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第 49 次主管會報紀錄 
 
時間：97 年 10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00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館六樓大型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英忠                            記錄：胡淑君 
出席人員：蘇副校長兼研發長豐文、李副校長博志、盧教務長昆

宏、紀學務長振清、劉總務長安平、林館長文揚、陳
正根組長、陶幼慧主任、曾榮豐組長、陳錦麗主任、
楊明宗主任、李福恩主任、葉文冠主任、陳文輝院長、

姚志明院長、吳建興院長、黃建榮院長、黃世孟院長 

壹、主席致詞 
校長： 

一、日前接連幾個颱風來襲，本校無重大災情傳出，感謝總務處同仁在

防颱及災害管制工作上的努力。 

二、徐學務長忠枝近日因家庭因素，無法兼顧學務長職務，在此要特別

感謝法律系紀主任振清百忙中仍協助暫代學務長，以使學務處業務

順利運作。 

三、近來本校傳出數起學生車禍案件，請學務處及各系所加強宣導遵守

交通安全，以避免爾後再次發生不幸事件。 

四、近日屢有學生 e-mail 給本人或於 BBS 上討論本校擬與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合併案，質疑本人是否另有所圖乙節，本人鄭重聲明，本人並

不會再有連任或競選校長之考慮，因此，高大與任何一所學校的合

併非為本人一己之私，而是為求高大的歷史定位。合倂議題所有不

同的意見都可以開誠布公來討論，以求集思廣益之效，校方必將本

透明、公開之原則，循一切合法、正式途徑來研究與一科大合併的

可行性。 

五、近日校內出現檢舉信函，本人嚴正聲明，所有檢舉案件如一經查明

屬實，絕對依法辦理，絕不循私包庇；而若屬誣控濫告，為求校內

整體和諧，校方亦將研議有關作法予以因應並追究相關責任。 

六、上週前往智利出席 IAUP 國際大學校長會議，雖然旅途勞頓，但此行

代表台灣的大學發聲並與數個國外大學建立良好關係，為本校未來

發展提供新的思維，收穫十分豐富。 

七、教育部將採認大陸學歷並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請各系所提早因

應招生作法，在課程上妥為規劃，以招收優質大陸學生。 

八、東語系今年第一屆招生，邱主任榮金任重道遠，求好心切，希望校

內各行政及教學單位多予鼓勵與幫助。 

 



蘇副校長： 

一、 日前與校長出席於智利舉行的 IAUP 會議，充分感受到會員國對我國

的友好情誼，此行對提升本校在國際上的能見度有相當助益。明年

本校建校將邁入第十年，並承辦東北亞國際校長會議，對本校而言

意義十分重大。 

二、有關本校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案，針對部分師生的疑慮或

誤解，校方絕對本著公開合法程序來進行，將透過公聽會及校務會

議來傾聽各種聲音，凝聚全校共識，請本校師生審慎思考高大的最

大利益及未來任何發展的可能性。本校訂於 97 年 10 月 16 日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討論本校定位、合倂議題及整併小組工作名單，聽取校

發會委員的看法。 

李副校長： 

一、近日校內師生對本校擬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案有許多疑

義，請校方儘速將此有關訊息讓全校師生充分了解。 

二、近日校內出現幾件檢舉案件，請人事室儘速查明，妥為處理。 

三、九月份接連數個颱風來襲，總務處同仁災後積極執行災損管制，倍

極辛勞，在此表達感謝。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確認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立高雄大學防颱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稿)」(詳如附件

一)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為使本校處理各項防颱事務有較明確的作業流程，經參考秘書室先

前為因應防颱所召開之會議決議內容，研擬「國立高雄大學防颱作

業流程及注意事項(稿)」。 

二、本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主要內容包括以臨時編組方式成立本校防颱

緊急應變小組、防颱期間校園各大樓之管理單位之確認、颱風期間

之待命人員、各單位之分工及各項防颱工作重點。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勵要點」修正草案乙份(詳



如附件二)，提請討論。 
說 明：本次修法係修正 SCI、SSCI、EI、AHCI 論文獎勵辦法；以及發表

於國際期刊 Science、Nature 之論文獎助金額。詳細修正內容如修

正條文對照表。 
決 議：本案緩議，請研發處先行調查全校教師之意見彙整修正後再提會

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訂定「國立高雄大學僱用行政佐理作業要點(草案)」乙案，

如說明(詳如附件三)，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 34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

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 3%；其員工總

人數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之計算方式，以每月一日參加勞保、

公保人數為準。同法第 107 條之規定略以，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5

日修正之第 38 條自公布後二年施行(即 98 年 6 月生效實施)。另

依教育部 97 年 3月 3 日台人(一)字第 0970023032 號函示，自本

(97)年起機關如應再增加進用 2 人以上，應於本(97)年底前達成

身權法第 38 條規定應再進用人數之 50﹪(例如：應再增加進用 2

人者，97 年應至少進用 1人)，並於 98 年完成足額進用；如僅須

再增加進用 1 人，至 98 年 1 月 1 日尚未完成進用者，98 年起應

完成足額進用。 

二、為因應本校 98 年 6 月前完成應進用足額身心障礙人員額度，以

符合法制規定，已研擬「為因應 98 年 6 月前應進用足額身心障

礙人員方案」，案經本校第 90 次行政會議通過決議：「進用身障

人員之薪資費用分別由：招生經費結餘款支出百分之六十、以及

用人單位之業務費個別支出百分之四十。」 

三、本室擬依決議訂定「國立高雄大學僱用行政佐理作業要點(草

案)」，以作為進用日後進用身心障礙人員或其他依法令規定須進

用特殊人員之作業程序，並於該作業要點通過後儘速辦理應進用

身心障礙人員作業。 

四、依規定本校 98 年 6 月前應進用身障人員 6 人，除依前開行政會

議決議，由教務處、人文社會科學院與法學院各分配 1位，共計

先行進用 3 位外，另為簡化行政流程，剩餘 3位名額之分配，擬



併本案討論。 

決 議： 

一、有關「國立高雄大學僱用行政佐理作業要點(草案)」提行政會議

討論。 

二、本校 98 年 6 月前應進用身障人員 6 人，除依第 90 次行政會議決

議，由教務處、人文社會科學院與法學院各分配 1 位外，剩餘 3

位名額，擬分配給管理學院、理學院及工學院各 1 名。 

執行情形：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日本名古屋學院大學(Nagoya Gakuin University)
學術交流協議書(草案)」 (詳如 P86)暨「國立高雄大學/日本名古

屋學院大學交換學生施行細則(草案)」(詳如 P88)，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東亞語文學系 97 年 5 月 30 日文稿編號 0972101639 號簽文辦

理。 
二、學術交流合作範圍包括: 

(一)交換教師、研究學者、學生 
(二)交換論文、教材、學術及科學文獻 
(三)推動雙方學術及文化之共同研究合作活動 

三、交換學生施行細則互惠內容包括: 
(一)雙方每年互相接受 2 名交換學生，互免學費及住宿費 
(二)本校對該校交換學生名額 2 名可用 15 名左右暑期短期留學(約 1

個月)代替，免收學費及住宿費為條件。 
    四、該校依藤信義理事長、小嶋 博校長及近藤和夫教授等人訂於 97

年 10 月 30 日蒞校簽署合作協議書。 
五、檢附名古屋學院大學簡介（詳如 P92）。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德國 Kaiserslautern 大學備忘錄協議(草案)」(詳
如 P100)，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都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97 年 6 月 30 日文稿編號 0972102081

號簽文辦理。 



二、學術交流合作範圍包括: 
(一)兩校交換學生計畫。 
(二)學生、系所人員與研究學者交流。 
(三)共同專業領域研究活動。 
(四)研究資料、出版物、經驗和其他資訊互惠交流。 
(五)定期舉辦會議及專題研討會。 

三、檢附德國 Kaiserslautern 大學簡介（詳如 P104）。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六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河內大學(Hanoi University)學術交流協議書備

忘錄(草案)」(詳如 P110)暨「國立高雄大學/河內大學交換學生施行

細則(草案)」(詳如 P111)，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東亞語文學系 97 年 8 月 14 日文稿編號 0972102473 號簽文辦

理。 
二、學術交流合作範圍包括: 

(一)交換教師、研究學者、學生 
(二)交換論文、教材、學術及科學文獻 
(三)推動雙方學術及文化之共同研究活動 

三、交換學生施行細則互惠內容包括: 
(一)雙方每年互相接受 10 名交換學生，互免學費及住宿費。 
(二)國立高雄大學對河內大學名額10名可用20名左右暑期短期留學

(約 1 個月)代替，免收學費及住宿費為條件。 
   四、檢附河內大學簡介（詳如 P112）。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案 由：為有關本校管理學院與美國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石溪大學)簽

訂碩士雙聯學位合作協議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案業經管理學院 97 年 8 月 21 日系所主管會議討論通過，檢附

會議紀錄(詳如 P118)。 

二、管理學院預定於 97 年 11 月份與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石溪大

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工程與應



用科學院科技與社會學系(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簽訂

碩士雙聯學位合作協議書。 

三、檢陳協議書一式(詳如 P124)及該校簡介(詳如 P138)。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 

案 由：擬與韓國高麗大學校文科大學洽簽「交換教師暨學生施行細則」，

以拓展院對院交流事，提請討論。 

說 明： 

一、謹查：本校與高麗大於 96 年 11 月已簽結學術交流協議，每年交換

學生兩名。據悉爭取赴韓留學者眾與踴躍，本名額似無法移撥東語

系專屬使用。按東語系韓語組學生三年級時依學程規劃必須派赴韓

國留學一個學期，原則以交換生名義派遣，以減輕學生經濟負擔。 

二、本案東語系透過該系兼任助理教授王永一老師偕同渠摯友高麗大學

楊沅錫研究教授協助曾與該校文科大學（等同國內文學院）所屬各

系接洽表示有意願就細則草案所提各項進行院對院的交流，爰擬以

陳院長名義具函連同草案相關資料正式致函文科大學宋河春學長

（即院長），敦請韓方研議，並副知相關單位，以期側敲邊鼓，順利

推動。 

三、本案經 97 年 9 月 22 日簽奉核准在案，交換教師暨學生施行細則(詳

如 P144)。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九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因應財政部公告「外僑課稅規定新修正」後之代扣稅款作法，

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稅務新聞(2008/08/29)公告財政部令 97 年 8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42390 號函略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且於一課稅年度

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未滿 183 天之外僑，係屬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非居住

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採就源扣繳或申報納稅。

另有關財政部 75 年 4 月 2 日台財稅第 7539474 號函及 67 年 1 月

20 日台財稅第 30456 號函說明一至三規定，有關我國境內居留之

外僑，其上年度綜合所得稅已按居住者之規定辦理結算申報，次

年度離境不論居留天數是否滿 183 天，均按居住者規定申報課稅

之規定，與上開規定不符，即日起分別廢止及刪除。」 

二、另財政部 67 年 1 月 20 日台財稅第 30456 號函說明五仍適用，規

定略以「外僑來我國居住，其所取得之我國來源所得，可由扣繳

義務人就外僑之護照簽證或居留證，所載居留期間判斷，其屬因

職務或工作關係核准在我國居留在一課稅年度內滿 183 天者，自

始即可按居住者扣繳率扣繳，如離境不再來我國時，其於一課稅

年度在我國境內實際居留天數合計不滿 183 天者，再依『非居住

者』扣繳率(20%)核計扣繳稅額，就其與原扣繳稅額之差額補徵。」 

三、依據上述法令，本校將須配合法規而變更辦理所得稅代扣繳業

務，研擬作法有二，分別述如下： 
（一）凡外僑在同一課稅年度內實際居留天數(出境日數要扣除)

合計不滿 183 天前，一律依「非居住者」扣繳率於支付所

得時先就源扣繳 20%稅款。至提出證明於同一課稅年度內

實際居留天數合計滿 183 天後，適用「居住者」扣繳率扣

繳。 
（二）同意外僑依說明二所述函釋申請「因職務或工作關係核准

在我國居留在一課稅年度內滿 183 天者，自始即可按居住

者扣繳率扣繳」，則依「居住者」扣繳率扣繳。但此作法本

校負有追繳「稅款及延遲利息」之責，一旦發生外僑在同

一課稅年度內實際居留天數合計不滿 183 天，產生應補繳

稅額及延遲利息無法追回時，將造成學校的負擔及損失。 

決 議：本案通過代扣稅款作法如總務處所擬方案（一）：凡外僑在同一課

稅年度內實際居留天數(出境日數要扣除)合計不滿 183 天前，一律

依「非居住者」扣繳率於支付所得時先就源扣繳 20%稅款。至提

出證明於同一課稅年度內實際居留天數合計滿 183 天後，適用「居

住者」扣繳率扣繳。 
執行情形： 

 

提案十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工學院四系一所擬於 98 學年申請「工程教育認證」教育目標與經



費事宜，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化材系 97 年 9 月 16 日簽陳 0972102769 辦理。 

二、IEET 認證著重於系所是否能夠讓學生瞭解自設之教育目標，而系

所教育目標必須與校、院級方向一致（工學院與化材系教育目標

如附件），擬請校方協助訂定高大之 IEET 教育目標。 

三、本院四系一所申請 IEET 認證所需經費共需貳佰零貳萬元整(如附

件十)。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經費部分將列入經費分配會議中討論。另有關訂

定高大之 IEET 教育目標，請研擬提案至 97 年 10 月 16 日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檢陳本校獎勵在校生就讀校內研究所碩士班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十一），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獎勵在校生就讀校內研究所碩士班辦法，經 96 年 9 月 28 日本

校第 84 次行政會議通過後業已施行一年，97 學年度共有應用化學

系、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各有 1 位本校學士班畢業之研究生獲獎，

相關獎學金目前正簽陳核定在案。 

二、有鑑於現行辦法之實施內容，關於研究型國立大學研究所正取生或

榜首之認定、是否放棄研究型國立大學研究所就讀資格與本辦法經

費來源等疑義，特於實施一年後提出本修正草案。 

三、本次計修正第三、六等條有關獎勵對象、額度與經費來源之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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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報告： 
本校 97 年教學卓越計畫雖未獲
補助，但原計畫中，有關提升教
學品質之工作，本處仍會積極爭
取資源持續辦理。 

無  

學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請利用各種機會向同學加強  



工作報告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行情形 
宣導注意交通安全。 

總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一、 校園竊案頻傳，請加強

校園巡檢工作，並宣導
全校師生發揮守望相助
精神。 

二、校外人士及本校學生在
校園騎自行車常未駛於
自行車專用車道，而佔
用一般馬路，影響汽車
通行，有發生危險之
虞。有關校內自行車行
駛之管理，請總務處研
擬辦法加強宣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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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教育部新的教育政策，請

研議赴大陸地區開辦推廣教
育班。 

 

秘書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因應 10 月 30 日校務基金評

鑑，請各單位妥為準備資料，
並配合訪視作業。 

 

人事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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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通識教育中心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通識課程學生出席率不盡理

想，請研究提升課堂出席率之
有效機制。 

 

人文社會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請院加強與傳設系、東語系之

溝通協調，化解人事上的歧見
並督促加強硬體教學設備，以
協助傳設系順利通過追蹤再
評鑑。 

 

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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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工學院 



工作報告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行情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伍、散會：同日下午 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