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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1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 102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何副校長志欽、林清河委員、黃正亮委員、利德江委員、張有恆委員、王健文委員、

閔振發委員、李偉賢委員(請假)、徐明福委員、陳梁軒委員、陳志鴻委員、王富美委員、

吳清在委員(請假) 

列席：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教務處、黃怡寧、提案單位代表 

主席：黃校長煌煇(何副校長志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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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一 p.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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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101 年度收支情況報告(依 100-3 決議辦理)：(略) 

五、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會議，因校長臨時有重要公事，特別指示，由我代理主

持，關於校務基金之運轉，兩點想法與各位分享： 

1.  頂尖計劃第二期已經到了第二年，尚有三年即結束，而我們所關心的，一是未

來三年，目前頂尖的規模，是否仍能維持？二是第三期的頂尖之存續性？二期

頂尖計畫，成大獲得計 10 年總經費為 165 億元，而 165 億對學校校務發展來

講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第三期的頂尖，尤其在兩個循環之後，累積了很多

評論，在發展過程中，開始對技職體系產生新的討論，大學教育將分兩種，就

是菁英教育及技術基礎奠底教育，因此，第三期頂尖若有的話，也許不是用頂

尖的名義，但基本上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說在醫學和生技方面，是強調

醫學轉譯，在工學方面是強調產學合作，在社科人文領域，是強調公共政策，

在產學合作方面，成大做的非常好，就是應用的部分，怎樣把頂尖的科技運用

到能夠改善社會福利的方式；在社會科學方面，就是公共政策，對於社科人文，

我想公共政策一定是要透過跨領域的合作。 

2.  今年景氣應該會漸入佳境，經建會主委管仲閔先生說，希望能達到黃金交叉，

也就是說希望經濟成長能夠到 4%，希望失業率能從 4%多降下來，一個往下降

一個往上升，希望能在 4%交叉，讓經濟成長造成就業增加，如此，教育部補

助公務預算應較沒有壓力，當然，財政部稅收徵起達成率，也會左右預算補助

考量，總之，較之去年經濟環境，今年可以說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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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3 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 

  說明：為辦理本校 103 年度預算編製之需要。 

  擬辦：審議通過後，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9~p.11)。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點」第三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1 年 6 月 8 日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審查會議決議：為獎勵本校教師在主持

國內外大型計畫的傑出表現，原要點內容：「李國鼎榮譽學者：國內外專家學者獲得

國內外大型計畫並為計畫總主持人，且得邀請擔任學者，名額至多二名，每名獎助

新台幣三十萬元。」建議修訂為：「國內外專家學者獲得國內外大型計畫並為計畫總

主持人，且得邀請擔任學者，名額至多三名，每名獎助新台幣三十萬元。」 

二、 本案經詢問台達電文教基金會同意增加榮譽學者名額，並經 102 年 1 月 2 日李國鼎

科技與人文講座審查委員會確認，及 102 年 1 月 23 日第 740 次主管會報通過該要點

修訂。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辦：擬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次修訂源起： 

(一) 考量本校研究生人數近乎大學生人數，因研究生所衍生的問題益形多樣，有必要

安排導師機制，以期獲得適切的輔導，讓學生能有妥適的狀態，處理課業、生活

等事宜。 
(二) 因應大法官 684 號釋字，關於學生懲處、申訴事件之處理，必須符合程序正義，

為建立完整之流程，及配合教育部將相關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結合，故綜整本校

現行作業程序。 
二、 本次修訂重點：  

(一) 增訂院、系(所)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功能。 
(二) 比照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增訂醫學院臨床教師也可擔任導師輔導

工作。 
(三) 增訂研究所部分之導師經費。(不含在職專班及產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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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經 101 年 12 月 2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2 年 1 月 9 日 739
次主管會報會議討論通過。 

四、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 

  擬辦：通過後，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優秀大陸地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優秀大陸地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業經本校 101年 9月 26日第 733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根據 101 年 12 月 4 日「校內陸生獎學金經費來源會議」決議，102 學年度校內陸生

獎學金預計核發總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300 萬元，經費來源為企業捐贈。102 學年度

擬以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企業之捐贈款項作為陸生獎學金，未來將再向其

他企業募款。 

  擬辦：俟校務基金委員會議通過後，於 102 學年度開始核發陸生獎學金。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p.12~p.13)。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數學系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推薦及獎勵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數學

系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已於 101.10.1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推薦及獎勵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數

學系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辦法」修正案已於 102.1.9及 102.1.14上簽核備通過，擬

送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三、 檢附附件明細。 

  擬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四 p.14~p.20)。 
 

提案六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多元化本校資產配置，提升資金收益率，擬投資人民幣定存，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02 年 3 月 5 日財務週報會議中提出，並與主計室討論後，同意通過此投

資案。 

二、 由於本校指定捐贈用途-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本金約台幣 3,000 萬元，因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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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求本校需在不動用本金情況下，每年提撥 4%利息收益作為獎學金，惟台幣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僅 1.37%，校務基金將負擔 2.63%資金缺口，故擬以此捐贈款作為

投資人民幣定存之資金來源，提升資金運用效率，以縮短校務基金須彌補此資金缺

口之差距。茲分析此 3,000 萬元本金，投資台幣一年期定存及人民幣一年期定存之

利息收益如下： 

 

 

 

 

 

 

 

 

 

 

 

三、 人民幣長期而言，具升值潛力，且中國大陸主管機關對於匯率採行管理制度，故匯

率波動程度小，以 2012 年為例，新台幣兌人民幣平均匯率約為 4.6922，最高匯率為

4.8128(相較平均匯率人民幣升值幅度 2.57%)，最低匯率為 4.6325(相較平均匯率人民

幣貶值幅度 1.27%)。 

  擬辦： 

一、 通過後，擇最惠本校利率及匯率之金融機構開立外幣帳戶。 

二、 本案之資金支應，擬先行由此筆約 3000 萬元指定捐贈獎學金款項轉入，未來將視市

場情況，進一步研擬校務基金部分定期存款轉存人民幣之可行性，以豐富本校資產

配置。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計網中心 
案由：擬請編列 103 年度經費預算 3,500 萬元以建置超級電腦，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綜觀全世界趨勢，對於高速運算電腦的設立並非限於國家級研究單位的投入，根據

2012 年 11 月 TOP500 排名，學術單位所建置者占有 1/5，藉由大學學術單位的參與，

亦可達到相輔相成的最大功效，從 TOP500 排名中，如日本京都大學、東北大學、

美國普渡大學、羅徹斯特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大學等知名學府

皆建置超級電腦，由此可見，超級電腦之建置對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躋身入世界

幣別 台幣 人民幣 

捐贈款本金 30,000,000 台幣 

6,280,092.11 人民幣 (以
3/7 臺銀牌告人民幣賣出

即期匯率及臺銀提供匯

率優惠 2 分，即 4.777 計

算) 
一年期定存利率 1.37% 2.55%(為臺銀報價) 

利息收益 411,000 台幣 

160,142.35 人民幣(以 3/7
臺銀牌告人民幣買入即

期匯率及臺銀提供匯率

優惠 2 分，即 4.767 計算

計算，約為台幣 763,398) 
資金缺口 789,000 台幣 436,602 台幣 

減少校務基金支出(年) 352,398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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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端，必定有極大之效益。 

二、 本中心已於 2006 年利用頂尖大學經費採購約 2T FLOPS 高效能群組計算系統，本系

統提供高效能的群組計算軟硬體與快速穩定的網路作業環境，對提昇本校需高速計

算應用之科學運算及研究能力有很大的幫助，但對於需要大規模電腦運算的研究，

目前設備的計算資源仍有限。今年 3 月利用國科會經費已先行租賃「迷你型超級電

腦(CRAY XE6m-200)」，理論運算值可達 4.45T FLOPS，預計 4 月可正式啟用。但為

了解決現今許多科研所需要的大尺度及大資料量電腦運算及資料存取，本中心規劃

建置 200T FLOPS 的大型超級電腦主機，將利用其超高速運算及快速資料存取的優

勢，進行量子資訊、防災科技、生醫科技、奈米科技及文創產業等尖端領域的研究，

並協助本校師生進行具大量運算之科學研究，進而協助提升本校的研究能量，提高

國際能見度及強化學術影響力，邁向世界頂尖大學。 

三、 本校於去年 2012 年 2 月榮獲國科會補助「跨國頂尖研究中心－超級電腦計算研究中

心」三年期計畫，每年獲得補助 2,500 萬元，三年共 7,500 萬元。在產學研合作案方

面，本計畫目前正積極與「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雙邊合作；在防災科

技方面，目前已與本校水工試驗所、防災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爭取「台灣綜合環境

災害預報決策支援平台」之國科會大產學合作計畫；在生醫科技方面，目前也已結

合成大相關系所的資源，向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五年期「多靶點癌症藥物研發」的

計畫。本中心未來將結合學院、研究總中心、T4 聯盟、中研院、工研院及國家實驗

研究院，持續爭取國內外大型產學研計畫案，為成大帶來龐大的研究經費。 

四、 建置 200T FLOPS 高效能群組式計算系統共需約 9,000 萬元，將以三年分期資本租

賃，經費預算表如附件二。 

五、 本案經費來源與額度，業奉校長核定簽文如附。 

擬辦：通過後，請主計室協助編列入本校 103 年度預算。 

決議：照案通過，併提案一修正 103 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 

肆、散會(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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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9.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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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 

      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優先第一排序，惟經 

      費來源仍以 5 年 500 億第二期特別預算 

      支應為原則，其中應注重先期規劃構想 

      書撰寫及規劃，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 

      經費支應比例。 

總務處 
辦理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審業

已於 101 年 12 月 21 日召開評選

會議，經議約後由石昭永建築師

事務所取得委託契約。目前進行

規劃設計作業中。 

繼續列管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 

提請 討論。 

決議：1.張祖恩委員建議：(略) 

2.原則上照案通過，優於生科大樓興建 

案，係第二排序，同意學校支應其中

四個樓層之經費，以後樓層擴充則由

系或中心募款支應，惟經費來源仍以

5 年 500 億第二期特別預算支應為原

則，其中應注重先期規劃構想書撰寫

及規劃，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經費

支應比例。 
 

總務處 

已於 101 年 11 月 20 日將 30%初

步設計報告書函送教育部進行

審議作業中。 

繼續列管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生物科學與科技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  

      畫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係第三排序，惟經費 

      來源仍以 5 年 500 億第二期特別預算支 

      應為原則，其中仍需俟教育部核定國家 

      級研究中心後，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 

      經費支應事宜。 

總務處 
101 年 6 月 25 日 30%初步設計
報告報部續審，101 年 7 月 13
日教育部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審議，該 30%初步設計報
告業於 101 年 8 月 7 日審查同
意。目前設計書圖送臺南市政府
進行都市設計審議作業中。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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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01.03.1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101-1(101.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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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關於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建議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就 94-97 年度挹注成大附設醫院

斗六分院計 2 億 7 仟 8 佰萬元一案，了解

其執行狀況及回饋校方情形，提請委員共

同商議 

決議： 

1. 請成大附設醫院出席本會，提出本案執

行狀況報告。 

2. 另，校長得召集相關主管，前赴成大醫

院了解全面營運狀況。 
補充說明： 
請參閱 101-1 會期會議紀錄之主席報告。 

 

研成大附設醫院 
1. 

六斗六分院已朝區域醫院準備
評鑑中，並已提出十年計畫構
想書之規劃(陳代理院長中)。 

2. 
有關舊院區拆除處理部分，校
部總務處已委託聯合打開事務
所，委請雲林縣之建築事務所
陳報縣政府申請拆除作業。 

 

 

繼續列管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

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關於本案追加預算 1.3 億元， 

1. 李丁進委員建議： 

雖然希望經費運用能撙節用度，但為尊重

理學大樓興建案，重新調整空間規劃之必

要性，可以用附帶決議方式，例如訂下理

學院自籌款目標，通過本案。 

2. 本案期望由理學院籌募 5 仟萬元，不足數將

由校務基金匡列預算通過。 

 

總務處 
先規劃構想書經教育部於 101 年

12 月 16 日通知修訂編製定稿

本，並於 102 年 1 月 31 日提送先

期規劃構想書定稿本，陳請教育

部核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

理審議中。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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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01.1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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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契約書、本校研究人員

契約書(以預算或計畫經費進用者)，修正

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人事室 
遵照辦理，本案經提 101 年 12
閱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儀器設備補助審查辦法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 

研發處 
已提 102 年 2 月 27 日第 167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勵

要點」第五點條文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101年 12月 17日發函公告各系

所及行政單位，並更新服務學

習網站及課務組網頁之法規。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校外競賽績

優獎勵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 
 

學務處 
已提 102.2.27 第 167 次行政會

議討論修正通過。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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