足

敷支應(管理費年收入總額

不得低於該年度比照系、所

主管月支主管加給之四十八

倍)下支領兼任督導費，已支

領主管加給者，不得再支領

上項兼任督導費；兼任督導

費之支給，不受本校建教合

作計畫實施要點第十條之規

範，但管理費之運用仍需符

合本校之相關規定。 

點次更改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依人事室建議更改

點次並增訂十三點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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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專利維護實施要點 
 91 年 5 月 15日第 532次主管會報通過 

 93 年 1 月 28日第 569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23日第 654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 為經濟有效維護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並鼓勵創新及

提昇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本校專利，指本校支薪人員因職務上研究發展成果所產生之專利。 

前項專利權之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規定。 

三、 第二點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研究發展成果」，係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校管理辦法)第三條定義之，且其管理、推廣及其他相關事宜，皆依本校管理辦法

執行。 

四、 本校專利之申請及維護事宜，依本校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統籌管

理。 

五、 本校專利申請案獲悉核准並通知領取專利證書時，僅依各國智財權主管機關之規定繳納

證書費用和第一階段維護費用，由本校所有第一階段之專利所有權。 

六、 每年由技轉育成中心對經本校獲准且仍於維護中之專利作整體評估，並擇適當時間於技

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中提案討論，決議下年度將持續維護之專利案件。 

前項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係依本校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相關規定召開。 

七、 本校僅針對該年度通過評估之專利案件，續繳下一階段維護費用，並持續由本校持有下

一階段之專利權，直至該專利權期限截止。 

八、 每年度未通過評估之專利案件，若創作人認為該專利仍有維護之必要，且願意自行支付

後續維護費用之 85％（其餘 15％由本校支付），則該專利繼續予以維護；否則該專利將

因缺繳費用而自動放棄。 

前項所指專利之技術仍為本校所有，並由技轉育成中心負責推廣管理。 

九、 專利權之技術移轉權益收入，應依授權合約書簽訂時之專利費用支付人為依據予以分

配。若當時專利維護費用為本校支付，應依本校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若為創作人

支付 85％費用（其餘 15％由本校支付，且該專利屬本校所有），則該項專利之後續權益

收入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後，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85％ 

本校：15％（校方所得之 13％及 20％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

位運用） 

前項所指必要成本為所需分擔之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本（以該項專利之後續權益收入扣

除應回饋資助機關之支出後所得餘款之 15％為計）。 

十、 本校專利所需之維護費用，依當年度核定經費額度以為運用，不於本要點中規範之。 

十一、 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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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利維護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93年 1月 28日第 569

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理由說明 

一 為經濟有效維護國立成功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

權，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

特訂定本要點。 

為經濟有效維護本校研究成果之

智慧財產權，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

究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文字修正 

三 第二點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研究

發展成果」，係依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校管理辦

法)第三條定義之，且其管理、推

廣及其他相關事宜，皆依本校管理

辦法執行。 

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研究

發展成果」，係依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校管理辦

法)第三條定義之，且其管理、推

廣及其他相關事宜，皆依該辦法執

行。 

1.第二條應改

為第二點 

2.文字修正 

 

四 本校專利之申請及維護事宜，依本

校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本校技

轉育成中心統籌管理。 

本校專利之申請及維護事宜，依本

校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本校技

術移轉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技轉中

心)統籌管理。 

組織名稱修正 

五 本校專利申請案獲悉核准並通知

領取專利證書時，僅依各國智財權

主管機關之規定繳納證書費用和

第一階段維護費用，由本校所有第

一階段之專利所有權。 

本校專利申請案獲悉核准並通知

領取專利證書時，僅依各國智財權

主管機關之規定繳納證書費用和

第一階段維護費用，由本校持有第

一階段之專利所有權。 

持有改為所有 

六 每年由技轉育成中心對經本校獲

准且仍於維護中之專利作整體評

估，並擇適當時間於技轉育成中心

推動委員會中提案討論，決議下年

度將持續維護之專利案件。 

前項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係

依本校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相關規

定召開。 

每年由技轉中心對經本校獲准且

仍於維護中之專利作整體評估，並

擇適當時間於技轉中心推動委員

會中提案討論，決議下年度將持續

維護之專利案件。 

前項技轉中心推動委員會，係依本

校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相關規定召

開。 

組織名稱修正 

八 每年度未通過評估之專利案件，若

創作人認為該專利仍有維護之必

要，且願意自行支付後續維護費用

之 85％（其餘 15％由本校支付），

則該專利繼續予以維護；否則該專

利將因缺繳費用而自動放棄。 

前項所指專利之技術仍為本校所

有，並由技轉育成中心負責推廣管

理。 

每年度未通過評估之專利案件，若

創作人認為該專利仍有維護之必

要，且願意自行支付後續維護費用

之 85％（其餘 15％由本校支付），

則該專利繼續予以維護；否則該專

利將因缺繳費用而自動放棄。 

前項所指專利技術仍為本校持

有，並由技轉中心負責推廣管理。 

組織名稱及文

字修正 

 

九 專利權之技術移轉權益收入，應依

授權合約書簽訂時之專利費用支

付人為依據予以分配。若當時專利

維護費用為本校支付，應依本校管

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若為創作

專利權之技術移轉權益收入，應依

授權合約書簽訂時之專利費用支

付人為依據予以分配。若當時專利

維護費用為本校支付，應依本校管

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若為創作

1.持有改為所

有 

2.組織名稱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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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付 85％費用（其餘 15％由本

校支付，且該專利屬本校所有），

則該項專利之後續權益收入扣除

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後，以下

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85％ 

本校：15％（校方所得之 13％及

20％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

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用） 

前項所指必要成本為所需分擔之

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本（以該項專

利之後續權益收入扣除應回饋資

助機關之支出後所得餘款之 15％

為計） 

人支付 85％費用（其餘 15％由本

校支付，且該專利屬本校持有），

則該項專利之後續權益收入扣除

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後，以下

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85％ 

本校：15％（校方所得之 13％及

20％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

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用） 

前項所指必要成本為所需分擔之

技轉中心營運成本（以該項專利之

後續權益收入扣除應回饋資助機

關之支出後所得餘款之 15％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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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主管會報追蹤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97.4.23第654次主管會報報告 

案由【成案時間】 過去追蹤摘要 目前執行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校擬取得

毗 鄰 歸 仁

校 區 北 側

台 糖 土 地

案【921105】 

 

總務處： 

＊承商於 96.2.12 辦理「國立成功大學歸

仁校區擴增校地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前公開說明會暨土地徵收公聽會」。 

＊本校於 96.5.17召開環境影響說明書

審查會議。 

＊顧問公司 96.7.25提送修正報告書，

業於 96.8.8簽奉同意審定在案。 

＊本校 96.9.11 函報環境影響說明書至教

育部；教育部 96.9.17 函送該說明書請

環保署審議；環保署 96.10.11函知本校

繳交審查費 9萬元整。 

＊本校 96.10.24檢送該等說明書 50份

暨相關電子檔至環保署，並繳交審

查費。 

＊環保署 96.11.14函知「訂於 96.11.28

辦理『歸仁校區擴增校地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現勘」。 

＊環保署於 96.12.18 召開本案專案小

組初審會議，並於 96.12.25 函送會

議紀錄，請本校於 97.3.31前依函示

事項補充、修正後，送該專案小組

再審。 

＊顧問公司業於 97.1.28至校研商相關

修正事宜，預計 3 月初提送修正報

告書予本校。 

＊擬待修正報告書送達並簽奉核准後，

儘速於 3 月中旬函送環保署，俾利其

安排專案小組第二次審查會。 

研發處： 

＊七個中心之空間需求與進駐人數重新

修訂，已提供總務處營繕組參考運用。 

＊已於 96.6.1 將各中心可能產生廢棄

物及實驗室特殊需求提供總務處，

供作環評參考資料。 

＊本處將配合總務處回應 96.12.18 環

評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有關委員、專

家學者及各機關所提之意見。 

＊本處於 97.2.15 彙整將進駐中心之每

月廢棄物總量體及其他相關補充資料

提供總務處及環評承商參考運用。 

總務處： 

1.本校由總務長率同營

繕組暨規劃顧問公司

列席環保署 97.4.9 召

開之本案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獲致

「有條件通過，逕行進

入環評委員會確認」結

論。條件如下： 

(1)各建物應承諾取得

綠建築標章。 

(2)挖填方應就地平

衡、不外運。 

(3)校區內規劃機車停

車空間，不得停放

於圍牆外。 

(4)環境監測與管理須

以整個歸仁校區

（含本擴增校地）

為範圍。 

2.環保署訂於 97.4.25 召

開環評委員會審查確

認。 

3.為求時效，由資產管理

組研擬土地徵收計畫

書報教育部核轉內政

部核定。 

研發處： 

配合總務處持續推動

本案。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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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成案時間】 過去追蹤摘要 目前執行情形 追蹤結果 

二、購置「成大

台北會館」

房地案 

【961017】 

※96.10.17決議： 

目前擬進行的方式（由校友聯絡

中心負責募款七仟萬元，校務基

金自籌一億元，以購買 1至 2 樓

為原則），因部分主管認為由校

務基金自籌一億元之效益尚待

評估，本案請校友聯絡中心葉主

任朝全額募款，先購買價位較低

的 3 樓空間之方向努力。 

※97.1.9追蹤結果： 

請葉主任以「八月底前完成募款」

為目標積極進行。 

校友聯絡中心： 

＊本案將以先購買 3 樓空間規劃全

額募款，並由本中心及台北校友會

共同持續推動募款。 

＊已與台北校友會沈英標會長、成

大校友基金會陳茂仁董事長共

同推動中。 

總務處： 

配合校友聯絡中心辦理。 

校友聯絡中心： 

已納入「國立成功大學文

教基金會」年度工作項

目，並配合校友基金會，

積極推動募款工作。 

總務處： 

配合校友聯絡中心辦理。 

繼續追蹤 

三、學務處建請

提前增建本

校學生宿舍

案【970109】 

※97.1.9決議： 

同意優先考量增建學生宿舍，請黃副

校長召集規劃增建學生宿舍事宜。 

副校長室： 

＊黃副校長已籌組「學生宿舍興建

推動委員會」，以評估最有利的

興建方式。 

＊97.2.29 將召開「學生宿舍興建推

動委員會議」規劃討論。 

總務處： 

本處本年度將進行位處勝利校

區宿舍用地之規劃建設事宜，並

配合黃副校長成立「學生宿舍興

建推動委員會」協助推動。 

學務處： 

配合「學生宿舍興建推動委員

會」之相關事項處理。 

副校長室： 

已請總務處評估最有利

方案，提下次推動委員會

討論。 

總務處： 

已依前次會議結論由規

劃設計學院陳耀光老師

提出整體規劃書計畫

案，其中共同主持人尚由

徐明福院長協調中。 

學務處： 

依會議決議已進行學生

住宿意願調查，資料整理

中。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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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成案時間】 過去追蹤摘要 目前執行情形 追蹤結果 

四、推動本校節

能運動案 

【961017】 

※96.10.17決議：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已

委請電機系陳建富教授籌組小

組，研提本校節能計畫，俟該小組

節能方案提出後，再討論如何推動

節能運動。 

※97.1.9追蹤結果： 

節能方案之提出與推動應訂定期

程，加緊腳步積極進行。 

頂尖計畫總中心： 

＊經詢陳教授目前已籌組小組，並

擬妥計畫書，將簽請由頂尖計畫

提供相關經費，預計自 12 月 1

日開始進行節能計畫與方案之

研究。 

＊節能小組針對校園節約能源效益

調查提出建議與執行方式如下： 

(一)討論共同管溝規劃。 

(二)討論三段式電價之評估。 

(三)討論 T8改換 T5燈管。 

總務處： 

本處營繕組有派員參與該小組，將

持續配合推動節能運動。 

※97.2.27追蹤結果： 

校園共同管溝部份，請節能小組增

加排水、給水系統規劃。 

頂尖計畫總中心（節能小組）： 

1.目前進行項目： 

(1)持續調查目前電機系

館空調設備。 

(2)持續規劃電力監控系

統。 

(3)持續調查市面上各種

燈管之效益。 

2.後續將針對調查結果提出

改進方案。 

總務處： 

目前完成資源系五間教

室更換 T5 燈管做為實測

用，待獲得驗證後再評估

是否採用。 

繼續追蹤 

五、總務處建請

建置「環境

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

案【970123】 

※97.1.23決議： 

設置校園環境安全衛生專責單

位普獲與會主管認同，請總務長

召集陳志勇教授、蘇慧貞處長、

張丁財主任及葉茂榮主任等，就

成立專責單位「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之定位、組織架構、

任務、功能及人力等等詳加評

估、規劃，再提出討論。 

總務處：  

本案相關事項評估、規劃等之初

步構想，訂於 2月底前先由事務

組與相關老師討論修正後，預計

3月份由總務長召集研議。 

總務處：本案於 97.4.8由總

務長召集相關老

師討論，將以一級

單 位 作 定 位 考

量，組織之未來應

具營運特性，相關

營運評估、架構及

分析將於下一次

小組會議提出。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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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學院提議

擬在本校設

置「能源科

技與策略研

究中心」案

【970213】 

※97.2.13決議： 

一、能源研究是未來很大、很重要

的課題，本校應組織研發團隊

並延攬能源領域重量級人

士，適時參與國家能源政策初

期規劃階段，以爭取國家型能

源研究計畫與資源。 

二、同意先成立「能源科技與策略

研究中心」籌備處，一方面整

合校內各相關領域（含人文社

會）現有研究人力，同時針對

中心的前瞻性研究方向與特

色、與國內外的競爭力、未來

的發展願景等等再仔細規劃。 

工學院：已於 2 月 21 日召開『成

立籌備處會議』，會中議

決，由翁鴻山教授擔任籌

備處召集人。 

※97.2.27追蹤結果： 

本案列入追蹤，約 3個月或半年

後請翁鴻山教授簡報籌備概

況。將視籌備處成立後，如何推

動學校能源方面的研究，及後續

進展程度，再討論其定位問題。 

工學院：擬於 5 月 7 日或 5

月 21 日，視主管

會 報 之 時 間 方

便，進行簡報。 

 

配合於 5

月 7 日

或 5 月

21 日安

排簡報。 

七、本校校區命

名 活 動 案

【970227】 

※97.2.27決議： 

同意辦理，也請將校友對母校懷

舊的情感考慮在內。 

藝術中心：辦理本案之經費正簽陳核

定中。 

藝術中心： 

活動已開始辦理，時間將延

長至本學期末。 

繼續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