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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2 日（週三）下午 2 時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 4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蘇芳慶(請假)、張俊彥(請假)、林從一、吳誠文、王育民、洪敬富、 

姚昭智、謝孫源、王筱雯、劉裕宏、李文熙、陳寒濤(請假)、陳玉女、 
陳淑慧、李偉賢(請假)、許渭州、黃宇翔、蕭富仁、鄭泰昇(請假)、 
簡伯武、沈延盛、沈孟儒、王偉勇(請假)、閔慧慈、蔡幸娟、 
張為民(請假)、黃肇瑞(請假)、張祖恩(請假)、苗君易(請假)、曾永華、 
陳裕民、李祖聖、王泰裕、陳運財(請假)、蔡維音(請假)、林憲德、 
林子平(請假)、李亞夫(請假)、湯銘哲(請假)、楊倍昌(請假)、陳明輝、 
李劍如、饒夢霞(請假)、蔡一愷、陳伍廷(請假) 

列席：李俊璋、蘇義泰、楊明宗、王右君(請假)、胡美蓮、王涵青、郭乃華、 
林文泰、林明德、游靜珊、陳培殷、舒宇宸、王效文、謝漢東、呂佩融、 
杜明河、林佳怡、吳幸娥、陳信誠、楊淑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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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准予備查（附表，p.7） 

貳、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這學期第 1 次會議。新學年，新氣象，成大傑出

校友吳敏求董事長全數捐贈的成大創新中心---旺宏館興建工程即將啟

動，是成大創校以來最大金額的單一捐贈案，除提供創新教學與研究空

間，亦和本校併肩一起打造「未來大學」新典範，為雙方永續合作開啟

嶄新的一頁。 
二、依據最新校資，本校哥倫布計畫及愛因斯坦培植計畫年輕學者數高達 26

位，另有 5 位玉山青年學者及 2 位玉山學者；在 11 月的成大校園即將有

一位教師成為全臺最年輕的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足見在

本校制度更新及教學研究環璄不斷改善下，新進師資及青壯人才正在穩

健中成長。 
三、本校透過捐贈資源，長年以來除可穩定提供高額獎助學金，也逐漸擴大

校務基金之財源，並讓支持院系所之經常費、圖儀費的基本規模有所成

長，學校近期將啟動財務規劃，以利各院院長能掌握並落實院務發展。 
四、9 月底登革熱疫情升級，在全校教職員全力投入防疫工作下，疫情已獲控

制。本學年秋季班境外學位生多達 1,919 人，除醫學院已協助初到臺灣的

國際生先進行血液篩檢，亦請各學院呼籲師生彼此關懷及互相通報，若

有症狀請即時上網登錄，並至成大附醫急診就診，以提早發現可能潛在

感染源，控制疫情避免再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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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成大附工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改隸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

高級中等學校計畫書」(如議程 email 附加檔案)及「國立成功大學與國

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合併契約」(議程附件 1），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8 年 9 月 11 日第 817 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本校原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高票通過臺南高

工改隸成大案(97 人出席投票，91 人贊成，以 93.81%贊成率通過)。改

隸案歷經國教署三次審查會議意見略以，依 105 年修正後之「國立高級

中等學校改隸為國立大學附屬學校審查作業及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2
款，雙方學校簽訂之改隸計畫書及契約書均須經雙方校務會議通過，再

進行後續改隸審查程序。 
三、臺南高工改隸案通過國教署審查後，成大附工將停招並與改隸後之臺南

高工合併，本校可對成大附工教師員額、現有場地(唯農大樓)做整體規

劃及運用。此外，臺南高工作為本校附屬之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可做為

本校的實作測試場域，包含師培中心教師實習與暑期新生體驗營等，如

本校電機系已連續 3 年(106~108 年)與臺南高工電機科共同主辦電工實

驗營，培育學生基礎實作能力。臺南高工可結合本校豐富的產學研資

源，在此基礎上分工合作，申請教育部及科技部等政府部門計畫，甚至

與企業辦理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四、若改隸案通過後，本校可以協助臺南高工提升在專業技術與國際交流的

能力，參考德國雙軌技職教育，將學校教育與職業訓練做緊密結合，立

下大學引導高中技職教育的典範。 
五、臺南高工擁有專業技職師資、眾多校友及永康地區廣大校地資源，兩校

可互相協調合作提高社會影響力，本校得視需求，可於臺南高工辦理推

廣教育、教學研究、產學合作中心等。 
擬辦：修正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校長補充報告： 

感謝黃前校長從 101 年即帶領相關一級主管為南工合併案，打下了穩健的

基礎。在這 6 年來，南工也持續提供電資學院優質的技術合作場域。去年

黃市長上任後，對南工合併案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加上南工的主動積極爭

取，相信在教育部的高度促成及台南市府會一致支持下，南工合併案，應

可順利進行。 
主席指示： 

請李主秘協助附工將委員提出的德國雙軌技職教育概念，針對教育與職業

訓練如何做結合，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融入南工合併案，並在本學年度

第 1 次校務會議中報告。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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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申請 110 學年度增設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8 日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以下簡稱總量標準，議程附件 2）。 
二、申請增設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者，依教育部 97 年 8 月 1 日台高(三)字

第 0970128390 號函，自 97 學年度起不再核撥師資員額，有關擬增聘師

資，請相關學院協助調整。 
三、申請 110 學年度增設、調整案共計 2 案如下： 

(一) 增設案－全校跨領域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申請單位：教務處 
(計畫書如 email 附加檔案)。 

(二) 停招案－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博士學位學程，申請單位：

電資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計畫書如 email 附加檔案)。 
四、檢附本校 108 學年度系所一覽表供參(議程附件 3)。 

擬辦：討論各申請案後投票，經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為同意案，通過結果續提校

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無異議通過，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9 會計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比例，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儀器設備費運用要點」規定（如議程附件 4），

圖儀費分配比率每年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決定。 
二、108 會計年度圖儀費分配比例如表一，109 會計年度擬定分配比例如表

二，因本校預算案尚待相關程序審議，俟預算核定後依經費增減情形調

整，再行公告。 

表一:108 會計年度圖儀費分配比例     單位：萬元 

會計年度 各院系所分配款 
圖書館分配款 

(圖書館) 
專案設備款 

(研發處) 
學校保留款 

(教務處) 
總額 

108 

12,240 
(90%) 

1360 
(10%) 4,400 

(22%) 
2,000 
(10%) 

20,000 
13,600 
(68%) 

表二:109 會計年度圖儀費分配預估金額   單位：萬元 

會計年度 各院系所分配款 
圖書館分配款 

(圖書館) 
專案設備款 

(研發處) 
學校保留款 

(教務處)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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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2,240 
(90%) 

1360 
(10%) 4,400 

(22%) 
2,000 
(10%) 

20,000 
13,600 
(68%) 

三、各部分經費經本會通過後，後續辦理如下: 
(一)有關圖書館分配款由圖書館規劃，提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由圖書館

分配辦理。 

(二)各院系所分配款、專案設備款與學校保留款由圖儀規劃小組辦理分

配事宜，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奉核後，各院系所分配款由各單位執

行，專案設備款由研發處辦理審查事宜，學校保留款由教務處辦

理。 

(三)院系所分配款中將通知各院總金額及分配計算方式，由學院統籌規

劃分配，各學院應於相關會議中訂定適當比例之控留款，供整體規

劃之用，各系所亦同。 

(四)院系所分配款將先發放 90%之金額，其餘 10%圖儀費將視各院系所達

成指標之情況發放。 

四、圖儀費 107 年度執行情形及 108 年度分配相關資料(如議程附件 5）。 
五、圖書館書刊經費報告(如議程附件 6）。 

擬辦：擬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請修正本校「圖書儀器費運用要點」。 
二、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有關各單位擬提 108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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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案由：擬修正「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三)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致聘要點」，提請審議。 



  108-1校發會紀錄第 5/11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四)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五)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三、擬送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提案順序如附件 1（p.8~ p.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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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總務處 
案由：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暨財務規劃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8 年 7 月 2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69118 號函辦理(附件 2 

p.10~p.11)。 
二、經統計，全校學生人數至 107 學年度為止，總數達 21,276 人，惟目前全

校提供之總床數為 7,315 床，學生住宿供給率約為 34%，低於教育部要

求學校住宿床數須為總學生人數 40%（約 8,510 床）之規定。另為考量

校務長期發展，除提升各學院教學、研究空間及設備品質外，亦要提高

整體學校住宿供給率及提供新型態生活學習場域。 
三、以本次規劃範圍之 A-1 區為開發主軸，由校方自籌經費興建，目標為滿

足本校短期學生住宿床數需求，提供最大量之住宿床位。建築空間使用

內容以住宿單元與宿舍附屬設施為主，提供總床數需達 977 床以上。 
四、本案先期規劃構想書係依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提經永續校園規劃及運

用委員會審議，概算總計畫經費為新臺幣 7 億 9,884 萬元整，相關構想

興建資料詳如 email 附加檔案。預定於 108 年進行規劃設計，工程於

109 年開始動工，112 年完工啟用。 
五、本案財務規劃部分，於先期構想書規劃階段依 108 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

標準表編列所需經費新臺幣 7 億 9,884 萬元整，採自籌(全額貸款)方式

支應，以住宿費、商辦租金、停車場租金等收入於 30 年內分期償還，

自償計畫經另案提送，於 108 年 9 月 2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 
六、計畫經費經教育部 108 年 7 月 2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69118 號函及本

年 9 月 2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以 100%貸款支應。 

擬辦：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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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補充報告： 
一、自上任以來，每次於學生座談會及家長座談會，反應最多的就是學生宿

舍不足的問題。學生住宿的需求與安全問題，學校實責無旁貸。 
二、教育部「新世代學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針對新建學生宿舍經費將補

助 50%貸款金額之全額利息；另正在立法院審議的「教育部補助專科以

上學校校內學生宿舍提升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整改善作業要點」，若順

利通過，新建學生宿舍，每床位最高可獲得新臺幣 4 萬元之補助經費。

有了這 2 項資金的挹注，貸款本金及利息，並不影響全校師生在經常性

及研究發展的支出。本案所提東寧宿舍興建方案，應是一個穩健、負責

任的重大決定。 

主席指示：請李主秘召集管理學院、財務處及主計室，考慮利率波動，說明本案

整體之財務計畫。並於校務會議將本次精髓範例，並考量住宿生負

擔、整體校園環境的改變，於會中提出報告。 

決議：照案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伍、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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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8.5.15）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報告日期：108.10.2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107-4 會議主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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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一次

本會開會前，先行開會檢視後，再提到本會討

論。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已於

108 年 9 月 27 日召

開 108 學年度第 1
次圖儀小組會議會

前會，討論圖儀費

各院系所分配款之

計算原則。 

解除列管。 
 
 

 
 
二 
 

107-4 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第一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6 

條。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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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查。 
1.主計室提案：107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提請討論。 
2.研發處、秘書室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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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事室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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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研究中心、研發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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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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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研發處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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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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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 
依決議辦理，續提

本(108)年 6月 12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

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 
 
秘書室、研發處： 
1.第 1 案至 3 案業

經本年 6 月 12 日

107學年度第 4次
校務會議照案通

過。 
2.第 4、5 案經上述

會議照案通過。

另本校「校級研

究中心設置暨管

理辦法」業經本

年 7 月 17 日第

816 次主管會報

審議通過，續提

本年 10 月 2 日

108學年度第 1次
次校務發展委員

會及本年 10月 30
日 108學年度第 1
次 校 務 會 議 審

議。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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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順序表 

10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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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改隸

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

校計畫書」及「國立成功大學與國立臺南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合併契約」，提請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成大附工 本校業於 102 年

12月 25日 102學

年度第 2 次校務

會議高票通過南

工改隸成大案。 

2 新提案 

案由：本校申請 110學年度增設系所學位學程

案，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教育部，俟核定通過

後，送請研發處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教務處 1.增設案－全校

跨領域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申

請單位：教務

處。 

2.停招案－多媒

體系統與智慧

型運算工程博

士學位學程，申

請單位：電資學

院資訊工程學

系。 

3 新提案 

案由：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暨財務

規劃事宜，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續行辦理工程之規劃設計等

相關事宜。 

學務處 

總務處 

所需經費新臺幣

7 億 9,884 萬元

整，採自籌(全額

貸款)方式支應。 

4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教務處 1.增訂持香港副

學士或高級文

憑資格入學本

校學士班之規

定。 

2.陸生列入特種

生適用學業成

績退學規定。 

3.增列牙醫學系

修業年限之規

定。 

5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審

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教務處 修正法源依據、輔

系及雙主修等相

關規定。 

6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致聘要 教務處 修正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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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順序 
原案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提案單位說明 

點」，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輔系及雙主修等

相關規定。 

7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

暨管理辦法」，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研發處 簡化各校級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及

校級研究中心設

置暨管理辦法修

法程序。 

8 新提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

置辦法」，提請審議。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秘書室 增訂當然委員人

數增加時，遞補

推選委員之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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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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