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第 94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館五樓大型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英忠                  記錄：胡淑君 
出席人員：蘇副校長豐文、李副校長博志、陳組長忠正、紀學務長振清、劉總務

長安平、林館長文揚、劉美玲專員、陶主任幼慧、陳錦麗主任、楊明

宗主任、李福恩主任、曾榮豐組長、施主任明昌、李組員佩瑾、陳院

長文輝、姚院長志明、吳院長建興、黃院長世孟、白主任秀華、張主

任德煇、邱主任榮金、姚主任朝森、張主任永明、鄭主任義暉、郭英

鋒主任、黃主任一祥、陳主任一民、吳助理教授毓麒、劉主任晉良、

陳主任振興、胡主任裕民、林主任順富、連主任興隆、楊主任證富、

陳所長啟仁 
請假人員：盧教務長昆宏、葉主任文冠、李所長揚 

壹、主席致詞 

校長： 
    一、因應經濟不景氣，政府刻正推出臨時就業方案，釋出短期就業機

會，請人事室瞭解本校是否可提出相關計畫爭取短期人力支援及

補助經費。 
    二、為感謝全校同仁一整年來對學校的辛勞付出，年終尾牙餐會仍舊

舉辦，同時為有效運經費，發揮聯誼之目的，且避免影響學生上

課，餐會將以自助餐方式進行，活動場地則請人事室再就校內可

能地點做詳細評估。今年尾牙餐會學校將準備豐富摸彩禮品，為

避免主管有「加碼摸彩金」之困擾，餐會現場儘量不鼓動加碼，

歡迎大家踴躍參加。 
    三、近日報載有某些學校發生校園打群架事件，請學務處及各系所主

管預為防範，多關心特殊學生，視情況需要介入輔導。 
四、日前與文、法、管理學院的同學座談，有部分同學持續表達對本

校擬與一科大合倂之看法。為了消除部分師生們的疑慮，蘇副校

長已於 10 月 22 日發出一封公開信，說明合倂案形成的背景及學

校的處理做法，而本人也數次公開聲明，高大與任何一所學校的

合併非為個人一己之私，本人也積極向教育部爭取，若合併成功，

希望教育部能提供比照東華大學的補助額度。此外，合併案之進

行非一蹴可及，過程中尤需經過理性討論，本人希望同學們在討

論此議題時，勿有言論上之攻擊行為，進而傷害到本校與一科大



長期建立的友好情誼。 
蘇副校長： 

一、針對之前教學評鑑，本校傳設系未通過，運健休系、財法系及

EMBA 中心列入再觀察名單，為確實改善各方面缺失，教務處已

召開過數次檢討會議，惟為使 98 年 3 月的再評鑑能順利通過，將

先辦理自評，12 月 16 日至傳設系，98 年 1 月 7、8 日至運健休系、

財法系及 EMBA 中心做實地訪評，希望這幾個單位備齊所有相關

資料，並做好演練，務必通過本次自評 
二、今年教卓計畫未獲通過，已相當程度影響本校教學計畫之推動。

為再次爭取明年度的教卓計畫，教務處除深入檢討本校教卓計畫的

缺失外，也參考其他學校的作法，加入新的想法，擬具初稿後再聽

取各系所提供之建議以使計畫內容更為完整週延。希望明年 3 月本

校提出的教卓計畫能順利通過審核，獲得經費補助。 
三、關於本校與一科大的合併案，本校整併工作小組已於本月 13、14

日赴東華大學吸取整併工作經驗，為消除「整併」給人的負面感受，

「整併工作小組」已改名為「合校推動小組」。合併案的進行都將

遵循應有的程序，且資訊公開、接受充分討論，最終在校務會議做

出決定，希望大家以理性客觀的態度來討論此議題。 
李副校長： 

一、 近日校園內屢見遭隨意棄置之愛心腳踏車，請總務處加強巡檢及愛 
心腳踏車之維修工作。 

    二、校園內野狗增多，甚至威脅生態池中的鴨子，請總務處與市政府接

洽，設法補捉野狗，以維安全。 
    三、日前赴澳門進行招生宣導，當地人士反應希望本校能增加澳門僑生

之就學機會，因教育部同意僑生之比例可達 10％，因此，在可能

的範圍內，請各系所考量增加僑生名額。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確認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研訂本校「國立高雄大學學生活學習獎助學金申請辦法」並廢止

「國立高雄大學學生工讀申請辦法」乙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配合教育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將學生工讀轉型為生活學

習獎助計畫，特訂定「國立高雄大學學生活學習獎助學金申請辦



法」，並廢止「國立高雄大學學生工讀申請辦法」。 

二、本案經 97 年 10 月 27 日本校就學補助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執行情形：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館 

案 由：擬訂定「國立高雄大學機構典藏系統作業要點（草案）」，提請討

論。 

說 明： 

    一、機構典藏的建置在歐美先進國家已進行多年，所謂的機構典藏係

指ㄧ個用來保存與使用機構研究產出的機制。國內於民國 95 年由

教育部委託臺大圖書館進行「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以臺

灣大學為機構典藏的營運範例，作為全臺灣各大學院校建置機構

典藏的參考，目前全國已有 67 所大學院校已建置或加入機構典藏

建置的行列。 

二、根據研究調查，機構典藏除能妥善保存大學學術成果與研究歷程

外，最重要的是能增加論文研究成果曝光管道，提高被引用率及知

名度。 

三、鑒於機構典藏的建置已成為趨勢，且與大學的競爭力有相當密切

的關係，建議學校應著手建置機構典藏的系統與制訂作業機制。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執行情形：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國立高雄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乙案，

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新增第五條建教合作計畫主持人每月支領酬勞不得超過其月支薪

給。 
二、新增第六條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工作酬勞依

「國立高雄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規定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執行情形：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國立高雄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要點」部分條文修正乙案，

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因教育部頒定之「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已廢止及「教育部所屬專

科以上學校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要點」已停止適用，故修正原條文第

一點內容。 
二、原條文部分內容與目前實際辦理情形不符，予以修正。 
三、新增第四點計畫主持人如有違約情形應擔負賠償責任及第五點本

校教師接受委託執行建教合作計畫應以不影響教學、研究及服務品

質為原則之規定。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四）。 
執行情形：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院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中制定依據及修正辦法用語是否統一，

以達清晰一致之效並合於法學規範，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現有 5 學院、19 系及 4 獨立所，其中除應數系、統計所及 97
學年度新成立之東亞語文學系尚未訂定系主任遴選辦法外，其餘

院系所均已訂定。 
二、依據附件本室所整理之「本校院系所主管遴選辦法比較表」所示

（如附件五），有關第一條制定依據部分，大部分引用本校組織規

程第 14 條「各學院院長須具備教授資格；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系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須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政法系

則引用上開法條第 13 條「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系主任及各研究所

所長，由各該院、系、所依據民主原則及相關規定，自教師中選

任後報請校長聘兼之。但各學院、各學系及研究所所長第 1 任主

管由校長聘任之。其選任辦法、任期及去職規定由各該院務會議、

系務會議、所務會議訂之。」生科系、生科所及經管所引用本校

系主任、所長遴選準則。此外，遴選辦法最末一條有關制訂及修

正辦法部分，各院系所亦有多種不同程序。 
三、為使校內法令規定更為清晰一致並合於法學規範，本案業經 97 年

11 月 4 日第 50 次主管會報討論通過：  
（一）本校各院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一條制訂依據統一為「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 13 條第二項及本校系主任、所長遴選準



則」。 
（二）最末一條修正程序，院級統一為「經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系所統一為「經系（所）務會

議、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其餘如候選人資格及任期規定等，則視各院系所實際需要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及系主任所長遴選準則規範訂定。 
決 議： 

一、本校各院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一條制訂依據統一為「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 13 條第二項及本校系主任、所長遴選準則」。 
二、最末一條修正程序，院級統一為「經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系所統一為「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

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其餘如候選人資格及任期規定等，則視各院系所實際需要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各院院長遴選辦法及系主任所長遴選準則規範訂定。 
執行情形： 

 
提案六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改本校組織規程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則有關經費稽核委

員會委員推選方式乙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因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有半數(5 位)是由校務會議開會投票產

生，投票過程容易產生現階段雖為校務會議行政主管代表或教師

代表，但卻於 8 月 1 日卸任後失去校務會議代表身分，同時失去

經費稽核委員當選資格且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1 年，容易造成委

員成員不斷變動之情事，無法彰顯經費稽核委員會的功能。 
二、此外，由校務會議開會時委員投票選出容易造成各學院委員分配

不均的問題，使得經費稽核委員會無法平均代表各學院，擬修改

本校組織規程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則中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推

選方式，由各學院校務會議成員各互推一人改成互推二人，刪除

「其餘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之文字，委員仍維持 11 人。 
三、有關本校組織規程中法規及程序委員會委員部分條文內容僅做文

字上的修正，不涉及推選方式的實質修正。 
四、檢附本校組織規程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乙

份，並提供其他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方式供參。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六)。 



執行情形： 

 
提案七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為符合行政院所訂「加強財務控管及落實會計審核方案」之管控督

導規定，特修訂本校預算執行注意事項（自 98 年度起適用）。修訂

後「國立高雄大學預算執行注意事項（草案）」，提請  討論。     
說 明：行政院為督促各機關積極清理各類久懸未結帳項，檢討業務支出標

準是否過於寬鬆，並避免資產閒置等財務控管，特定訂「加強財務

控管及落實會計審核方案」，以提升各機關之財務效能並杜絕浪費。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七)。 

執行情形：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訂定「國立高雄大學行政（教學）助理工作規則」乙案，提

請  審議。 

說 明： 
一、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以下簡稱勞委會）前於 96 年 11 月 30 日指

定公部門各業臨時人員，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納入勞動基準法適用，

本校臨時人員業依規定納入勞基法適用。 

二、依勞委會 96 年 11 月 30 日勞動 1 字第 0960130914 號公告及「勞

動基準法」第 70 條規定，雇主僱用勞工人數在 30 人以上者，應

依其事業性質，訂立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勞工

局）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並自 97 年 1 月 1 日生效施行。茲以本

校行政(教學)助理人數已逾 30 人以上，爰依規定訂定行政(教學)
助理工作規則。 

三、檢附「國立高雄大學行政（教學）助理工作規則」乙份。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八)。 
執行情形： 

 
提案九                                 提案單位：EMBA 中心 
案 由：修訂本校「高階管理人才培育中心學分費與學雜費基數收費標

準」，提請 討論。 
說 明：本案於本(97)年 11 月 24 日簽請核准提請本校第 94 次行政會議討

論。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九)。 
執行情形： 



提案十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本學期新生家長座談會更改日期。 
說 明：本學期行事曆中家長座談會原訂 12 月 13 日，因校長出國考察，

改至 12 月 20 日（星期六）。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肆、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配合 98 年元旦假期，1 月 2 日(週五)調整放假，並於 1 月 10 日（週

六）補行上班上課一日。 
說 明：因期末考將屆，學生表達希望 98 年元旦能有連續假期以便溫書，

並方便遠地生返家探親。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伍、其他決議或指示辦理事項 

工作報告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行情形 
教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學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補充報告： 
一、僑生就學主要須面對語言適 

應及經濟問題。語言方面，
目前本校華語文中心與通識
教育中心都有相關的課程以
為輔導；經濟問題方面，本
處亦儘量提供工讀機會及就
業資訊。 

二、針對家境困難同學申請獎學 
金，本處皆採隨到隨審的方
式，以及時幫助同學。亦請
各系所主管協助有需要的同
學至本處生輔組尋求工讀及
申請獎學金之機會。 

一、請加強對僑生之學業輔 
導及生活照顧，亦請與
會計室討論為僑生輔導
工作尋求經費挹注。 

二、 為鼓勵同學積極向學，
本人願意提供獎學金給 
2 名家境特別困難的同
學，請學務處深入瞭解
學生的情況及需要。 

 

總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補充報告： 
一、本處雖持續執行愛心腳踏車

之巡檢維護，惟人力始終有

工學院大樓有部分角落有鏽
蝕現象，請總務處儘速處理維
護事宜。 

 



工作報告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行情形 
限，因此，懇請各系所主管
協助向學生宣導培養公德
心，勿將故障之腳踏車隨意
棄置。 

二、野狗問題，已請環安小組處 
理。   

圖書資訊館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研究發展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推廣教育中心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秘書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人事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請將本校組織規程中之附表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組)
設置修正對照表」做通盤更
新。 

 

會計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體育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補充報告： 
游泳池外包，目前仍持續評估中。 

無  

通識教育中心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人文社會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12 月 3 日知名畫家曾文忠老

師將應邀來本校法學院現場
作畫，請傳設系也安排師生
積極參與此活動，並藉此思
考如何籌設藝文中心或舉辦
藝文活動，以有助於爾後的
教學評鑑成績。 
 

 

法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理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工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管理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陸、散會：同日中午 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