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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8學年度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 99年 3月 15日(星期一)上午 9:00 

地點：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室 

出席：黃煌煇(請假)、湯銘哲、陳景文、李丁進、簡錦樹、張祖恩、賴榮平、張有恆、 

林清河、簡金成、吳天賞、王成彬 

列席：邱正仁、法制組、劉育徐、提案單位代表 

主席：賴校長明詔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附件一 p.4-5）。 

二、會計室報告：校務基金 A、B版執行情形（略） 

三、財務處報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情形及執行績效（略） 

四、主席報告 

      校務基金之投資與經營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尤其目前利率節節下降，加上金

融機構漸漸拒收鉅額存款，致使本校校務基金的利息收入也隨之減少了數千萬

元，數額相當可觀。在立法院立法委員們也相當重視此問題，指出各大學校院應

該對校務基金多作積極性的投資與妥善經營。但希望財務處在執行各項投資上，

仍應小心注意風險問題，才不會因投資虧損而被糾正。故本校內部應在開源節流

上盡更大的努力。 

另，教育部已宣佈可用五年五百億的經費，提撥10%來執行彈性薪資；國科會

也自今(99)年8月1日起開始有彈性薪資的辦法，目前教務處與研發處正研擬計畫

書向國科會提出申請。這對學校的發展是非常好的，彈性薪資可用來延攬及留住

好的師資。若能申請到補助經費，可減輕一些校務基金的壓力，不過教育部也希

望學校對校務基金作更好、更有彈性的應用及投資，而這些是我們委員會的責任，

期望大家要更努力，盼各位委員也能提供卓見以集思廣義。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100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提請 同意。 

說明：為辦理本校 100年度概預算編製之需要。 

擬辦：審議通過後，循概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100年度概算」（如附件二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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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管理學院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備查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

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

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暨

本院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第十一條規定：「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辦理。 

二、查本院為獎勵本院教師提昇研究水準，遂訂定旨揭要點，每年遴選優良教師，並給

予實質補助，故為落實獎勵制度及經費來源之穩定性，已依前揭規定，於 96年 2月

9日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備查，獎勵金係由本院在職專班分配至院系所節

餘款項下支應，合先敘明。 

三、本案之修正係針對研究傑出之候選人，增加應送三位專家學者外審之規定，業經本

院 98年 1月 19日 97學年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節錄】及本院研究

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修正草案）供參。 

擬辦：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管理學院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如附件三 p.9-10）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因應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99 年度經費縮減，本校教師

彈性薪資（含講座、特聘教授、教學特優教師等獎勵費）共計新台幣四千八百萬元，

擬請同意回歸校務基金支應，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推動總中心第 60次業務會議紀錄 99年度經費分配案決議事項辦理。 

二、本案已於 99年 1月 20日奉校長核定，經會計室建議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確認。 

三、本校教師彈性薪資原由校務基金支應，因應「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於 95年改由該計畫項下支應。 

擬辦：通過後辦理講座、特聘教授、教學特優教師等獎勵費之發放。 

決議：照案通過，暫由校務基金支應，並俟國科會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補助款撥款後轉回。 

 

 

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聘任專業經理人，擬修改「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98學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辦理。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辦：討論通過後，將提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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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9年 3月 5日台高(三)字第 0990033096號函辦理。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報告。 

 

肆、散會(上午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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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99.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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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98.10.21)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碩士在

職專班經費運用原則」名稱及

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請修正後續提行政

會議討論，並陳報教育部核備。 

教務處： 
續提行政會議報告。 
 

 
 
 

繼續列管 

提案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本校校務基金「短期票券

投資操作行政流程」，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惟本項決議將俟教

育部核復短期票券持有到期暨

中途解約之處分方式，不受「國

有財產法」第 33 條、第 35 條

規定後始得生效。 

 

財務處： 

業於 99年 2月 3日發文至教育部，將俟
教育部函復後生效。 
 
 

 
 
 
 

繼續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協助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

事宜，提名投資諮詢委員會之

委員名單，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惟俟「國立成功大

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獲教育部核定後生效。 

財務處： 

教育部於 99 年 2 月 11 日核復此要點非
屬應報部之「支應原則」，毋需報教育部
備查。因此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之
日即為生效日。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研發成果

收支作業處理原則」（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會計室：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八

條，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報告。 

秘書室：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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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

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

用細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討論。 

研發處： 

本案擬提校務會議討論。 

 
 
 

繼續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鼓勵教師教材上網，擬訂「國

立成功大學教師教材上網獎勵

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本案請教務處納入本校優良教

師遴選辦法中一併考量。並建

議考量加入以點閱率等項目來

評估其成效；或給予除獎金、

獎牌之外的獎勵方式，例如減

授鐘點等。 

教務處： 

依決議納入明年度本校「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中一併考量。 

 

 
 
 
 
 

繼續列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營繕組/頂尖大學
計畫推動總中心 

案由：因應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99年

度經費縮減，就工學院（材料

系、資源系）、電機資訊學院（資

訊系）新建工程僅能支應新台

幣 2 億 6,325 萬元，擬請會計

室配合工程進度於 100 年度編

列預算調整校務基金 1 億

8,000 萬元於該等新建工程，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營繕組： 

本計畫預算原 99 年度頂尖計畫經費補
助刪減，調整於 100 年度編列校務基金
1億 8000萬部分支應部份，擬以調降工
程預付款方式因應，本案刻正簽辦發包
中，簽文已送會計室核定。 
 
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 

遵照辦理。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簡錦樹委員 
案由：建議本校成立國際級出版單

位。提請 討論。 

決議：請研發處先評估後再議。 

 

研發處： 

國際級大學出版單位（如劍橋大學出版
社及牛津大學出版社）雖可具增益大學
國際知名度之效果，但其組成及營運極
需高度專業及龐大成本支持。近年來受
電子化出版趨勢之影響，此類出版社（單
位）之存續已顯困拙。考量本校之組織
辦法及發展策略重點，短期內成立國際
級出版單位，恐非優先可行選項，建議
未來本校組織辦法倘有變革且有利創收
事業單位成立與運作的環境之際，再審
慎研議。 

 
 
 
 

繼續列管 
 

 

附件一 

http://www.ncku.edu.tw/%7Eacadserv/chinese/AB04004.pdf
http://www.ncku.edu.tw/%7Eacadserv/chinese/AB04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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