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第 50 次主管會報紀錄  
 
時間：97 年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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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教務長昆宏、紀學務長振清、劉總

務長安平、林館長文揚、張文騰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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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人員：李副校長博志 

壹、主席致詞 
校長： 
一、經由工學院黃院長及土環系連主任的居間聯繫，洪四川文教公益基

金會慨然捐助本校 10 萬元獎學金，日前並親自頒給土環系及都建所

6 名優秀同學。有感於洪四川董事長對環境教育的重視，本校將持續

與該基金會互動，聘請洪董事長擔任本校校務發展顧問。由於本校

目前尚未設置榮譽博士學位，以表彰對本校具有特殊貢獻之人士，

因此，請秘書室多方瞭解他校作法，以研訂符合本校需要之頒發辦

法，並確立權責單位。 
二、為協助本校評鑑未通過及待觀察之系所順利通過今年的自評及明年

的追蹤再評鑑，請副校長、教務長及院長積極督導有關的評鑑準備

工作，也請總務處要求廠商務必配合於今年底前完成傳設系教學空

間的改善工程。 
三、本學期自開學以來，交通事故頻仍，請學務處、教官及各系所導師

加強宣導同學遵守交通安全，以避免再次發生不幸事件。 
四、近日校內再度出現匿名檢舉信函，對本校教職同仁士氣打擊極大，

本人再三聲明，所有教職員工務必守法，若有違法，絕不包庇，但

也絕不容許誣控濫告，請人事室發函至教育部陳明本校作法並請教

有關匿名檢舉信的有效處理機制後再做後續處理。 
五、日前生科系與 EMLBA 學生所發生的車禍糾紛，請學務處協助調解，

讓事件儘快落幕。 
蘇副校長： 
一、本人已於 10 月 24 日召集有關單位舉行教學卓越計畫檢討與規劃會

議，會中對課程、師資等各方面做出重點檢討，並逐步擬定新的計

畫方案，希望明年能順利爭取到教卓計畫。 
二、針對本校評鑑未通過及待觀察之系所，學校已召開過兩次檢討會議，



12 月底評鑑委員將進行實地訪查，瞭解缺失改善情形，為明年的追

蹤再評鑑預為準備。 
三、 10 月 30 日校務基金評鑑中，訪視委員建議本校應訂出中、長期的

設校計畫。目前本校已在策略會議中訂出近程計畫，未來應在校發

會中就學校的長遠發展如校園規畫及建築物興建計畫等繼續加以充

實。 
四、 10 月 16 日的校務發展會議中已確定本校與一科大合併本校的整併

小組名單，整併小組 11 月 13 日至 14 日兩天將赴東華大學吸取整併

工作經驗，後續將與一科大進行協商，預計於 12 月分將協商具體事

項以說明會的形式向全校師生報告，合併工作循序漸進，過程中一

定會尊重多元的意見反應，請各位主管協助向師生們溝通說明，希

望大家以理性平和的態度來討論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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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系學生高偉鈞同學為其所擁有之大型重型機車向車管會申請

請學校比照小型汽車發給汽車通行證（如附件一）；又教育部轉來

部長信箱陳情函敘及相同情況（如附件二），因同意機車（大型重

型機車）進入校園與否事涉學校管理政策，請 審議。 
說 明： 

一、本校「車輛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 
「本校校園道路一律禁止騎乘機車，但有下列三種情形之一，並

經核准者不在此限： 
一、本校公務機車。 
二、公務需要，必須穿著機車專用公務背心並戴妥安全帽始可進

出。 
三、因特殊需要者經核准得騎乘特種機車通行校區。」 
條文中第三項所述「特種機車」立意專指因身心障礙或行動不便

而必需使用之特殊機車載具，非指因汽缸排氣量不同之車型。 
二、本校為有效管理校內車輛，維護校區交通秩序，強化校園交通安

全及規範校園車輛停放等相關事宜，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

經校務會議通過訂定本校「車輛管理辦法」，為大學自治權之行

使，符合大學法之規定。 
三、陳情人指：「依照現行法令「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一項：

汽車指在道路上不依軌道或電力架線而以原動機行駛之車輛（包

括機器腳踏車），故須按照汽車停車管理」。惟，依同一法規第二



項但書亦明定：「前項第一款所指之汽車，如同一條文或相關條文

就機器腳踏車另有規定者，係指除機器腳踏車以外四輪以上之車

輛」。因之同法第 3 條第一項第 6 款已規定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係

為機器腳踏車之一種，依現行本校「車輛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

礙難同意其進入校園，惟得停放於本校指定之機車停車場。（道路

交通安全規則相關條文如附件三） 
決 議：為維護本校校區交通秩序，不宜開放大型重型機車進入校園，亦

不比照小型汽車發給汽車通行證，惟得停放於本校指定之機車停

車場。 
執行情形：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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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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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討論是否

將上開歧異予以統一訂定。 
擬  辦： 
    一、擬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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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一條統一為「經系(所)務、院務會議及

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其餘規定如候選人資格及任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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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組織規程及系主任所長遴選準則規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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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已來函核定本校亞太系及
政法系各 15 名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名額，請該兩系積極規劃招生
工作。 

亞太系及政法系二年制在職
專班目前尚餘 40 個名額，請
依此進行招生計畫，若欲停
招，則此名額將交由學校統籌
運用。 

 

學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補充報告： 
一、北京京劇院慈善義演昨日再

度蒞校演出，今日晚間本校
將設宴招待，歡迎各位主管
蒞臨。 

二、透過翁岳生院長介紹，知名
畫家曾文忠老師將於 11/18
蒞校於法學院 1 樓大廳現場
揮毫，美化法學院公共空
間，提升師生藝術涵養。建
請敦聘曾老師為駐校藝術
家，為本校校園美化提供長
期諮詢服務。 

一、請利用各種機會向同學加
強宣導注意交通安全。 

二、請秘書室著手進行敦聘曾
文忠老師為駐校藝術家之
相關作業。 

 

總務處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一、請駐衛警加強巡檢校

園，若有辦公室、研究
室、實驗室等地方未做
好門禁管理者，一律予
以登記並公告名單。 

二、工學院 1 樓男廁維修不
確實，請督促維修人員
注意施工品質。  

三、學生置物櫃若有需要設
置，請朝使用者付費方
向思考設計。 

 



工作報告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行情形 
圖書資訊館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補充報告： 
一、本館整理出 97 年 1~8 月電

子資料庫使用率統計，其中
少部分資料庫使用率極
低，導致使用平均成本過
高，請薦購單位深入評估採
購使用效益。 

二、 非辦公時間網路斷線，請電 
洽本館值班工讀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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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著手進行敦聘曾文忠老師

為駐校藝術家之相關作業。
 

人事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風災應變本校是否停班停

課，仍遵循高雄市政府所發布
的通知辦理。 

 

會計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請將圖資館發展所需之經費

予以通盤檢討，做適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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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人文社會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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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報告： 
建議總務處統一於各院大樓裝設
置物櫃供學生使用。 

無  

工學院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文本。 無  

伍、散會：同日下午 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