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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 103 年 09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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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宗委員、利德江委員、張有恆委員、

楊朝旭委員、閔振發委員、李偉賢委員(請假)、徐明福委員(請假)、陳梁軒委員、陳志

鴻委員(請假)、王富美委員(請假) 

列席：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財務處理財組、黃怡寧、提案單位代表 

主席：黃校長煌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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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7）。 

二、 主計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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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主治理方案已籌備多時，在教職員工生權益不變之下，讓學校自籌收入

可配合學校發展，更自主彈性因應，以不悖母法原則下，鬆綁經費運用限制，俾利

降低教授經費支用誤觸法規情事，我認為，這對成大而言是好事。 

由於下個月校務會議將舉行本方案否准投票事宜，倘通過自主治理案，學校就

必須提出整體執行計畫及細部規範事宜，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因此，關於財務

面，主計室與財務處應思量一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運作，是否可以區分為公

務預算與自籌收入兩種模式分別適用之，尤其，可不可以有經費流用或互為墊付再

歸墊之彈性機制作法，請研議其可行性，屆時，這部分再請何副校長出面主導溝通。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條文對照表），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生物科技研究所為禮遇王惠鈞院士、余淑美院士、賀端華院士，於去(102)年簽請校

長准予聘為特聘講座教授(如前簽 102A790108)。依校長裁示：於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中增列兼任或合聘講座、特聘之條文。 
二、 本案業於 102 年 11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講座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並於

103 年 6 月 25 日主管會報提案通過。 
三、 本次主要修正內容：為表達本校對於國際大師、國內外院士之尊崇，新增榮譽講座，

明定擔任資格、推薦程序與審查方式。 
四、 檢附原條文供參。 

  擬辦：通過後，續提本校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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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績優國際學位學程獎勵要點」，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工學院為獎勵國際學位學程實施績效優良者，依據「工學院國際學位學程實施要點」

第九點，訂定本要點。 
二、 本案獎勵金因動支工學院建教合作管理費、科技部委託計畫管理費，故需經本校主

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本要點經 103.4.23 第 763 次主管會報通過。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8~p.9）。 

 

提案三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增訂「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學生赴日交換與短期研究獎助學金核給要點」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已與日本京都大學簽訂交換生合約，為落實交流工作，本案經費擬自工學院建

教合作管理費、科技部管理費或捐贈款支應，特增訂本要點。 
二、 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15 日工學院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主管會議討論通過以

及 103 年 6 月 25 日第 766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擬辦：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p.10~p.13）。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業經 103 年 9 月 10 日第 770 次主管會報通過。 
二、 檢附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要點、科技部 103 年 4 月 9 日科部綜字第

1030025494A 號函。 

  擬辦：擬於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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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草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業經 103 年 9 月 10 日第 770 次主管會報通過。 
二、 檢附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要點、科技部 103 年 4 月 9 日科部綜字第

1030025494A 號函、102 年度各項研討會報名費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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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辦：擬於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四 p.14~p.18）。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變更國科會為科技部之本校相關法規，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修正要點如下 

名稱 修正條文 
管轄事項 

變更情形 

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處理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及第四

點第一項 

一、本要點所稱國科

會，自 103 年 3 月 3

日 起 變 更 為 科 技

部，爰配合修訂機關

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

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第五點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

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六

款、第七條 

二、 業經 103 年 5 月 7 日第 764 次主管會報通過。 
三、 檢附現行條文及標準表供參。 

  擬辦：擬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1. 關於全校因「行政院組織改造所涉各部會名稱變更(如科技部、衛福部、勞動部及主

計室等)應配合修訂機關名稱之法規，責由各行政單位或院、系(所)檢視後逕行配合

修訂實施。」一事，請研發處彙整提案校務會議討論，毋庸個案提會，以達簡政放

權意旨。 

2. 俟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周知全校相關單位，憑以配合辦理之。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變更國科會為科技部之本校相關法規，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修正要點如下 

名稱 修正條文 
管轄事項 

變更情形 

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博士後 第二點及申請表 一、本要點所稱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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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研究津貼補助要

點 

會，自 103 年 3 月 3

日 起 變 更 為 科 技

部，爰配合修訂機關

名稱（如附件）。 

 

國立成功大學五項自籌經

費支應各類會議、講習、訓

練或研討（習）會支給要點 

第八點第二項第一款

及申請表 

二、 業經 103 年 5 月 7 日第 764 次主管會報通過。 
三、 檢附現行條文及申請表供參。 

  擬辦：擬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併提案六決議。 

參、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請研發處修訂彈性薪資發放衡量基準之相關法規如「國立成功大學延攬、留住及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原則」等一事，提請  審議。 
說明：請研發處檢視，依據教育部「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所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延攬、留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原則」有無凸顯本校支

給原則其衡量基準係依研究、教學、服務及專書通盤考慮合併計算，並請修訂法規

內容文字，彰顯本校彈性薪資支給，非以論文為唯一考量。 

  擬辦：請研發處審視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請研發處修訂彈性薪資發放適用對象應包含借調人員之相關法規如「國立成功大學

延攬、留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原則」等一事，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由於本校教師或有借調中央部會等情形，礙於現行法規，因借調而無法支領如彈性

薪資等獎勵金，為考量成大長遠受益面向，請研發處檢視，在不違背母法如教育部

「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等相關法規下，鬆綁本校

彈性薪資發放適用對象應包含借調人員。 

二、 支給財源部分，倘科技部來源無法支應，則研議由本校五項自籌及學雜費收入因應。 

  擬辦：請研發處審視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下午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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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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列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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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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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30%初步設計報告書業於

103 年 2 月 5 日奉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核定，計畫預算金額

為 2 億 1,722 萬元。目前已完成

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並進行建造

執照申請，另發包圖說已提送審

查修改中，預計年底辦理工程

採購作業。 

繼續列管 

 
101-1(101.10.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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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列管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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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先期規劃構想書業經教

育部於 103 年 6 月 23 日審查

通過，目前提送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續行審議中。 

財務處 

照案辦理。 

繼續列管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建議列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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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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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30%初步設計報告書業於

103 年 5 月 23 日奉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核定，計畫預算金

額為 8 億元整。目前已完成都

市設計審議程序並進行建造執

照申請，另發包圖說已提送審

查修改中，預計年底辦理工程

採購作業。 

繼續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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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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

支給待遇標準表」第七點、第八點、第

九點修正草案 1 份，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惟仍請

人事室，另函公告計畫主持人得申請准

發危險津貼事宜。 

人事室 
本案業經102學年度第6次校

務會議延會審議通過，並於

103 年 7 月 8 日發函（成大人

室(專)字第 484 號）至各一、

二級單位及全體教師，宣導相

關事宜。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

書」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1 份，提請  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人事室 
本案業經102學年度第6次校

務會議延會審議通過，並於

103 年 7 月 8 日成大人室(專)
字第 484 號函文宣導。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案由：擬新訂「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獎勵優秀

學生就讀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  審
議。 

決議：修正通過。 

電資學院 
將依決議辦理，屆時會配合公

告實施。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

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點及第三

點，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主計室 
已實施。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工程中心 
案由：有關工程中心聘請研究員每人每月支給

酬勞新臺幣1萬元整乙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工程中心 
本案後續照 5/19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每月

憑該次會議記錄以及簽呈、人

事印領清冊辦理請款。 

解除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兼任教師授課鐘點

費支付原則」，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並於 103 年 6 月

4 日函知本校各系所並公告

於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優秀大陸地區學

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惟仍優先由募款支應為原則。 

國際處 
修訂辦法已於本校法規彙編

專區及本處網頁更新與公告。 
 

解除列管 

提案八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由：擬聘任吳政龍助理教授與郭浩然教授擔

任本校勞工健康服務之職醫科醫師，輪

流臨校服務。兩人各自之工作酬勞以不

超過 50,533 元/月為限，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環安衛中心 
二位職醫科醫師已於 7月 1日
開始實行勞工健康臨校服務。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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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建議列管結果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學生參與國際競賽經費補

助要點」草案與申請表格，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並發函各學院系

所公告周知。 解除列管 

提案十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擬訂定醫學系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

要點，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醫學院醫學系 
102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得獎

將依規定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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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本案先期規劃構想書已提送

營繕組協助審查中，待修正完

成後提報教育部。 
主計室 
於 103 年 12 月底籌編 105 年

度第 1 年工程預算時，與成大

醫院及醫學院，依據該大樓新

建工程之總體規劃及實際進

度，研商資金到位時程，以配

合編列預算。 

繼續列管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辦理本校「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工設系館)第 1 期外牆、

走廊及屋頂修復工程」及「東寧路 93 巷

學人宿舍整修工程」103 年度所需經費約

3,000 萬元整；另因應每年度古蹟修復

及宿舍整修需求，建請每年編列固定費

用專款支應等，提請  討論。。 
決議：同意本(103)年度經費支應一事，爾後逐

年再視經費狀況審定支應數。 

總務處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工設系館)第 1
期外牆、走廊及屋頂修復工

程」現正施工中，預定進度

50.4%實際進度 48.4%，預定

竣工日期 104 年 4 月 30 日。 
「東寧路 93 巷學人宿舍整修

工程」現正施工中，預定進度

32.1%，實際進度 28.7%，預

定竣工日期 103 年 10 月 13
日。 

繼續列管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優秀研究

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但提案請依序補通過教務會

議暨向主管會報報告本案。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已提 5/20 教務

會議通過及 5/21 主管會報報

告，並於 6 月 23 日發函各學

院系所公告周知。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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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績優國際學位學程業務獎勵實施細則 

                          103.2.18 工學院第 148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4.23 第 763 次主管會報通過 

                      103.9.26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獎勵國際學位學程實施績效

優良之單位，依本院國際學位學程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訂定本細則。 
二. 本院國際學位學程實施績效每年評審一次，本院所屬國際學位學程均

應受評。 
三. 評審時由本院成立評審委員會，院長擔任召集人，並建請校長聘請委

員五至七人組成。 
四. 評審委員會評審項目包括報到就讀人數、是否符合自我評鑑(或工程

教育認證)之審查標準、師資及課程跨系所狀況、諮詢委員會及課程

委員會組成與運作狀況、學生教學反應等項目。 
五. 評審成績特優，且報到就讀人數達預定人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者，頒

發業務獎勵金新臺幣三十萬元；評審成績優良，且報到就讀人數達預

定人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頒發業務獎勵金新臺幣二十萬元，由學程

主任簽請校長核定後發給。本院得視經費收支情形調整業務獎勵金之

額度。 
業務獎勵金應使用於教學、出國招生及與學程發展相關業務。 

六. 本細則所需經費，由本院建教合作管理費、科技部補助計畫管理費節

餘款或相關經費支應。 
七.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本校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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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績優國際學位學程業務獎勵實施細則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為獎勵國際學位學程實施績效優良之

單位，依本院國際學位學程實施要點第

九點規定，訂定本細則。 

說明訂定要點法源依據。 

二、 本院國際學位學程實施績效每年評審

一次，本院所屬國際學位學程均應受

評。 

適用對象及評審的頻率。 

三、評審時由本院成立評審委員會，院長擔

任召集人，並建請校長聘請委員五至七

人組成。 

說明評審委員會組成方式。 

四、評審委員會評審項目包括報到就讀人

數、是否符合自我評鑑(或工程教育認

證)之審查標準、師資及課程跨系所狀

況、諮詢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組成與運

作狀況、學生教學反應等項目。 

明定評審的項目。 

五、評審成績特優，且報到就讀人數達預定

人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者，頒發業務獎

勵金新臺幣三十萬元；評審成績優良，

且報到就讀人數達預定人數百分之七

十以上者，頒發業務獎勵金新臺幣二十

萬元，由學程主任簽請校長核定後發

給。本院得視經費收支情形調整業務獎

勵金之額度。 

業務獎勵金應使用於教學、出國招生

及與學程發展相關業務。 

獎勵的標準、金額及方式。 

六、本細則所需經費，由本院建教合作管理

費、科技部補助計畫管理費節餘款或相

關經費支應。 

獎勵金的來源。 

七、本細則經院務會議、本校主管會報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要點的訂定及修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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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學生赴日交換與短期研究獎助學金核給要點 

103.04.15 工學院主管會議通過 

103.06.25第766次主管會報 

103.09.26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學生前往與本院簽定有學術合作交流協定之

日本各大學(機構)研修，特設交換生與短期研究獎助學金（下稱本獎助學金），以拓展

學生視野，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優勢，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獎助學金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院建教合作管理費及節餘款。 

（二）本院科技部管理費及節餘款。 

（三）其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熱心公益團體或個人之捐贈款。 

三、本獎助學金之金額與名額，視當年度預算情形後，由本院公告之。 

四、申請人資格：  
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本院碩、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職專班)，且符合本要點第五點規定者。 

五、本獎助學金以申請一次為限，獎助種類如下： 

（一）修習與本科系相關專業學程且非語言課程者，包含本院推薦及自行申請出國兩種。 

（二）交換生及進行短期研究者： 

1.獎助期限為三個月，不得分段或展延。 

2.獎助起始日，以本院與申請人簽約後，抵達研究機構報到日起算。 

（三）參與密集課程者： 

1.獎助期限為二週至八週，不得分段或展延。 

2.獎助起始日，以申請人抵達日本實習機構報到日起算。 

六、申請人應繳資料如下： 

(一)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補助要點」第五點規定，應繳交資料。 

(二)本院指導教授與申請日本大學(機構)教授之交流證明。 

(三)除「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補助要點」第五點第三款規定採計之

外國語文成績證明外，下列英語測試成績亦得採用： 

 1.多益測驗(TOEIC)成績750分以上。 

 2.全民英檢成績中高級初試以上。 

上列文件不齊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七、申請期限：  
(一)申請人應於出國前兩個月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案件之審查梯次，以配合當年度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為原則，本院提前一個月

辦理。 

八、本獎助學金得依當年度預算經費編列情形，予以調整，獎助金額與項目如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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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助項目：包含機票、一般費用及學費。 

(二)獎助金額：每人補助至多新臺幣十二萬元。 

(三)申請人具有中低收入戶相關證明文件，經核定通過後，得從優獎助。 

(四)申請人已獲減免學費，且領有日本其他機構之獎助學金者，得調整獎助金額。 

九、撥付期間：  
於出國期間撥付獎助學金之50%，剩餘款項於回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 

十、獲核定獎助者，應遵守義務如下： 
(一)出國前一個月與本院簽訂行政契約，並遵守契約之約定。 

(二)赴日本大學(機構)研修期間內，仍應保有學校學籍（未休學），如未經本校同意而逕

自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追繳全部獎助費用。 

(三)獎助期間因故欲返國者，須事先報請本院同意，並按比例扣除返國日數之補助金額；

未經本院同意而於獎助期間逕自返國者，得追繳其全部獎助費用(包含原已減免之本

校學費)。  

(四)獎助期間不得兼領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本國政府單位之全額獎助學金，違者取消

資格，並追繳全部獎助費用。 

(五)回國後一個月內（同一會計年度內）須繳交出國報告書。 

(六)如有違反前述各款情形，須自負償還義務，經催告而逾期未償還或無力償還時，應

由其保證人負償還之責任。 

十一、獲核定補助者，出國期間之學業、學籍及兵役等相關事宜，依本校規定及中華民國相

關法令辦理。獎助學金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核銷，未依規定辦理者，須追繳全部

獎助學金。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院公告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本院系所主管會議及本校主管會報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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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學生赴日交換與短期研究獎助學金核給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學生前往與本院

簽定有學術合作交流協定之日本各大學(機構)研修，特設交

換生與短期研究獎助學金（下稱本獎助學金），以拓展學生視

野，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優勢，並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之立法宗旨。 

 

二、本獎助學金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院建教合作管理費及節餘款。 
(二)本院科技部管理費及節餘款。 
(三)其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熱心公益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款。 

明定本要點之經費來源及名額。 

三、本獎助學金之金額與名額，視當年度預算情形後，由本院公

告之。 

明定本獎助學金之金額與名

額，由本院公告之。 

四、申請人資格：  
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本院碩、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職專班)，
且符合本要點第五點規定者。 

明定本要點之申請資格。 

五、本獎助學金以申請一次為限，獎助種類如下： 
(一)修習與本科系相關專業學程且非語言課程者，包含本院

推薦及自行申請出國兩種。 
(二)交換生及進行短期研究者： 

1. 獎助期限為三個月，不得分段或展延。 
2. 獎助起始日，以本院與申請人簽約後，抵達研究機構

報到日起算。 
(三)參與密集課程者： 

1.獎助期限為二週至八週，不得分段或展延。 
2.獎助起始日，以申請人抵達日本實習機構報到日起算。 

明定本要點之獎助種類及限制。 

六、申請人應繳資料如下： 
(一)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補助要

點」第五點規定，應繳交資料。 
(二)本院指導教授與申請日本大學(機構)教授之交流證明。 
(三)除「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補助要

點」第五點第三款規定採計之外國語文成績證明外，

下列英語測試成績亦得採用： 
 1.多益測驗(TOEIC)成績750分以上。 
 2.全民英檢成績中高級初試以上。 
上列文件不齊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明定本要點之申請人應繳資料。 

七、申請期限：  
(一)申請人應於出國前兩個月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明定本要點之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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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案件之審查梯次，以配合當年度本校國際事務處公

告為原則，本院提前一個月辦理。 

八、本獎助學金得依當年度預算經費編列情形，予以調整，獎助

金額與項目如下： 

(一)獎助項目：包含機票、一般費用及學費。 
(二)獎助金額：每人補助至多新臺幣十二萬元。 
(三)申請人具有中低收入戶相關證明文件，經核定通過後，

得從優獎助。  
(四)申請人已獲減免學費，且領有日本其他機構之獎助學金

者，得調整獎助金額。 

明定本要點之補助金額。 

九、撥付期間：  

於出國期間撥付獎助學金之50%，剩餘款項於回國後一個月

內檢據核銷。 

明定本要點之撥付期間。 

十、獲核定獎助者，應遵守義務如下：  
(一)出國前一個月與本院簽訂行政契約，並遵守契約之約

定。 
(二)赴日本大學(機構)研修期間內，仍應保有學校學籍（未

休學），如未經本校同意而逕自休學、退學、逾期返

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追繳全部獎

助費用。 
(三)獎助期間因故欲返國者，須事先報請本院同意，並按

比例扣除返國日數之補助金額；未經本院同意而於獎

助期間逕自返國者，得追繳其全部獎助費用(包含原已

減免之本校學費)。  
(四)獎助期間不得兼領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本國政府單

位之全額獎助學金，違者取消資格，並追繳全部獎助

費用。 
(五)回國後一個月內（同一會計年度內）須繳交出國報告

書。 

(六)如有違反前述各款情形，須自負償還義務，經催告而逾

期未償還或無力償還時，應由其保證人負償還之責任。 

明定本要點之獎助期間及遵守

義務。 

十一、獲核定補助者，出國期間之學業、學籍及兵役等相關事宜，

依本校規定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獎助學金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核銷，未依規定辦理者，須追繳全部獎

助學金。 

明定本要點之相關法令。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院公告辦理。 明定本要點之補充說明。 

十三、本要點經本院系所主管會議及本校主管會報通過，送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生效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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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 14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2.12.31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3.06.02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4.06.13 

98 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21 

98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04.28 

98 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5.10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0.08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7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1.16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3.01.15 

103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9.26 

一、為有效運用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以支援各單位之教學

及研究發展，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十二條，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下列規定

辦理授權支用： 

（一）專題研究案 

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及賸餘款以原收入之經費為計算基準。

支用比率為校 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34％。 

2.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 

 (1)校 52.9%、院 5.3%、系（所）31.8%。 

 (2)校 51.7%、研究總中心 6.5%、研究中心 31.8%。 

3.前兩目分配比例涉及院、系（所）者，由各教學單位與研究單位協商

之。 

（二）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1.內業：支用比率為校 81%，院或研究總中心 9%。 

2.外業：支用比率為校 81.8%，院或研究總中心 8.2%。 

3.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支用方式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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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1.內業支用比率為校 66.7%，院 3.3%，系（所）或研究中心 20%； 

2.外業支用比率為校 39.1%，院 3.9%，系（所）或研究中心 47%。 

前項管理費之比率，校級研究中心準用之。 

三、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學術研討會節餘款，授權支用比率為校與主辦單位各 50%。 

  第一項驚叫長核准調降管理費比率及依國立成功大學總務處所轄活動場地

借用管理要點規定免收或減收場地使用費者，優先補足應行編列經費後，

始得依前項規定支用。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四、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結案後，節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構）或校內規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款在新臺幣

一萬元以下，或計畫主持人屬非專任人員者，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節

餘款超過一萬元者，全數授權主持人使用。 

（二）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節餘款之餘額，由本校統籌運用。但於離職

或退休生效日前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三）計畫節餘款經研發處核定分配後，由主計室依各單位、各計畫主持人單

獨設帳管理，並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動支。 

五、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如係： 

（一）經校長核定調降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 

（二）因可歸責於計畫主持人之事由，致減列管理費之計畫案。 

結案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補足管理費之差額後，始得依前點規定授權支用。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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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

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

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

後，依下列規定辦理授權支

用： 

（一） 專題研究案： 

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管理費及賸餘款

以原收入之經費為

計算基準。支用比率

為校 56%，各學院及

系所（研究總中心及

研究中心）34%。 

2.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

機構委託之專題研

究計畫： 

(1)校 52.9% 、 院

5.3%、系（所）

31.8%。 

(2)校 51.7%、研究

總中心 6.5%、研

究中心 31.8%。 

3. 前兩目分配比例涉

及院、系（所）者，

由各教學單位與研

究單位協商之。 

（二） 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1. 內業：支用比例為校

81%、院或研究總中

心 9%。 

2. 外業：支用比率為校

81.8%、院或研究總

中心 8.2%。 

3. 若以計畫書簽約之

委託案：支用方式比

二、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

扣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

費後，依下列規定辦理授權

支用： 

（一） 專題研究案 

1. 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管理費及賸

餘款以原收入之

經 費 為 計 算 基

準。支用比率為校

56%，各學院及系

所（研究總中心及

研究中心）34%。

其分配比例由各

學院及系所（研究

總中心及研究中

心）透過適當會議

協商訂之。 

2. 政府機關及公民

營機構委託之專

題研究計畫：支用

比率為校 52.9%，

院或研究總中心

5.3%，系所或研究

中心 31.8%。 

（二） 服務性試驗及調查

案 

1. 內業：支用比例為

校 81%，院或研究

總中心 9%。 

2. 外業：支用比率為

校 81.8%，院或研

究總中心 8.2%。 

3. 若以計畫書簽約

一、文字修正。 

二、依據科技部 103

年 4 月 9 日科部

綜 字 第

1030025494A 號

函（附件一），為

因應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改制

為科技部，爰配

合修正。 

三、依據 103年 8月 6

日第 768 次主管

會報校長指示，

爰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執行

政府機關及公民

營機構委託之專

題研究計畫，明

定各院系所、研

究總中心及其所

屬中心管理費之

分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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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府機關及公民

營機構委託之專題

研究計畫辦理。 

（三） 人員交流訓練案 

1. 內業支用比率為校

66.7%、院 3.3%、系

（所）或研究中心

20%。 

2. 外業支用比率為校

39.1%、院 3.9%、系

（所）或研究中心

47%。 

前項管理費之比率，校級研究

中心準用之。 

之委託案：支用方

式比照政府機關

及公民營機構委

託之專題研究計

畫辦理。 

（三） 人員交流訓練案 

1. 內業支用比率為

校 66.7% ， 院

3.3%，系所或研究

中心 20%。 

2. 外業支用比率為

校 39.1% ， 院

3.9%，系所或研究

中心 47%。 

前項管理費之比率，校級研

究中心準用之。 

三、 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

研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

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辦

理。 

    學術研討會節餘款，授權

支用比率為校與主辦單位各

50%。 

   第一項經校長核准調降管

理費比率及依國立成功大學總

務處所轄活動場地借用管理要

點規定免收或減收場地使用費

者，優先補足應行編列經費

後，始得依前項規定支用。但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三、 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

術研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

計畫辦理。 

 

一、文字修正。 

二、為使學術研討會

之節餘款分配有

所依循，爰增訂

第二項，明定分

配 比 率 為 校

50%、主辦單位

50%。 

三、比照政府機關及

公民營機構委員

之專題研究計畫

管考方式，爰增

訂第三項，經校

長核准調降管理

費比率及未依本

校總務處所轄活

動場地借用管理

要點收取足額之

場地使用費者，

優先補足應行編

列之經費，始得

授權支用。 

四、檢附 102 年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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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研討會報名費

收支明細表如附

件二，供參。 

四、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結案後，節

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

關（構）或校內規定編

列管理費且節餘款在新

臺幣一萬元以下，或計

畫主持人屬非專任人員

者，全數歸校方統籌運

用；節餘款超過一萬元

者，全數授權主持人使

用。 

（二） 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

休，其節餘款之餘額，

由本校統籌運用。但於

離職或退休生效日前專

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三） 計畫節餘款經研發處

核定分配後，由主計室

依各單位、各計畫主持

人單獨設帳管理，並依

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動

支。 

四、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結案後，

節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凡計畫案已據委辦

機關（構）或校內規

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

款在新臺幣一萬元以

下者，全數歸校方統

籌運用；節餘款超過

一萬元者，全數授權

主持人使用。 

（二） 計畫主持人離職或

退休，其節餘款之餘

額，由本校統籌運

用。但於離職或退休

生效日前專案簽准

者，不在此限。 

（三） 由研發處依規定辦

理計畫節餘款之分

配，經研發長核准

後，由主計室依各單

位、各計畫主持人單

獨設帳管理。動支時

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

政程序辦理。 

一、文字修正。 

二、為使非專任人員

擔任計畫主持人

之節餘款分配有

所依循，爰修正

第一項，明定由

校方統籌運用。 

 

 

 


	說明：
	擬辦：通過後，續提本校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說明：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8~p.9）。
	說明：
	擬辦：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p.10~p.13）。
	擬辦：擬於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說明：
	擬辦：擬於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說明：
	擬辦：擬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1. 關於全校因「行政院組織改造所涉各部會名稱變更(如科技部、衛福部、勞動部及主計室等)應配合修訂機關名稱之法規，責由各行政單位或院、系(所)檢視後逕行配合修訂實施。」一事，請研發處彙整提案校務會議討論，毋庸個案提會，以達簡政放權意旨。
	2. 俟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周知全校相關單位，憑以配合辦理之。
	說明：
	擬辦：擬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併提案六決議。
	擬辦：請研發處審視修訂。
	擬辦：請研發處審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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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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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核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