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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3月 1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 p 3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我們要選出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的委員。這也
意味著我的任期在不久的將來即將屆滿，（The beginning of the end）；未來
這 11個月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作，特別是 5年 5百億的工作。第一期的 5
年 5百億計畫執行到今年為止，我們將開始準備第二期的申請工作，這對成大
未來的發展關係重大。過去 5年，在歷任校長和同仁奠下的良好根基上，成大
進步許多，但要成為世界的頂尖大學，我們還須更加努力。請全體師生、員工
及校友跟我一起努力，讓成功大學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投票推選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辦理，如議程附件 1。 
二、各單位推荐之「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候選人」學校代表、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應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16位委員，其配置如議程附件2。
其餘 3位委員已於二月底函請教育部推荐。 

三、投票方式及記票方式建議循 95年 3月 15日校務會議「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推選方式辦理。 

    （一）投票方式 
          1.學校代表：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理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電資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工學院、醫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4位； 
管理學院、非屬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職技人員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2.校友代表：至多圈選 8位。 
        3.社會公正人士：至多圈選 8位。 
（二）記票方式 

        1.各群無需圈滿指定人數。 
        2.同一選票中，惟「圈錯人數之群」視為無效，其餘圈選人數 
          正確之群仍記有效票。 
        3.若同群同票者，由抽籤決定。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依決議於會中進行投票推選。 

決議： 
一、照案通過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投票推選事宜，投票方式及

記票方式循 95年 3月 15日校務會議「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推選
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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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鄭崇華校友同時被推薦為「社會公正人士」及「校友代表」候選人，
經討論通過，若同時在二群組當選，以得票數較高之群為當選身分別。 

三、蔡少正校友為本校專任教授，經生科學院推薦為「校友代表」候選人，
經討論通過，仍將蔡教授列為「校友代表」候選人。 

四、請楊永年副研發長為開票主持人；楊澤民教授、吳如容技士、許永昱同
學為監票委員。 

五、投票之開始時間為 10時 10分；截止時間為 10時 28分。 
六、經投票結果： 
（一）學校代表：何志欽、閔振發、曾永華、吳文騰、顏鴻森、林炳文、

高強、洪國郎 
（二）校友代表：馬哲儒、鄭崇華、劉維琪、曾繁城 
（三）社會公正人士：李家同、劉炯朗、李羅權、曾志朗 
（四）「校長遴選委員會」投票結果如附件 2, p 4 

七、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依據教育部 99年 3月 16日台人(一)字第 0990032419

號函所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為曾志朗、黃秀霜、
林聰明 

八、因曾志朗同時被推選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因此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須遞
補 1人，第 5高票之鄭崇華已被推選為校友代表，因此由第 6高票之黃
榮村遞補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九、經徵詢各當選人獲得同意後，本校 99年「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確定如附件 3, p 5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2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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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9年 3月 17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王俊志代）  徐畢卿   陳景文   黃吉川   李偉賢  

蘇慧貞（黃正弘代）  王偉勇   沈寶春  賴俊雄  王健文   蔣為文  

李承機  劉梅琴  傅永貴 柯文峰   鄭靜  孫亦文  林慶偉 許瑞榮   

郭宗枋  陳虹樺  黃玲惠  吳文騰  褚晴暉 李驊登  陳進成 林再興 

李振誥 黃啟祥  蔡長泰  游保杉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 

尤瑞哲 蔡俊鴻  王鴻博  黃啟鐘 張克勤  陳天送  洪飛義  曾永華

劉大綱（莊士賢代） 李嘉猷  陳建富（邱瀝毅代）  林志隆  莊文魁

連震杰  王清正  李欣縈  林峰田（林銘泉代）  傅朝卿  劉說芳  

張有恆   王泰裕（黃宇翔代）  廖俊雄   陳正忠 張紹基  楊明宗  

楊朝旭   林麗娟   林其和  林炳文（張少寧代）  張明熙  林以行  

陳清惠（黃美智代）  葉才明  謝淑珠   薛尊仁  洪崇傑（周宗慶代） 

葉宗烈  江美治  吳晉祥  何志欽  陸偉明  蔡維音 王金壽 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陳芬薰  陳志新  王茀婷 許永昱 

王德瀛（張立杰代） 李汶昇 林宏易 曾晴雯 呂武隆 劉信宏 許拯源  

賴奕杰  陳俊穎  蘇晏良 

列席：楊明宗 張克勤  王三慶  李清庭  邱正仁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謝文真   謝錫堃   王偉勇   蕭世裕（張心欣代）  林仁輝  陳昌明  

顏鴻森（陳恆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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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99年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得票數高低次序 

社會公正人士 校友代表 學校代表 
1. 李家同 

2. 劉炯朗 

3. 李羅權 

4. 曾志朗 

5. 鄭崇華 

6. 黃榮村 

7. 戴謙 

8. 林信義 

9. 王汎森 

10. 李茂雄 

11. 黃光男 

12. 韓良誠 

13. 吳志揚 

14. 劉清田 

15. 張清風 

16. 陳文龍 

17. 彭堅汶 

 

1. 馬哲儒 

2. 鄭崇華 

3. 劉維琪(人 1) 

4. 曾繁城 

5. 歐善惠 

6. 張俊彥 

7. 漢寶德 

8. 盧峯海(人 2) 

9. 李建二 

10. 陳以真(人 3) 

11. 蔡少正 

12. 陳振貴(人 4) 

13. 張調 

14. 林鈺山 

 

壹、 文學、社科院 

1. 何志欽 

2. 陳昌明 

3. 吳密察 

4. 丁仁方 

貳、 理、生科學院 

1. 閔振發 

2. 楊惠郎 

3. 蔣鎮宇 

4. 楊耿明 

參、 電資、設計學院 

1. 曾永華 

2. 傅朝欽 

3. 陳彥仲 

4. 楊大和 

肆、 工、醫學院 

1. 吳文騰 

2. 顏鴻森 

3. 洪敏雄 

4. 林炳文 

5. 林秀娟 

6. 黎煥耀 

7. 陳彰惠 

伍、 管、非學院 

1. 高強 

2. 李劍如 

3. 林清河 

4. 林正章 

5. 王舉民 

6. 陳廣明 

陸、 職技人員 

1. 洪國郎 

2. 謝漢東 

3. 吳登平 

4. 周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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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  99.3.22 

 
單位 姓  名 服務系所/職稱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配額 1名 何志欽 經濟系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 

理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配額

1名 
閔振發 物理系教授 

電資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配額 1

名 
曾永華 電機系教授/電資學院院長 

工學院、醫學院：配額 3名 吳文騰 化工系教授/工學院院長 

顏鴻森 機械系教授/博物館館長 

林炳文 外科教授/附設醫院院長 

管理學院、非屬學院：配額 1名 高  強 工資管系教授/卸任校長 

職技人員：配額 1名  洪國郎 總務處副總務長 

校友代表：人文社會領域 劉維琪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 

校友代表：理工醫領域 

馬哲儒 本校化工系兼任教授/卸任校長 

鄭崇華 台達電子(股)公司董事長 

曾繁城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副總執行長 

社會公正人士 

李家同 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劉炯朗 清華大學前校長/榮譽講座教授 

李羅權 國科會主委 

黃榮村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教育部遴派 

曾志朗 行政院政務委員 

黃秀霜 台南大學校長 

林聰明 教育部政務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