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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05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09: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黃正弘委員、賴明德委員(請假)、詹錢登委員、楊明宗委員、謝孫源委員、劉裕宏委員、

林大惠委員(請假)、孫永年委員(請假)、沈孟儒委員、黃華瑋委員、陳昌明委員、許瑞

榮委員、馬敏元委員(請假)、趙儒民委員 

列席：李俊璋主秘、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財務處理財組、提案單位代表、黃怡寧 

主席：蘇校長慧貞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5~p.8)。 

三、 主計室報告：校務基金管理及執行情形、財務預警指標(略)。 

四、 財務處報告：校務基金資金管理及投資執行績效(略)。 

五、 106 年開源節流追蹤成效：(略)。 

開源節流計畫措施及執行情追蹤之整體表達，有關權責單位預算數與目標值之設定

檢討，請財務處邀集黃副校長、李主秘及主計室商議合宜表列方式。 

六、 人事室報告：專案工作人員核支彈性薪資案(略)。 

貳、討論事項(A 類為涉經費動支提案，B 類為未涉經費動支提案) 

(B)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6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規定，學校應就年度財務規

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載明績效目標達

成情形等事項。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二、 為使績效報告書更為完備並徵詢多元意見，本室於草稿完成後於 4 月 13 日召開說明

會，邀集校內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學術單位院級主管、校級研究中心主管討論，並

邀請 106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校務發展委員會代表列席參與，會後依各單位所提

意見修改部份內容，續送 4 月 25 日主管會報討論並審查通過。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B)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定「國立成功大學學術研究鼓勵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2  

一、 本案已於 107. 04.25 第 810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二、 本要點之經費補助依循往例皆由校務基金匡列之經費支出，為避免補助案件申請件

數過多時，造成校務基金無法負荷之情境，故修正經費來源納入教育部相關計畫經

費做為因應之經費應用。 

三、 為鼓勵本校教師積極進行學術研究，以提升研發能量，特修改本要點內容，本次主

要修訂內容，請卓參修正草案對照表。 

四、 檢附要點及提案經費檢視單卓參。 

擬辦：如本案奉核後，將依循往例預計於 9 月進行公告申請，依本單位獲配之經費支應補

助。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9~p.12)，惟請研發處提供學術鼓勵績效成果數據資料狀況、

研議研究報告內部審核制度及總經費控管機制等資料說明，併提行政會議審議。 

 

(B)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07.3.15 簽准提會討論，相關條文並會經秘書室法制組修正。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現行條文及提案經費檢視單供參。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p.13~p.16)。 

 

(A)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工友服務績效獎勵實施要點草案」，草案及總說明，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依本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106年 9月 28日 106年第 3次會議決議，並依 106

年 12 月 24 日總務處事務組 106A260727 號核定簽辦理。 

二、 本案係為獎勵本校服務績效優良之技工、工友，於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時，

頒給服務獎狀並酌給獎金。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本案所擬要點草案，其中訂定頒給服務獎章並酌給獎金一事，會後經主秘指示恐有

悖教育部函示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不得發給獎金規定(如附件四 p.17~p.19)。因此，通

報提案單位總務處衡酌，經總務處撤回本案。 

 

 (A)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海外國際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4.25 第 810 次主管會報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 為提升本校學生之服務熱誠，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本處於 97 年修訂本校「邁向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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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計畫海外國際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支應，為

持續鼓勵學生自發性赴外參與服務學習活動以增加國際移動能力，擬修訂內容摘要

如下： 

(一) 修訂經費來源，增加政府補助款等不同經費來源。 

(二) 為使有限經費擴大運用，明訂同一學位期間以申請獲補助一次為限的限制，以期嘉

惠更多同學。 

(三) 因清寒與身心障礙學生之認定不易，爰予以修改統稱弱勢學生，得視志工性質給予

優先考量。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海外國際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

點」原條文及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五 p.20~p.24)。 

 

(B)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全校共同教學教室借用要點」第四點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教務處管理之全校共同教室現況修正規定內容。 

二、 本案業經 107.4.25 第 810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規定及提案經費檢視單供參。 

擬辦：擬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六 p.25~p.28)。 

 

(B)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及審查相關表格，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要點 106 年 10 月 20 日會辦法制組並簽奉校長同意修正，並經 106 年 11 月 21 日

106 學年度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及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809 次主

管會報修正通過。 

二、 本要點修訂重點如下： 

(一) 因應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時程，修正經費來源（修正要點第 2 點）。 

(二) 明訂適用資格與條件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三年內之成果表現（修正要點第 3 點）。 

(三) 修正審查程序並明訂審查通過名額之計算原則（修正要點第 4 點）。 

三、 審查表格含自評表、審查意見表及推薦表，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兼顧理工醫類與人文社會類申請人需求、國際化成果展現及社會貢獻度，增訂自

評表欄位。審查意見表配合自評表修正之。 

(二) 因應本要點修正申請程序，廢除推薦表，併入自評表。 

四、 檢附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修正後自評表、修正後審

查意見表、現行推薦表。 

五、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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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如附件七 p.29~p.39)。 

 

參、臨時提案(無) 

肆、散會(上午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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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02.12.1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及財務處 

案由：東寧校區第 1 期 A-1 區學生宿舍

興建案財務計畫事宜，提請 討論。

(7E9) 

決議：照案通過，財源規劃則依據「東寧

宿舍自建案會議紀錄」“全數以自有

資金支應為原則，惟為確保流動性

需求配合開立 65%循環貸款額

度。”。 

總務處 

依 1070400407 號簽奉校長核示，東

寧校區學生宿舍於 109 年啟動設計規

劃，於 111 年辦理工程發包。 

總務處再補充 

全部原始概算約 8 億元，如果是三棟

作區隔，分批興建，第一期大概需 3

億元。 

繼續列管 

 

102-4(103.05.19)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

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提

請  討論。(8E4) 

決議： 

1. 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核備。 

2. 另關於成大醫院支應 3 億元及醫學院

自籌 2.4 億元一事，請主計室與其商議

資金到位時程，俾利本校預算規劃配

合，同時，全案由財務處於本會追蹤列

管之。  

106-2 會期(106.11.2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再決議： 

關於教育部補助 2.4億元，將來若有異

動情形，補助不足數將由醫學院勸募

自籌款補足之，以避免造成校務基金

經費運用之排擠效應，並維持原來分

配比例，學校校務基金 3 億元、醫院 3

億元、醫學院 2.4 億元。 

總務處 

本案招標文件已簽奉核准，預計 107

年 5 月 3 日前上網公告，6 月第一次

開標，7 月召開異質採購審查委員

會，審查合格廠商以最低標決標，8

月工程開工。 

繼續列管 

 

104-4(105.05.17)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二 提案單位：水利系、防災研究中心 

案由：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自籌款 2,500萬

元還款計畫，提請  討論。(0.25E) 

本案每年 250 萬還款，本年度已歸還

校務基金。 

水利系由捐贈款歸還 150 萬元，防災

本案 2,500 萬元

還款，分 10 年

攤還，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逐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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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照案通過。惟財務處建議關於校務

基金先行墊付款須加計利息一事，

因最終校舍建物所有權及管控仍屬

校方，故本案計息事宜先予緩議。 

二、 惟請主計室管控還款狀況並以業務

收入、教學經費或控存之管理費為

還款財源。  

中心由管理費歸還 80 萬，捐贈款歸

還 20 萬元，合計 250 萬元。 

主計室已於 107/02/22 轉帳歸還本校

校務基金。 

還款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每年攤還250萬

元(水利系 150

萬元，防災研究

中心 100萬元)。 

 

繼續列管 

 

106-3(107.03.22)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推薦劉裕宏副教授擔任財務處財

務長，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自本(107)年 02 月 01

日起聘。 

財務處 

已接獲聘書。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8 年度概算擬編數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另，關於東寧校區學生宿舍興建案，

請主計室就宿舍案之規劃設計費用

財源，研議由宿舍專款先行動支可行

性。 

主計室 

ㄧ、108 年度概算擬依程序提 106 學

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107 年 6 月

13 日召開)書面報告。 

二、東寧校區學生宿舍興建案： 

(一) 經查學生宿舍收入每年約 1.2

億元，校管理費提成 20%，

約為 2,400 萬元。 

(二) 依營膳組所提東寧宿舍規劃

設計費約為 510 萬元，如由學

生宿舍收入校管理費專款動

支，應可容納。 

總務處再補充(同列 102-2 會期) 

全部原始概算約 8 億元(詳 102-2 提

案八)左右，如果是三棟作區隔，分

批興建，第一期大概需 3 億元。 

俟校務會議通

過後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

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

議。 

教務處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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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修訂本院「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

遴選與獎勵要點」名稱及條文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轉知管院各系所及專任教師知照。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定「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

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

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研發處 

已於 3/27 公告予各院系所，目前開

放收件中，截止日期為 4/27。 解除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

執行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

議。 

研發處 

本案擬續提 106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

會議(預計 107 年 6 月 13 日召開)審

議。 

俟校務會議通

過後解除列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第 2條、第 4

條、第 7條及第 17條(修正草案對照

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

議。 

人事室 

本案續提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

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審議。 

俟校務會議通

過後解除列管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博士級專案工作人員薪資標準

表完成修法前，是類人員薪資審議

程序，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醫學系藥理學科暨研究所擬申

請專案工作人員郭懿瑩小姐核支彈

性報酬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審議程序不宜做為學位支給差額

之補償管道，因此，本案不同意。 

二、 另為留任優質人才，建議申請計畫變

更，使計畫案參與人員得以博士級支

薪。 

人事室 

用人單位業已申請計畫變更，且經

研發處同意增列博士級專案助理；

郭小姐並依 107 年 3 月 22 日 106 學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

案八之會議決議，於本(107)年 4 月

1 日起，依博士級專案工作人員薪

資標準與彈性報酬支領工作酬勞。 

解除列管 

提案十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協助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

宜，擬新增 1 名投資管理小組委

員，提請討論。 

財務處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本校 107 年投資模式規劃案，提請

討論。 

決議：(略) 

財務處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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