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八十八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間：八十八年十二月廿九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翁鴻山 李建二 沈清良 何東波 洪敏雄 黃定鼎 黃煌煇（溫昀哲代） 涂永清    

李羅權 王駿發 高 強 王乃三（簡伯武代） 張保民 葉純甫 賴溪松 楊明宗    

利德江 葉正蓉 彭富生 李丁進（楊明宗代） 譚伯群 葉茂榮 彭堅汶 黃天祐     

廖美玉 李慶雄 吳順益 閔振發 吳天賞 余樹楨 麥愛堂 戴 謙 李森墉 劉濱達） 

吳宗憲 楊毓民 溫紹炳 黃肇瑞 方一匡（倪勝火代） 蔡長泰 張嘉祥 黃明哲     

鄭國順 郭興家 林享博 蕭世文（林銘泉代） 葉宣顯 邱仲銘 鄭芳田 陳梁軒    

丁國樑 吳萬益（姜傳益代） 簡金成 任眉眉 潘偉豐 張敏政 黎煥耀 簡伯武    

柯慧貞（游一龍代） 蘇益仁 賴明德 林銘德（賴明德代） 葉才明 陳清惠 徐阿田   

楊友任（吳明宜代） 蔡朋枝 蔡志方 張高評 葉政欣 陳怡良 邱源貴 高實玫    

林瑞明 王 琪 許瑞麟 陳若淳 方永富 傅永貴（蔡錦俊代） 楊友偉 孫亦文    

江威德 林進丁 張素瓊 朱銘祥 顏鴻森（陳元方代） 張錦裕 張仁宗 陳元方     

李祖聖 陳建富 王水進 陳進興 簡仁宗 郭人鳳 周澤川 陳志勇 陳特良 陳進成 

林再興 徐德修 陳東陽 歐善惠 高家俊 游保杉 王榮泰 張冠諒 葉光毅 陳建旭 

張克勤 趙怡欽 黃汝賢 苗君易（鐘光民代） 張祖恩 廖揚清 楊大和 周福星    

陳春益 戴佐敏 陳俊郎 張淑昭 葉誌崇 林保權 呂金河 潘浙楠 杜富燕 靳應臺 

王新台 湯銘哲 蔡少正（潘偉豐代） 趙文元 賴明亮 楊倍昌 林以行 翁舷誌    

林炳文（賴吾為代） 林其和 劉清泉 楊俊佑 吳俊忠 陳美津 黃英修 顏妙芬 陳 勁 

林東茂 許壽亭 王素貞 陳明輝 嚴伯良 楊福來 陳俊雄 許瑞芳 鍾光民 李金駿 

莊明憲 陳 昇 張安琪 蔡文晃  儲鴻德（楊國泓代） 

列席：施鴻志 

主席：翁  政  義 記錄：江  芬  芬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第七案補充報部資料，餘予以確認（如附件一）。 

二、主席報告： 

經過社會脈動快速的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即將來臨。我們回顧過去，展望未來，人類從

工業經濟演進到知識經濟，教育思維的方式亦受其影響。 

工業經濟立基於龐大的原料、廠房、設備、人力、資金，其發展步調緩慢；而如今的經濟

行為將這些有形的資源演進成為無形的知識與資訊，不再為有形的條件所限，迅速發展而多

元。知識與資訊兩者的創造、分配與利用，即是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於一九九六年正式提出的

所謂知識經濟。 

知識經濟中，人力為最重要的資源。人才的培育、人才的提供是大學教育的重任，培育大

學人才首重創新。新經濟學家提出創新是追求混亂、不平衡，進而在其中追求平衡，亦即延

著混沌的邊緣追求平衡。 

隨著社會脈動及大學教育的創新，課程安排將配合因應，而授課的方式也應趨向多元化。

網路之普及造成衝擊，學校亦正積極推廣網路及遠距即時群播教學。在新世紀即將來臨之時，

希望我們以創新的觀點互相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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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八十八學年度第二次會議審查各單位擬提校務會議討論之八個議案。 

１文學院「新建文學院暨語言中心教學大樓」通過命名為「修齊大樓」，提本校會議報告後

予以確認。 

２經討論同意提校務會議討論者五案，詳見提案。 

３暫不提本次會議者二案。 

（１）建議校方統一投保地震險、火險等不可抗拒因素之保險（包含儀器設備等產物保險），

減低災後的損失。請總務處就相關問題研議後，提主管會報討論。 

（２）擬修訂本校宿舍配借及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二項條文內容。請總務處就學校發

展需要之相關問題考量，研擬更周延辦法，提宿舍配借及管理委員會討論。 

其他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略）。 
 
貳、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校徽是否仍維持五朵梅花及其涵義事，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八十八年十一月廿四日第四七八次主管會報決議辦理。 

二、本校校徽歷經﹝１﹞民國三十五年省立工學院、﹝２﹞民國四十三年公開徵選、﹝３﹞

民國四十五年改制為省立成功大學設計新校徽、﹝４﹞民國七十四年八月十三日第一

三八次主管會報改成目前所用之五朵梅花造型。 

 

 

 

 

 

 

 

 

 

 

三、民國五十八年文理學院分成文學院及理學院，全校已有四學院，仍維持原校徽﹝三朵

梅花﹞；民國六十年改制為國立成功大學﹝校徽中省立改國立﹞；民國六十九年商學

院改為管理學院；民國七十二年成立醫學院﹝五學院仍維持原校徽﹞，七十四年才將

三朵梅花改為五朵梅花；民國八十七年成立社會科學院。 

擬辦： 

甲案、禮記中之君子五德│德、知、義、禮、信及五育並重之教育宗旨│德、智、體、群、

美，皆與目前校徽中之五朵梅花相呼應，有其意義。 

乙案、大學教育國際化乃時勢所趨，為方便與國外單位交流，可將五朵梅花改為本校英文

全名而呈現於校徽中。 

決議：由秘書室彙整各方意見並參酌其他學校校徽，再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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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借調處理作業要點」，請  討論。 

說明： 

一、「本校教師借調處理作業要點」擬修訂條文對照表，教育部訂頒「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二、本修訂案業經八十八年十月廿七日本校第四七六次主管會報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一)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擬借調本校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戴謙詳如左列，請 討論。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借 調 機 關 及 職 務擬 借 調 日 期 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作業要點規定期限 備 註

生 物 科

技 所 
教 授 戴 謙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８２１ ０１０ 

８１０至９１３ 

８２１ ９１０ 

８１０至８１３ 
初次借調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作業要點」第三條規定，借調人員須連續在本校任教三學年以

上(若有特殊情形，經校務會議過者，不在此限)。戴謙教授於八十七年八月一日來校

任教，迄今未滿三學年。 

二、本案經本校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教評會決議：經投票表決，十

六票同意，通過借調案。但其借調資格及是否同意追溯借調日期自八十八年十二月一

日生效，需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辦理。 

決議：表決通過借調案，借調日期自八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生效。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修

正在案。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左： 

 

修 訂 條 文現 行 條 文說 明

九、由本校選派或薦送在國內研究進修並

未獲其他公費補助者，學校得視經費

給予學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

費全額或部分補助（在職進修專班以

補助三分之一為上限）。自行申請在國

內研究進修者，不予補助。 

前項選派或薦送研究、進修人員應於

研究、進修報考截止前一個月由選派

或薦送單位完成單位內推薦手續（附

會議紀錄），於學期或研究、進修階

段結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

補助，不及格科目，不予補助。 

九、由本校選派或薦送在國內研究進修並未

獲其他公費補助者，本校得視經費給予

學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全額

或部分補助(半數以上)。 

自行申請在國內研究進修並經本校同

意者，本校得視經費給予學費、雜費、

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總額半數以下補

助。 

研究、進修人員應於研究、進修前提

出申請，並於學期或研究、進修階段

結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

助，不及格科目，不予補助。 

一、由於進修案件日增及本校實施校務

基金，在經費有限情形下，選派或

薦送進修補助經費不限制必須在

半數以上，並刪除自行申請進修給

予補助之規定。另因「在職進修專

班」進修學費較一般研究所貴外，

且錄取率亦較高，故補助經費以三

分之一為上限。 

二、各單位選派或薦送教師在國內研究

進修時，須於報考前提出申請，以

符合並落實主動薦送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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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時，需檢

附申請表及有關附件（講學、研究、進修

計畫書及國內外研究機構同意函或聘函或

國外學校進修同意函或國內學校報考簡章

，出國研究進修者另需語文能力證明，如

前往其曾獲學位之同語系國家免附），先由

系（所）主管就被推薦或申請之教師在計

畫內容、任務、工作能力及配合措施簽註

意見後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並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有關兼職單位後送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再報校長核定

後辦理。. 

自行申請國內部分時間研究進修，需經系

教評會通過後，再循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

准。  

十、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時，需檢附

申請表及有關附件（講學、研究、進修計畫

書，國內外學校或研究機構同意函或聘函或

學校錄取通知影本，出國研究進修者另需語

文能力證明，如前往其曾獲學位之同語系國

家免附），先由系（所）主管就被推薦或申請

之教師在計畫內容、任務、工作能力及配合

措施簽註意見後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決議並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有關兼職單位

後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再報校長核

定後辦理。. 

國內部分時間研究進修，不申請補助者，需

經系教評會通過後，再循行政程序簽請校長

核准。 

薦送國內進修須附報考學校簡章，俾

供審核，並作文字修正。 

 

 

 

 

 

 

 

 

 

規範自行申請國內部分時間研究、進

修者，仍需提出申請並奉核准之程序

，以免影響教學。 

三、檢附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原條文。  
四、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 
決議：通過。(如附件二) 
 

第五案 提案單位：圖書館 

案由：因應資訊網路時代之服務需求及總圖書館新建工程完工後，文學及管理兩分館之歸建，

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四款中有關圖書館組織之規定，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增設多媒體視聽組、資訊服務組兩組。基於現代化圖書館之功能需求及因應文學及管

理兩分館歸建總館的考量。本館特組成組織調整專案小組，參酌國內各大學圖書館之

組織架構，及配合本館之服務特質、先進多媒體視聽服務之加強、社區服務之強化及

藝文作品之展示等因素考量，著手調整草案之研訂。 

二、 鑑於配合電腦資訊所提供之異於傳統的多媒體視聽服務為近年啟用之先進圖書館所必

需，故擴大其功用，成立多媒體視聽組，以提供更高層次之服務有其必要；另配合數

位化圖書館的來臨，加強資料庫之推廣使用及對讀者的參考諮詢服務，亦有事實上的

需要，故資訊服務組之設置亦屬時勢所趨。 

三、 調整後之組別名稱及主要職掌分別如後： 

因應新增兩組，原有組別之功能將作適度調整，如簡表所示。 

組     別 原  有  功  能 調整後組別名稱 調 整 後 之 功 能 

採編組 中西文圖書之採購、
編目 

採編組 同上 

期刊組 中、西文期刊之採
購、編目及管理、館
際合作 

期刊組 同上 

典藏組 圖書書庫管理、借
閱、全校系書保管 

典藏組 圖書典藏、書庫管理、特
藏品典藏、全校圖書財產
管理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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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組 圖書借閱、圖書館導覽、

展覽活動、讀者閱覽及推
廣服務、讀者討論室及研
究小間之管理 

多媒體視聽組 多媒體視聽資料管理、服
務及推廣、視訊隨選服務
、視聽設備管理維護、會
議廳之使用管理 

閱覽組 參考諮詢、視聽資料
服務、電子資料庫服
務及推廣、參考資料
服務、K 館管理 

資訊服務組 參考諮詢服務、參考資源
管理、圖書館利用指導、
電子資訊服務及推廣 

系統資訊組 圖書館作業系統、資

訊設備軟硬體、網路

建置及維護 

系統管理組 同上 

醫學院圖書分館 書刊採購及各種讀者

服務 

醫學院圖書分館 同上 

文學院圖書分館 各種讀者服務  併入總館 

管理學院圖書分館 各種讀者服務  併入總館 

四、條文修正內容如後：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圖書館：置館長一人，掌理館務事項，並置秘

書一人，下設、採編、期刊、典藏、

閱覽、資訊服務、多媒體視聽、系

統管理七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得

另設分館，各分館置主任一人。 

圖書館：置館長一人，掌理館務事項，

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採編、期

刊、典藏、閱覽、系統資訊五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得另設

院分館，各分館置主任一人。

 

五、本案經八十八年九月廿三日圖書館館務會議討論後送交八十八年十二月廿二日校務發

展委員會審議，建議組成專案小組邀請李建二教務長、高強院長、蔡文達教授等三位

前任館長與圖書館人員共同研議，並於八十八年十二月廿四日經專案小組修訂通過後

提出草案送校務會議討論。 

擬辦：經討論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行。 

決議：修正通過。 

參、臨時動議：無。 

建議案：機械系陳元方教授教議檢討本校各級升學辦法。 

決議：因各院系屬性不同，請各院系依自己狀況及相關母法，予以原則性規範。 

肆、散會：（上午十一時四十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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