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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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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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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委員、趙儒民委員、黃品華委員(請假) 

列席：呂佩融主秘、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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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4~p.5)。 

三、 主計室報告：校務基金管理及執行情形、財務預警指標(略)。 

請財務處及主計室，就東寧學舍興建貸款案，該營運收益支應未來還款付息一事，

是否影響學校資金周轉、財務運作執行等事宜提出報告案，釐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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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請財務處，召開投資管理小組線上會議，就有關投資配置及停損一事，徵詢委

員建議。 

(二) 請產創中心，就成大創投委由華陽公司管理之背景原由提出報告案，釐清說

明。 

五、 110 年度開源節流計畫措施追蹤執行情形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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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案由：110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4 日本校第 833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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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室於初稿完成後於 4 月 7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校內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學術單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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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主管、校級研究中心主管、校務發展委員會代表及校務會議代表廣徵意見，並依

其意見衡酌修正完成。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討論通過後，續送校務會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 6 月 30 日前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惟建議未來評估本案績效指標資訊可朝圖表化

表達。 

(A)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工程學系、人事室 
案由：有關專案工作人員續支彈性報酬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略)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辦理續領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A)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總整實作課程協同教學補助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開設總整實作課程，融入實作教學模式、邀請產業專家協同教學，

培育具有問題解決能力及實作能力之專業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邀請業界專家參與總整實作課程協同教學補助要點」（草案）逐

點說明及草案全文各一份。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同步提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6~p.7)，惟請教務處在徵件時，應區分競爭型及輔導型兩個方

案之適用狀況，以落實資源分配需求。 

(C)提案四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3 次投資管理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並奉  鈞長於 111 年 4 月 6
日核准提案。 

二、 本次主要係配合本校鬆綁產學合作收入作為投資運用財源，修正相關條文內容如下： 
(一) 新增採全權委託方式進行投資部分，不適用停損點之規範。(第七點) 
(二) 以產學合作收入作為投資運用財源部分，投資盈虧依「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經費

授權委託投資原則」處理。(第九點) 
三、 檢附原條文及提案檢視單供參。 
擬辦：通過後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p.8~p.11)，同意送校務會議備查。 

參、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附設高工 
案由：擬請同意本校編列自籌經費預算，每年撥給改隸後之「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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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經費，以利改隸合併案推展及確保改隸後學校實質受惠之經費，如

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於本(111)年 3 月 29 日召開「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申請改隸國立成功大

學附屬學校及與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合併案」初審會議，並於

4 月 13 日臺教授國字第 l110044944 號函送 3 月 29 日初審會議紀錄及審查意見表各

一份，先予陳明。 
二、 上開會議審查委員就兩校「資源互惠」部分，建議應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改隸為國

立大學附屬學校審查作業及處理要點｣第 5 點規定，將大學每年從自籌經費撥入附屬

學校之經費額度及項目，明確訂於計畫書與合併契約中，以確保改隸後學校實質受

惠之經費。 
三、 本校另與臺南高工於本(111)年 5 月 9 日召開改隸合併第 9 次協商會議案決議，建議

每年由本校編列自籌經費預算，挹注改隸後學校校務發展之所需，其額度為國立臺

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年度總預算經常門 5%，以 110 學年臺南高工預算 5%計，約為

2,500 萬元以確保改隸後學校實質受惠之經費。 
四、 前開擬請本校編列自籌經費預算，其中 500 萬提供附屬學校學生升讀成功大學之獎

學金、附屬學校在校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及校務發展經費 (經常門)；另外約 2,000 萬，

提供附屬學校發展「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或培育「新世代智慧創新人才」之經費。

附屬學校設置經費規劃及管理委員會，負責動支與管理。 
擬辦：擬請同意編列自籌經費預算，以利修正改隸合併案計畫書及再送教育部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pm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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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11.0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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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12 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提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主計室 
本校 112 年度概算業依教育部所訂格

式，將 112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表及購建

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於 111 年 3 月 29 日

函報教育部，並於 4 月 15 日前完成預算

書表初編，嗣將配合教育部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審查結果調整修正，爰本案擬建

議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績優職工推薦與

選拔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工學院 
111 年 3 月 25 日(111)成工秘字第 028 號

函頒施行。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優秀學生逕行

修讀博士班獎學金實施要點」部分規

定，提請審議。 
決議：暫予撤案，該實施要點，請再思量以

下再提本會： 
一、 訂定執行查核點及退場機制，其中需含

監督管理追蹤、評核管控程序。 
二、 提供實施本要點，投入資源可能轉化之

亮點展示，亦即投入產出之影響與典範。 
三、 評估增加外校學子申請參與之可行性。 

教務處 
依決議事項辦理，暫予撤案。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輔導優良及輔

導傑出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第

一點、第三點、第五點及第十點，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學務處 
業經 111 年 3 月 30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

111 年 4 月 20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

業於 4 月 28 日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

及心輔組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弱勢學生身心

就醫費用補助試行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學務處 
業於 111 年 3 月 25 日公告於本校「法規

彙編」網頁及生輔組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新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卓越學術研

究補助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研究發展處 
業於 111 年 4 月 20 日公告於「法規彙編」

系統。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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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核心設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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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核心設施中心 
本案已於 4 月 20 日續提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本校「法規

彙編」系統公告施行。 

解除列管 

提案八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科技部計畫研

發成果減免上繳收入運用及分配作業

要點」第二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產學創新總中心 
本要點已於111年3月18日公告本校「法

規彙編」。 解除列管 

提案九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短期學舍管理

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本案已於 111 年 4 月 6 日更新本校「法

規彙編」及本組網頁周知。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收入

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

議。 
決議：修正通過。 

研究發展處、產學創新總中心 
續提送 5 月 11 日第 213 次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發成果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產學創新總中心 
本案業經 4 月 20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於 4 月 25 日

公告本校「法規彙編」網頁。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遴聘產學創新

優秀人才實施要點」第三點，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產學創新總中心 
本要點已於 111 年 3 月 18 日公告於本校

「法規彙編」。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北美成大校友

基金會 NOVA 辰星獎學金實施要

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國際事務處 
法規名稱依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為「國立成功

大學 NOVA 辰星獎學金實施要點」，現正

擬定申請表件及行政契約，預計 5 月底

公告。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擬增訂本校「推動各單位辦理建築物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獎勵要點」第 9
點，以敘明經費來源，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總務處事務組 
會後已通知主計四組及研發處計管組，

其已辦理完相關作業，撥發相關經費至

各單位核銷。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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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總整實作課程協同教學補助要點 
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開

設總整實作課程，融入實作教學模式、邀請產業專家

協同教學，培育具有問題解決能力及實作能力之專業

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

的。 

二、本校專任教師得於大學部高年級(大三以上)開設總

整實作課程，其課程設計內涵如下： 

(一)總整課程：具備整合學習經驗、知識與技能之

專業，表現實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具有系

所核心能力。開課形式包含畢業專題及實作專

題等。  

(二)實作課程：以實務場域或實作產出為基礎，進

行專題性的探索學習並展現學習成果。強調學

生之主題設定能力、分析能力、規劃能力及實

作產出能力之培育。  

(三)總整實作課程應與產業實務銜接。 

明定本校補助課程

之範圍及性質。 

三、各學系(學位學程)每學期至多可推薦 1 門總整實作

課程申請補助，經系(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

送教務處審核通過後，予以補助之。 

明定申請補助程序。 

四、申請補助之總整實作課程應具備下列內容： 

(一)總整實作課程規劃及特色。 

(二)授課大綱及進度表(含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規

劃)。 

(三)業界專家基本資料。 

(四)業界專家可提供與課程相關之實務經驗及後續產

業實習資料。 

(五)邀請業界專家參與總整實作課程協同教學之預計

成效。 

(六)教學成效之呈現及評估方式（含業界專家參與教

學成效評估）。 

(七)經費預算及其他資料。 

明定課程規劃重點。 

五、業界專家專長領域應與系所專業實務技能及產業發

展需求相關，並符合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

點規定。  

明定業界專家資格。 

六、本要點經費補助項目如下： 

(一)業界專家鐘點費：比照本校演講費支給標準。 

(二)業界專家交通費：核實報支。 

明定課程補助項目。 

七、教務處得設審核小組，審查申請補助案件。審核小

組，由教務長邀請委員若干人組成。 

明定審核小組成員

及來源。 

八、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或教育部相

關計畫經費支應。 

說明本要點經費來

源。 

九、本要點補助之總整實作課程，應於學期結束後應繳

交成果報告書，說明整體實施成效及業界專家參與

教學實施成效。 

明定補助課程執行

後繳交成果報告內

容。 

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實施及

修正程序。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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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總整實作課程協同教學補助要點 

111.05.10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111.05.17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開設總整實作課程，融入實

作教學模式、邀請產業專家協同教學，培育具有問題解決能力及實作能力之

專業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教師得於大學部高年級(大三以上)開設總整實作課程，其課程設計

內涵如下： 

(一) 總整課程：具備整合學習經驗、知識與技能之專業，表現實作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具有系所核心能力。開課形式包含畢業專題及實作專

題等。 

(二) 實作課程：以實務場域或實作產出為基礎，進行專題性的探索學習並

展現學習成果。強調學生之主題設定能力、分析能力、規劃能力及實

作產出能力之培育。 

(三) 總整實作課程應與產業實務銜接。 

三、 各學系(學位學程)每學期至多可推薦 1 門總整實作課程申請補助，經系(學

位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送教務處審核通過後，予以補助之。 

四、 申請補助之總整實作課程應具備下列內容： 

(一) 總整實作課程規劃及特色。 

(二) 授課大綱及進度表(含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規劃)。 

(三) 業界專家基本資料。 

(四) 業界專家可提供與課程相關之實務經驗及後續產業實習資料。 

(五) 邀請業界專家參與總整實作課程協同教學之預計成效。 

(六) 教學成效之呈現及評估方式(含業界專家參與教學成效評估)。 

(七) 經費預算及其他資料。 

五、 業界專家專長領域應與系所專業實務技能及產業發展需求相關，並符合本校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規定。  

六、 本要點經費補助項目如下： 

(一) 業界專家鐘點費：比照本校演講費支給標準。 

(二) 業界專家交通費：核實報支。 

七、 教務處得設審核小組，審查申請補助案件。審核小組，由教務長邀請委員若

干人組成。 

八、 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或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九、 本要點補助之總整實作課程，應於學期結束後應繳交成果報告書，說明整體

實施成效及業界專家參與教學實施成效。 

十、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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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投資管理小組於提出年度投

資規劃並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

下列項目：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

短期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

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

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

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

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本校永續投資政策定義之

標的。 
(五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

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

投資。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

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

為前項第三款投資資金來

源。 

三、投資管理小組於提出年度投

資規劃並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

下列項目：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

短期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

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

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

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

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

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

投資。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

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

為前項第三款投資資金來

源。 

為因應 ESG 投資趨勢及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投資

項目新增符合本校永續

投資政策定義之標的，以

落實責任投資原則。 

四、校務基金投資前點第一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之項目，經費

來源除留本性質之受贈收

入外，其合計投資額度不得

超過本校可用資金及長期

投資合計數之百分之五

十，且持有之公司及企業股

權，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

企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四、校務基金投資前點第一項第

三款及第四款之項目，經費

來源除留本性質之受贈收

入外，其合計投資額度不得

超過本校可用資金及長期

投資合計數之百分之五

十，且持有之公司及企業股

權，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

企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因應第三點新增投資項

目，同步修改本點，以符

合原先投資額度之規範。 

五、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

期間，須考量校務基金收支

狀況，確保本校各項事務推

動之資金支應無虞之原則

下，由投資管理小組參酌各

項資料，提出年度投資規劃

書。 
年度投資規劃涉及第三點

第一項第一、二、四、五款

五、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

期間，須考量校務基金收支

狀況，確保本校各項事務推

動之資金支應無虞之原則

下，由投資管理小組參酌各

項資料，提出年度投資規劃

書。 
年度投資規劃涉及第三點第

一項第一、二、四款部分，

配合第三點修正。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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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財務處負責規劃及

執行；涉及第三款部分，由

產學創新總中心負責規劃

及執行。財務處得視需要，

聘任專業經理人，於一定期

間考核專業經理人投資績

效。 

由財務處負責規劃及執

行；涉及第三款部分，由產

學創新總中心負責規劃及

執行。財務處得視需要，聘

任專業經理人，於一定期間

考核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 

七、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

的皆應設立停損點，各投資

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以

不高於購買價格之 20%為

原則。但第三點第一項第三

款及採全權委託方式之投

資不適用。 
當投資標的損失額度超過

購買價格之 20%以上者，應

重新評估，並提投資管理小

組決議後，執行停損、繼續

持有或加碼攤平成本。 

七、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

的皆應設立停損點，各投資

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以

不高於購買價格之 20%為

原則，惟第三點第一項第三

款之投資不適用。 
當投資標的損失額度超過購

買價格之 20%以上者，應重

新評估，並提投資管理小組

決議後，執行停損、繼續持

有或加碼攤平成本。 

考量全權委託投資方式係

交由外部專業機構全權操

盤，若再由本校投資管理

小組決議停損點之處分措

施，恐生績效責任歸屬問

題，故新增採全權委託方

式進行投資部分，不適用

停損點之規範。 

九、本校投資產生之盈虧，除依

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授權委

託投資原則執行者外，其他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

籌運用。 
(二)投資產生虧損時，其虧損之

填補順序如下： 
1. 投資產生之累積收益。 
2. 學雜費收入以外之各項

自籌收入歷年累積之盈

餘。 

九、本校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

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

用。惟投資產生虧損時，其

虧損之填補順序如下： 
(一)投資產生之累積收益。 
(二)學雜費收入以外之各項

自籌收入歷年累積之盈餘。 

配合本校鬆綁產學合作收

入作為投資運用財源，並

已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產學

合作經費授權委託投資原

則，同步修正本要點第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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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98 年 11 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 年 2 月 11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024624 號函備查 
100 年 4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0 月 2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0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5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第十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訂

定本要點。 

二、為辦理校務基金投資事宜，本校應組成投資管理小組，提供並協助投資相關策略決策之諮詢。 
前項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另訂之。 

三、投資管理小組於提出年度投資規劃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

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 本校永續投資政策定義之標的。 
(五)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前項第三款投資資金來源。 

四、校務基金投資前點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項目，經費來源除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外，其合

計投資額度不得超過本校可用資金及長期投資合計數之百分之五十，且持有之公司及企業股

權，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企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五、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期間，須考量校務基金收支狀況，確保本校各項事務推動之資金

支應無虞之原則下，由投資管理小組參酌各項資料，提出年度投資規劃書。 
年度投資規劃涉及第三點第一項第一、二、四、五款部分，由財務處負責規劃及執行；涉及

第三款部分，由產學創新總中心負責規劃及執行。財務處得視需要，聘任專業經理人，於一

定期間考核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 

六、校務基金投資方向、策略及執行情形，財務處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開會時提

出投資績效報告，每學期至少一次。 

七、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的皆應設立停損點，各投資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以不高於購買

價格之 20%為原則。但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及採全權委託方式之投資不適用。 
當投資標的損失額度超過購買價格之 20%以上者，應重新評估，並提投資管理小組決議後，

執行停損、繼續持有或加碼攤平成本。 

八、財務處就校務基金之相關投資事宜，應執行本要點投資風險控管程序。 

九、本校投資產生之盈虧，除依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授權委託投資原則執行者外，其他依下列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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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二) 投資產生虧損時，其虧損之填補順序如下： 

  1. 投資產生之累積收益。 
  2. 學雜費收入以外之各項自籌收入歷年累積之盈餘。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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