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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蘇芳慶委員、王育民委員、姚昭智委員、王明洲委員、林財富委員、劉裕宏委員、張

順志委員、林子平委員(請假)、沈孟儒委員、楊朝旭委員、林常青委員、蔡文杰委員、

趙儒民委員、蔡一愷委員(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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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育

箐 

主席：蘇校長慧貞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感謝新 109-11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本會議，支援校務推動，

今天議案頗多，速入議程，另外，為了加速委員理解及審議效率，爾後，提本會議

案，需提供 1-3 張簡報備用說明。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9~p.10)。  

三、 主計室報告：校務基金管理及執行情形、財務預警指標(略)。 
關於委員詢問本校執行中或規劃執行之重大工程或業務明細表資金缺口疑義一

事 ，主計室補充說明如後(如附件二 p.11~p.12)，另在下個會期，請主計室提供下

列資料， 
(一) 在可用資金占經常支出倍數計算表，提供含資本支出數額計算式。 

(二) 提供主要學校可用資金占比狀況。 

四、 財務處及產學創新總中心報告：校務基金資金管理及投資執行績效、創新創業投

資執行績效(略)。 
關於投資，目前股市屢創高點，市場巨幅波動，建議財務處在投資布局考量上應 
(一) 採機動式線上會議，俾利即時決策。 
(二) 擴大具投資專業校友進入諮詢系統，例如近期捐款本校 2,500 萬，來自會統年

輕校友，可嘗試延攬之。 
(三) 另外，學校現金部位頗高，為提高資金運用效益，請主計室配合財務處投資資

金之調度。 

五、 110 年度開源節流計畫措施報告案：(略)。 
請財務處下個會期提出彙整簡略說明。 

六、 人事室報告：專案工作人員核支彈性薪資案及專業經理人聘任案(略)。 

貳、討論事項 
(A 類為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上；B 類為無涉及經費動支，惟(1)法規修訂繁瑣或(2)
議案較重大；C 類為 (1)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下或(2)法規修訂簡單或(3)議案較簡易) 

(B)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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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本校「110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稿)」，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5 條規定辦理。 
二、 本報告書以研究發展處彙編107-111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110年度滾動式修訂報告為

基礎，說明相關教育績效目標所對應之年度工作重點。並由主計室預測校務基金未

來三年資金來源、用途及可用資金變化情形，以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為原則

進行各項發展，且納入財務處 110 年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規劃說明。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討論修訂後，將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於本年 12 月 31 日之前報教

育部備查。 
決議： 
一、 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另附)，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 惟整體學校財務預算規劃上，目前只看到籠統的預算表達，建議下次可規劃基本預

算外，另顯示學校策略目標之策略性預算，以鏈結目標及資源分配，亦即在預算規

劃上應表達基本預算及策略性預算二個區塊。 

(A)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辦理大新園整體規劃設計施工案，總經費達 4,700 萬元，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總務處事務組 109 年 9 月 4 日第 1090402042 號奉核准簽辦理。 
二、 新建幼稚園完成後將搬遷至東寧校區，所留下來之空間，將作為校友俱樂部交流場

域，該場所將規劃為延續成大歷史精神，並融合學術沙龍及藝文之意象。 
三、 本案總經費為新臺幣4,700萬元，扣除ㄧ期新園景觀整修工程129萬6,814元，餘4,570

萬 3,186 元(含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約 332 萬 8,650 元)，擬於 110 年匡列 4,000
萬元專款，作為上述場址之改造計劃。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本案通過後辦理後續規劃設計及發包等相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A)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鼓勵教師發表國際商管頂級期刊論文獎勵試辦要點」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試辦要點業經管理學院 109 年 6 月 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暨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法制組會簽意見修訂奉校方核准在案。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鼓勵教師發表國際商管頂級期刊論文獎勵試辦要點」逐

條說明及條文，請審閱。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p.1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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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業經 109 年 6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講座審查委員會及 109 年 9 月 2 日第 823 次

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特聘講座之獎助標準，由講座審查委員會依獲獎人學術卓越成就審定後，陳請

校長核定。 
(二) 修正特聘講座及榮譽講座之推薦審查程序。 
(三) 修正講座審查及聘任程序。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規定及提案檢視單供參。 
擬辦：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A)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支付原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提供全校學生更多元通識課程並鼓勵開設校級、院級跨領域課程，擬修正本原則。 
二、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8 日第 824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供參。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 
一、 審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A)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國內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大

學普渡雙聯組境外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優秀高中生就讀本校普渡雙聯組，設置此項獎學金，以培育優秀跨國人才，

提升本校國際學術聲望，擬訂定本要點。 
二、 本案計畫與預算，國內學生部分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境外學生部分於 109 年 8 月 27

日奉校長核可。實施要點業經 109 年 9 月 2 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檢附決行簽呈，「國

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國內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與「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

組境外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逐點說明及全條文。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 
一、 經費支援一事，本學期先試行以因應已錄取 19 名學生事宜，檢附本學期學程收支及

獎學金發放數暨校務基金支援計算表供參(如附件五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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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本案擬訂獎學金實施要點，未及討論，請國際處併同整體學程收支及獎學金發放

數暨校務基金支援計算表再提案審議。 

(A)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備註部分規定及本校「校聘人員薪點支給

待遇標準表」備註部分規定，移置為「校聘人員各類加給標準表」(附表二~1)一種，

修正對照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重點如下： 

(一) 明訂逐級申請職務加給之年度考核為等第達甲等以上。 
1. 查本校 108 年校聘人員考核甲等以上計 220 人(含優等 22 人)，佔受考人(229 人)

之比例為 96%。 
2. 依現行規定，校聘人員奉准支給第 1 級職務加給後，第 2 年起得視其工作表現與

貢獻度於年度考核後，再行簽准逐級支給職務加給。 
3. 為更明確職務加給與工作表現及貢獻度度之關聯性，爰明訂逐級申請職務加給之

基本條件為年度考核等第達甲等以上，避免爭議。 
(二) 為增加延攬優秀人才之誘因，考量延攬人才之需求與職責輕重，爰參酌就業市場薪

資增列職務加給項目，調整加給項目、額度及級數如下： 
1. 修改職務加給分級制度為按職責程度與能力分級 

基於職務加給應以專業應用能力為主，為能確實反映職務加給與業務相關性，爰

將按校聘人員職級區分之職務加給調整如下，並彙整於「校聘人員各類加給標準

表」： 
(1) 專業證照：依據教育部每年公布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

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且該證照確為技術人員執行業務所必需。 
A. 專業證照(一)：證照性質為「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執業證書」

以外之技術證照。 
B. 專業證照(二)：證照性質為「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執業證書」。 

(2) 語文加給:具一定英文能力，且其工作內容 50%以上須使用該項語文者。 
A. 語文加給(一)：英檢中高級或多益 785以上。 
B. 語文加給(二)：英檢高級或多益 945以上。 

(3) 資訊技術加給：服務於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或圖書館系統資訊組之技術人員，且

實際從事系統規劃、設計、分析、開發者。 
(4) 律師職務加給：須具律師證照，並在本校法制單位負責法制、訴願及訴訟等業

務。 
2. 新增「系統分析規劃及專案管理」職務加給 

(1) 支給對象：計網中心同時負責全校行政系統分析、規劃、設計及系統專案管理

之技術人員。 
(2) 考量本校系統開發人才需求、增強遴聘人員辨識度，提高人才延攬及留任誘因

增列之。技術人員年度考核甲等以上者，得檢附相關專業能力之技術文件(含
測試報告)資料，由主管推薦並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原資訊技術加給改

支；本項職務加給需每年定期評鑑，評鑑內容為獲前一核定等級後所產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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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按評鑑結果核發(通過：維持或升級，未通過者自次月起改支原支領或相

當等級資訊技術加給)，支領之人數比例以不超過計網中心校聘人員編制數

30%為原則。 
(3) 審查小組組成：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邀請「計算機與網路委員會」具

資訊專長委員 4 人，共 5 人組成。 
3. 新增行政輔助職務加給 

基於一級單位內行政秘書、助理秘書職務職責為輔助主管且考核嚴謹，為鼓勵人

員勇於任事並反映業務，爰增列如上。 
4. 新增英文法務加給 

支給對象為行政單位負責審閱英文撰寫之契約、備忘錄或意向書等相關文件，並

提出法律意見與修正建議之法務人員。 
5. 為鼓勵人員久任，律師加給級數由 6 級調整為 8 級，其餘各項職務加給級數由 3

級調整為 5 級。 
6. 如同時符合 2 項職務加給條件者，取最高數並加計第 2 項 50%發給。 

(三) 修正彈性加給請領資格並調整加給額度 
1. 配合職務加給增修，修正請領資訊彈性加給之資格 

支領資訊技術加給第 3 級或系統分析規劃及專案管理加給第 2 級，年度考核甲等

以上者，得由其主管推薦，經審查小組視其工作表現及貢獻度逐年審議，簽請校

長核定後支給。 
2. 調整彈性加給之額度 

為激勵工作士氣，爰將原彈性加給額度上限自 6,000 元調整為 10,000 元。 
(四) 參酌企業績效獎金模式，增列非定期核給之績效加給如下： 

1. 律師出庭績效加給 
基於目前訴訟制度事實審部分，法院著重在證據調查，隨著訴訟程序之進展，準

備程序召開有時達 5 次以上，相關書證人證之分析、歸納及整理，耗時繁重，爰

規劃按司法審級核發出庭績效加給，每審一級核發 6,000 元。 
2. 駐警校園安全維護績效加給 

(1) 按安全維護日常達成績效及校園突發意外事故處理情況，每季由單位主管推薦

送校園安全工作小組會議審核後發給。 
(2) 加給額度範圍：1,000~3,000 元。 

(五) 標準表修正前支領較高職務加給在案者，仍以原核定標準支給。 
二、 檢附本校現行之「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及「校聘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供參。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本案通過後，續提 109 年 11 月 25 日第 205 次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 修正通過，惟此次調整目的，除期望在人才晉用上提升競爭力，亦望落實確切的申

請、考核及續領機制，因此，請人事室於各類加給標準表欄位上，補附 
(一) 申請執行資料或數據依據。 
(二) 年度考核評審步驟。 
(三) 續領考核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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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揭，可以參考計網中心規範，有資格依據，有人員上限規範，或若以每年總經費

不超過多少為原則，去彈性調整申請考核及發放標準，也是一種考量。 

(B)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附表三及本校進用博士後研究人員

實施要點附表二之彈性報酬審議流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3 項及本校進用博士後研究人員

實施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具有特殊專業技能，為不易覓得之人才者，經

用人單位組成 3 人以上初審委員會審核通過，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通過

後，得支給較高之報酬。另本會 106 學年度第 1、3 次會議決議有關核支彈性報酬之

授權範圍及審議流程如下： 
人員類別 擬增給彈性報酬 

碩士以下專案工

作人員 5000 元以下 超過 5000 元 

博士後研究人員 
10000 元以下 超過 10000 元 博士級專案工作

人員 

審議流程 

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委員會）授權，同意

經用人單位初審通過後生效

聘任，再送委員會追認備查。 

用人單位初審通過，由人事室通知 3 位委員組成

委員會小組審議，全數通過者同意追溯自用人單

位初審會議通過日生效，再送委員會備查；未獲

全數通過者，則須送委員會審議，並以委員會審

議通過之日為生效日。 
二、 查本校 107 學年至 109 學年所提彈性薪資案件數量如下： 

 彈性薪資案件 

 總件數 專案人員≤5,000 元； 
博士後研究≤10,000 元 

專案人員>5,000 元； 
博士後研究>10,000 元 

107 學年度 124 83 41 
108 學年度 113 74 39 
109 學年度迄今 61 37 24 

三、 次查本會僅置委員 15 位，委員中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達 6 位，且每一案件需 3 位委

員協助審議，使協助審議委員負荷甚重。爰經評估近 3 年經本會審議通過之彈薪案

件，建議修正彈薪審議金額及委員審議人數，並將本會審議門檻區分二級，詳附表： 
人員類別 擬增給彈性報酬 

碩士以下專案工作人員 5,000 元以下 5,001-10,000 元 超過 10,000 元 
博士後研究人員 

10,000 元以下 10,001-15,000 元 超過 15,000 元 
博士級專案工作人員 

審議流程 

由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授
權，經用人單位
初審通過後生
效，再送委員會
追認備查。 

用人單位初審通過，由人
事室通知 1 位委員審議  

用人單位初審通過，由人事室
通知 2 位委員審議  

委員審議通過者，同意追溯自用人單位初審會議通過日生
效，再送委員會備查；未獲委員審議通過者，則須送委員
會審議，並以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日為生效日。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本案通過後擬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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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六 p.18~p.19)，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C)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

職務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重點： 

(一) 配合法規名稱及法源依據修正(修正要點第 1 點、第 2 點、第 5 點)。 
(二) 因特殊業務需要另支較高之主管加給工作酬勞案件，簡化審議之流程(修正要點第 5

點)。 
二、 本校目前並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之需求，不列入本要點支應對象： 

經 109 年 3 月 1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8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決議以，暫予撤案，

另關於修訂專任運動教練編制，請再通盤考量實際狀況並完整論述之。嗣經教務處

體育室邱宏達主任表示：「核定編制有專任運動教練之學校，主要是有國家運動代表

隊等級的在學學生，如體育大學及設有體育系或競技運動學系等學校。本校無聘任

專任運動教練之需求，故目前無專任教練之編制」。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

務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討論通過後，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C)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科技部 109 年 5 月 28 日科部科字第 1090030735B 號來函辦理，修正 109 年度「科

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 
二、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增訂本獎學金申請之資格(本要點第三點)。 
(二) 增訂博士生請領獎學金之期限(本要點第四點)。 
(三) 放寬申請人之資格條件(本要點第七點)。 
(四) 博士生因故廢止獲獎資格之遞補說明(本要點第十二點)。 
(五) 增訂本校獎勵經費負擔額度(本要點第十四點)。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七 p.20~p.27)。 

(C)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遴聘產學創新優秀人才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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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內容業經 109 年 6 月 9 日簽奉校方核准後提案並經本校 109 年 9 月 16 日第 20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訂定理由：為遴聘產學創新優秀人才，探索未來需求議題，創新研發創造價值，以

促進產學合作貢獻，特訂定本要點。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遴聘產學創優秀人才實施要點草案。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八 p.28~p.31)。 

(C)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專任暨退休教師撰寫中外文專書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專任暨退休教師撰寫中外文專書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 106 年 11 月 21 日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 為明訂本辦法第二條所稱「翻譯書籍」之定義，於條文中補述翻譯書籍特指教師為

譯者之翻譯書籍。 
三、 修正本辦法第四條之委員人數，其餘委員人數由八人縮減為六人。 
四、 於本辦法第六條增訂本辦法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 
五、 本辦法之修正草案業經相關單位惠示意見並經校長同意提會審議，檢附奉核簽呈、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辦法供參。 
六、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同意後依法制程序函頒。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九 p.32~p.33)。 

參、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優秀學生逕行修讀博士班獎學金實施要點」第五點規定，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本校優秀學生取得博士學位及縮短博士班修業年限，修正本要點第五點。 
二、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3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如

附件。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供參。 
擬辦：通過後，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 p.34~p.35)。 

肆、散會(pm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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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8.0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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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案由：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財務計畫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惟請學務處將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實施要點或

公文等資料，併案提送校務會議說

明。 

總務處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建築興

建工程最有利標評選於 109 年 10
月 19 日完成，於 10 月 26 日簽奉

校長核定後決標，預計 11 月 25
日開工。水電空調工程於10月27
日進行最有利標評選，因 2 家投

標廠商分數皆不合格廢標，目前

重新上網公告，預計 11 月 18 日

開資格標。 
學務處(補助學舍貸款利息進度) 
本案申請資料業於 11 月 4 日函送

教育部及雲科大進行審查，俟教

育部核定後即可與銀行簽約。 

繼續列管 

 
108-3(109.0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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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比

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暫予撤案，另關於修訂專任運動教

練編制，請再通盤考量實際狀況並

完整論述之。 

人事室 
已提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 

解除列管 

 
108-4(109.0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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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108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

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主計室 
績效報告書業經 109 年 6 月 10 日

10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且經教育部 109 年 7 月 7 日臺教

高(三)字第 1090091450 號函同意

備查，並已依規定於學校財務公

開專區及主計室網頁公告。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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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由校務基金支應光復校區田徑場

整修工程款新臺幣 1,500 萬元整，提

請討論。 
決議：暫予撤案。 

教務處 
已撤案。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由校務基金支應自強校區風雨球

場新建工程款新臺幣 7,000 萬元整，

提請討論。 
決議：暫予撤案。 

教務處 
已撤案。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

實施要點」暨契約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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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經 109年 6 月 10 日108學年

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以

109 年 6 月 23 日成大人室(任)字
第 412 號函轉知各單位，同日公

告於人事室網頁及本校法規彙編

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

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

遇支給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惟續提下個會議前，請與

人事室商議條文名稱或文字調整等

之一致性。 

產學創新總中心 
依決議辦理，並將本法規公告於

本校法規彙編。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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