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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74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8年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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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達旋(請假)  湯銘哲(黃吉川代)  徐畢卿(李劍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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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張素瓊  陳志鴻(請假)  謝文真  

謝錫堃(陳培殷代) 張丁財  李丁進(石金鳳代) 蕭世裕  蕭瓊瑞(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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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6）。 

二、主席報告： 

(一)今天總務處安排舉辦本學期校園環境美化綠化暨清潔競賽，評分結果：第一名文學

院中文系，第二名醫學院護理系，第三名工學院工科系，依競賽辦法將分別頒發 5

萬元、3萬元、2 萬元業務費，恭喜以上獲獎單位。現在校園環境維護得乾淨、美麗

多了，最近一年來聽到哪裡廁所不乾淨、哪裡垃圾未清理的抱怨變少了，感謝總務

處及各院系的努力。 

(二)各位手上都有天下、遠見本（5）月出版的「2009 年大學入學指南」專刊，可以看

出本校畢業生的表現非常好，「企業最愛」的頭銜還是屬於成功大學。最近剛公布

98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放榜結果，本校學生來源大部分還是來自中南部，北部

高中生選擇到成功大學就讀的人數還是相當少。儘管本校畢業生獲得企業最愛的高

評價，卻還是無法吸引到北部的學生。尤其媒體也報導本校電機系此次甄選結果錄

取到備取兩百多名，雖說各校電機系招生名額不少，很多優秀學生都重複錄取，不

過，到底我們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夠好，要如何吸引更多優秀高中生願意來本校就讀，

應是我們要再思考的。如何提升本校在招生方面的競爭力，改變高中老師、學生、

家長的刻版印象，增加本校對他們的吸引力，將組成小組特別針對招生宣導問題，

探討更具體的策略與做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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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設置要點原條文未臻完備，對於委員會任務及任期等

未作規範，擬重新調整並作文字修正，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提請討論。 

擬辦：通過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請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園空間命名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 98年 5月 6日本校第 673次主管會報附帶決議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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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討論通過後提行政會議。 

決議：修正通過，請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行細則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修訂細則表如附件所示。 

二、修改說明： 

為落實校務基金之監督及配合上級督察學校經費運作，另應農委會評鑑本校專案

計畫研發成果及會計制度之要求；經費稽核委員會應配合研發成果事項進行專案

稽核，本次會議擬討論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行細則

表」。 

三、本案經 98年 5 月 6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三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討論修正。 

擬辦：本案經主管會報討論通過後，擬提 6月 24日校務會議議決。 

決議：請逕提校務會議討論。 

附帶決議：請財務長參考一般公司行號執行經費稽核的權限與程序，協助規劃適合本校

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的相關規範。 

 

第四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流浪犬處理原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為維護校園安全，並符合動物保護法令原則，期使本校處理校園內流浪犬有所依

據。 

決議：修正通過為「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流浪動物處理原則」（如附件二，p.7）。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應流感大流行緊急應變計畫」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於 98 年 5 月 15 日來文台體（二）字第 0980083295B 號文及 4 月 28

日於教育部網站中，呼籲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先期完成各項應變緊急措施，各大

專院校需成立流感大流行緊急應變小組，以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二、為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的健康安全，確保學校教育行政工作之順利推動，並避免

疫情藉由校園集體傳播而擴大流傳。 

三、本應變計畫係根據 94 年 11 月 2 日第 177 次校務企劃座談通過的「國立成功大學

因應新型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修改而定。 

擬辦：經主管會報討論通過後，公佈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參、審查第 159次行政會議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各院所系電費配額實施辦法』第六條條文，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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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已提經 98.2.25 第 669次主管會報討論，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七、九、十點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已提經 98.3.25 第 671 次主管會報討論，俟提 98.5.2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後，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藝術中心 

案由：本校校區命名活動，總結各方建議，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已提經 98.3.11 第 670次主管會報討論，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已提經 98.4.15 第 672次主管會報討論，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五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第六、九、十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已提經 98.5.6 第 673次主管會報討論，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企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為配合教育部「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本校需與實習機構共同組織實

習委員會，以利實習工作推動及實習作業諮詢。 

決議：修正後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第七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本校「分類通識課程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一次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配合本校通識課程新架構調整「分類」通識課程為「跨領域」通識

課程，並修正領域名稱。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 

擬辦：行政會議通過後，自 97學年度起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教師遴選適用。 

決議：修正後同意提行政會議討論。 

肆、其他意見： 

一、最近本校幾個學院正在進行院長遴選作業，有些學院的院長遴選辦法規範候選人資格

的條款有限制校外候選人參選之嫌，比如有學院規定「校外候選人在遴選第一階段結

束前須先取得本院相關系所教評會同意」，請各位院長再檢視所屬學院的院長遴選辦法



 4 

並思考研修，若仍希望維持原規定，則建議再增修「若院系所無法提供缺額，必須取

得校方提供缺額之證明」，如此才能開放校外人士來參選，以吸收更好的人才。（黃煌

煇副校長） 

二、院內幾位主管反應，教務處公布系所課程（包括必修、選修）固定時間的排課規則，

大致上都可遵照規則辦理，但若所有課程都一律固定，不但系所排課困難，亦將造成

被當的大四生因課程衝突無法下修而不能如期畢業，建議教務處允許系所在排課上能

做彈性微調。（管理學院張有恆院長） 

※黃吉川副教務長答覆：排課規則原則上是經過會議討論通過，將請教學資訊組針對管

理學院的問題，專案回覆。 

伍、散會（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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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8.5.6 第 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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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同意「醫學院圖書分館」更名為「崑

巖醫學圖書分館」，以彰顯黃崑巖創院

院長對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之傑出

貢獻，提請  討論。 

決議：同意「醫學院圖書分館」更名為「崑巖

醫學圖書分館」。 

醫學院：照案辦理。 結案 

附帶決議：校內每棟建築大樓與相關空間均屬

學校所有，應打破系館為各系所有

的觀念。未來校內大樓及相關空間

之命名或更名，均應提經學校適當

層級會議討論通過，請秘書室擬訂

校內大樓、空間命（更）名辦法。 

秘書室：依決議研擬本校校園

空間命名作業要點提

會討論。 

秘書室已

提 案 於

98.5.20 第

674 次主

管會報討

論 

二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

借閱規則」第六、九、十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行政會議討論。 

圖書館：將提 5月 27 日第 159

次行政會議討論。 

已列入行

政會議議

程 

三 案由：是否推動本校碩博士論文加入華藝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中文電子學位論

文服務」系統，以提高本校論文能見度

及被引用的機會，提請  討論。 

決議：同意由圖書館推動本校碩博士論文加入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中文電

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 

圖書館： 

1.合約書草約已送請秘書室法

制組謝秘書及王成彬律師審

視完畢。 

2.圖書館在與華藝數位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合約之後： 

(1)須修改目前博碩士數位論文

之授權書：論文著作者須同意

其論文授權給圖書館可再授

權給第三者（如華藝股份有限

公司等）進行重製等加值流程

後收錄於資料庫等權利產品

（或服務）。第三者可自行或

再授權經銷夥伴以電子形式

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

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

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

列印等使用行為。 

(2)論文有償回饋金之費用。 

3.上述二方面之問題，均與博碩

士畢業生的權益相關。為使未

來本校碩博士論文加入華藝數 

同意列入

5 月 27 日

行政會議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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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中文

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之流

程更周延完備，擬請將本案再

提至行政會議討論。 

 

四 案由：修正本校「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

實施要點」、「促進就業計畫進用專案助

理實施要點」第七點，博士教師與專案

助理每月薪給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爾後此類依據教育部函示之

單純修訂案，毋需提會討論，請以報告

案提出即可。 

人事室：依決議更新本室網頁

資料，並配合辦理。 

 

結案 

五 案由：新訂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

實施要點」、「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

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並停

止適用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

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決議： 

一、原則同意增訂聘任大師級學者為「專案

講座」，採校教評會一級一審之新聘制

度，及修訂專案研究人員採二級二審

（系、校教評會）之新聘制度。 

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

要點」、「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

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請依會中

意見修訂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討論。 

人事室：業依 98.5.6 主管會報

決議意見，修正本案

要點內容，將依序提

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俟提校務

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

討論後解

除列管 

六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開設碩士在職專

班經費運用原則」及「國立成功大學開

設碩士在職專班經費運用原則執行相

關配套事項」，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照案辦理，並已於 98

年 5月 12日函報教育

部備查。 

結案 

臨時

動議 

案由：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外籍生反應，本校

修課、學位相關辦法尚無英文版，建議

學校相關單位將本校修課、學位相關辦

法，特別是博士班相關的修業辦法，翻

議成英文版公布於網頁。 

主席裁示：推動國際化、建立英語化環境是學

校既定目標。本案交由頂尖計畫推

動總中心業務會議進行跨處協

調，將本校與學生相關之修業法規

逐步翻議為英文版。 

頂尖計畫推動總中心： 

1.擬由本推動總中心通知各一

級行政單位提出需翻譯之與

學生相關之修業規章，彙整

後提業務會議討論及排定翻

譯之優先順序。 

2.擬比照本校網頁委請語言中

心翻譯模式，由本校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經費支付校外人

員之翻譯費用。 

3.翻譯成果由各一級行政單位

確認及公佈於網頁。 

本案由頂

尖計畫推

動總中心

列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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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流浪動物處理原則 
 

98.5.20第 674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園安全、保護動物，並使本校處

理校園內流浪動物有所依據，特訂定本原則。 

二、 流浪動物問題為整體性的社會問題，學校應利用不同場合及機會宣導對待

流浪動物之正確態度。學生方面由學生事務處宣導管理，教職員方面由總

務處統合辦理。 

三、 本校為維護校園安全之必要，得對校園內流浪動物採取節育、防疫及捕捉

等適當性措施，並得徵求校內義工共同參與。 

四、 本校校園內禁止餵食流浪動物，如有違反者應予勸導、制止。 

五、 校園流浪動物投訴事件，處理流程如下： 

（一） 投訴人向總務處事務組或校園安全管理單位通報，交由事務組彙整

處理。 

（二） 事務組填具處理聯單，通知校內義工處理，必要時得轉送動物防疫

機關處理。 

（三） 事務組應將處理結果回覆投訴人及通報單位。 

六、 校園流浪動物具有攻擊性或傳染病等安全、衛生之虞時，事務組應請動物

防疫機關採取適當隔離或捕捉措施，事務組工友班及清潔人員亦得協助，

惟過程應合乎人道方式。 

七、 本原則經主管會報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