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
號：
保存年限：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800
聯絡人：李政翰
電 話：(02)77365991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臺高(二)字第10102106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簽到單（0210656A00_ATTCH17.pdf、0210656A00_ATTCH18.doc，
共2個電子檔案）

主旨：檢送101年10月31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9次會議
紀錄」乙份，請 查照。

訂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政
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長庚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新聞中心湯堯主任、本部技職司、文教處、高教司黃司長雯玲、
馬副司長湘萍、梁專門委員學政、朱專門委員俊彰、劉專門委員姿君、王專門
委員明源、王科長淑娟、李政翰專員、李秀琪小姐、林心韻小姐
副本：本部高教司(含附件)
101/11/15
電子公文
10:43:57
交換章

線

第1頁

共1頁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 9 次會議紀錄
會
會
會
出

議 時
議 地
議主持
席 人

間 101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點 本部 5 樓大禮堂(臺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5 樓)
人 高教司黃司長雯玲（馬副司長湘萍代）
記錄 李政翰
員 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產學合作英國考察經驗分享
一、國立交通大學謝漢萍副校長簡報（20 分鐘）
二、意見交流及綜合討論（15 分鐘）
参、業務報告
一、有關本部辦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 2 年後之書面考評事宜。
（報告單位：教育部）
依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規定，計畫執行 2 年後辦理書面考評，
以掌握學校執行方向；考評未通過者，應依考評意見修正執行內容及方
向，必要時本部得扣減其補助款。執行 3 年後辦理實地考評，考評未通
過者，本部得扣減其補助款或要求該校退出本計畫。執行 5 年期滿辦理
總考評，以了解並評估本計畫推動之成效。
本部規劃於 102 年 3 月底前辦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 2 年後
書面考評作業，除了解各校執行 2 年後達成本部整體績效目標情形外，
亦將針對各校自訂之逐年績效目標及配合本部政策應辦理事項執行情
形加以檢視，各校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及配合本部政策應辦理事項執行情
形將以 101 年 12 月 31 日前做為考評之時間基準。考評對象除 12 所獲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學校外，亦包含本計畫補助之大學系統（臺
灣聯合大學系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重點領域（人文社會領域卓越
發展、前瞻製造系統領域、海洋研究領域）。書面考評作業亦將視需要
請學校到部進行簡報，請各校預為準備。
決定：請各校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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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頂大學校積極招收優秀國際生事宜。
（報告單位：教育部）
透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相關計
畫措施之推動，各大學除落實多元化國際合作與交流措施外，招收境外
學生人數亦已逐年增加。然而，除學生數量成長外，面對世界各國頂尖
學府之競爭，各校應積極思考如何發揮本身特色與招生條件，針對不同
地區之學生研議多元招生策略，尤其國內頂尖大學如何就學校定位、發
揮競爭優勢與實力，有效招收境外優秀學子來臺，進而提升我國高等教
育影響力，實屬重要課題。為瞭解各校作法並研擬可行之具體推動策
略，本部爰於 101 年 10 月 11 日召開「研商頂尖大學招收優秀境外學生
及推動國際化相關策略會議」。
前揭會議決議略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目標，希學校從招收境
外學生數、教研人員素質、國際學術交流及產學研連結等面向，提升學
校之國際影響力，爰各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學校，應視自身優勢
與特色，擬定學校整體性推動國際化及招收優秀境外學生策略，並強化
招收不同地區優秀境外學生來臺之誘因，如加強「修業」-「產業實習」
-「優秀人才留臺」(study-intern-work)產學連結模式、summer program
或交換學生計畫等措施。」相關決議請各校積極配合辦理。
決定：請各校積極配合辦理。
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規劃辦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 1 年成果記者發表會
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為讓社會各界瞭解「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對於我國高等教育乃
至於整體國家社會創新研發之助益，本部爰規劃於 101 年 11
月辦理頂大策略聯盟成果記者會（暫訂 11 月 21 日下午 2 時於
本部 5 樓大禮堂舉辦）
，並委請國立成功大學籌辦。
二、依據本部綜整各校提報 100 年度之執行成果，產學合作經費達
192 億元，專利數與新品種數計 969 件，智慧財產衍生收入達
4.33 億元，並透過大學研發能量帶動產業創新及社會貢獻，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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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立中山大學研發之「移動式大氣壓力質譜儀」可以「三秒」
驗出塑化劑、長庚大學用生物標識提高口腔癌治癒率、國立臺
灣科技大學學生以環保再生紙漿設計成 360 度平板喇叭及紙積
木模具等、國立成功大學由駱馬身上分析出來的單域抗體，運
用在癌症治療上，可以有效的快速診斷，並且達到標靶治療、
國立陽明大學與馬偕醫院合作開發之「新型全人工膝關節」大
幅降低變形的膝關節步行時的疼痛，在在顯示大學能成為企業
創新的搖籃，為產業及社會帶來貢獻。
三、為讓國人深刻體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對於引領社會進步及
促進國家競爭力之重要性，11 月之成果記者發表會內涵建議可
定為「頂尖大學的研發創新與社會貢獻」
。呈現方式可聚焦於
頂尖大學產學合作成果，如產學合作件數、研發經費來自企業
捐助比例、研發之專利數及新品種數、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
孕育新創業公司數，並可以故事或實例方式呈現，以改變外界
誤認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僅重視學術論文發表及大學排
名，以收政策認同之效。
四、請各校彙整近 2 年頂大計畫內「研發創新與社會貢獻」範疇之
執行成效，於 1 週內提供成大相關資料，並積極配合成大記者
發表會後續規劃事宜。
五、成果記者發表會議程暫擬如附件 1，p.8，請各校指派主管層級
代表出席。有關成果記者發表會之規劃、相關建議及請各校配
合事項，提請討論。
決

議：
一、請各校後續配合成大之作業時程辦理相關事宜（如附件，
p.11），並請成大彙整各校資料草擬新聞稿後提供本部。記者
會以現場呈現一項重點創新研發或具社會貢獻之成果為原
則，至書面資料則請就各校近二年具體重要成果充實相關說
明。
二、記者會因必須對外代表學校說明本計畫相關執行成果，爰請各
校指派熟稔本計畫之主管層級人員出席。
3

案由二：有關頂尖大學策略聯盟辦理「深耕工業基礎技術人才培育」論
壇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為讓社會各界了解頂尖大學與典範科大除了在尖端研究之卓越
表現外，亦致力於工業基礎技術的強化，並有完善的人才培育
（含課程設計）規劃，爰訂於 101 年 12 月 7 日、8 日假臺北華
山文創園區辦理「頂尖大學暨典範科技大學工業基礎技術論壇
及成果展示」
（議程暫擬如附件 2，p.9）
。
二、依本部 101 年 7 月 27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 8 次會
議」決議：
「請各校於本計畫原核定補助額度內積極配合推動。」
另本部 101 年 9 月 18 日「研商頂尖大學及典範科技大學配合
推動行政院工業基礎技術方案會議」決議：「為各校具體落實
本方案之推動，各校於工業基礎技術項目之人才培育（含課
程）
、創新研發等，將列為本部考核頂尖大學及遴選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之重要項目之ㄧ」
，爰請各校依前述會議決議積極配
合辦理。
三、為各校研究中心、院系所（學位學程）等得以順利配合推動工
業基礎技術方案相關計畫，請各校納入頂大計畫經費分配項目
並妥善支應相關經費。年底成果展出所需行政運作經費（如搬
運費、展場費），請各項目召集學校於 101 年 11 月 14 日前整
合估算後提供中正大學，由 10 所頂大（不含政大及師大）學
校及 6 所典範科大平均分攤。
四、本活動規劃為「深耕工業基礎技術發展方案」之起步，活動內
容包含兩大主軸：
（一）透過產官學研論壇，以勾勒頂大未來
推動工業基礎技術人才培育及創新研發之藍圖；（二）呈現各
校現有之相關成果，以取得社會大眾的支持。若學校在該項目
中尚無實體成果可供展示，也可就該項目未來在創新研發、產
業連結、人才培育（含課程模組）等規劃重點向外界說明。

決

議：
一、各校於工業基礎技術項目之人才培育（含課程）
、創新研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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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列為本部考核頂尖大學及遴選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之重要項
目之ㄧ，請各校確實積極配合辦理，並應加強對於校內教師、
研究人員之說明及宣導。
二、為配合推動工業基礎技術方案相關人才培育（含課程）
、創新
研發計畫，請各校納入頂大計畫經費分配項目並支應計畫所需
經費。
三、年底成果展出所需行政運作經費（如搬運費、展場費）
，請各
項目召集學校配合中正大學作業時間整合估算後提供該校，由
10 所頂大學校（不含以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為主之政大及師大）
及 6 所典範科大平均分攤。
四、有關論壇參與對象及人數，請中正大學預為規劃並加強宣導。
各工業基礎技術項目物品展示空間原則上雖平均分配，惟仍可
依實際展出狀況協調互補。
案由三、有關香港頂尖大學與我國頂尖大學擴大及深化學術交流與合
作事宜，提請討論。
說

明：
一、香港諸多頂尖大學近來在國際化之推動成效有目共睹，在許多
的大學排名系統亦有卓越表現，辦學品質及研究水準已獲高度
肯定，詳如下表：
學校

上海交大

QS

Times

香港中文大學

151-200

40

124

香港大學

151-200

23

35

香港城市大學

201-300

95

182

香港理工大學

201-300

26

251-275

香港科技大學

201-300

33

65

二、查本計畫獲補助學校業與香港諸多大學進行學術合作交流，例
如臺大、交大、陽明、政大、師大、中興、海洋大學等已與香港
中文大學簽締姐妹校備忘錄或研究中心、院系所層級之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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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已進行多元之學術合作交流活動。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校
友亦捐助獎學金提供我國學子就學，對於我國人才培育的付出及
貢獻良多。
三、鑒於香港諸多大學皆為世界頂尖大學，過去與我國頂大的學術
交流亦非常密切，爰建議各校可積極思考未來多元合作的可能性
及具體措施，並將交流層面擴大及深化至教師講學互訪、學生交
換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係香港少數致力於中英雙語授課之大
學，對於我國以華語為官方語言且及積極追求大學國際化之背
景，該校之相關策略及成功經驗可作為我國大學學習之典範。
四、為有效促進我國與香港諸多頂尖大學的實質交流，建議由頂大
策略聯盟中的一所學校擔任連繫窗口，負責蒐集、整理及協調相
關合作交流事宜，並請各校研議加強與香港頂尖大學教師講學互
訪、學生交換等相關合作交流及人才培育措施。
五、有關深化與香港頂尖大學合作交流事宜，提請討論。
決

議：鑒於清大、交大、中央及陽明四校已與香港中文大學及其他香
港頂尖大學進行多元之學術交流活動，爰請台灣聯合大學系統
統整國內頂尖大學與香港頂尖大學相關合作交流措施，並代表
本計畫學校就後續與香港頂尖大學加強教師講學互訪、合聘教
師、學生交換、暑期短期進修等台港學術交流及人才培育措施
進行整合規劃後提供具體推動方案，另各頂大學校亦請強化與
香港頂尖大學之人才培育交流事宜。

案由四：有關頂大策略聯盟與英國倫敦帝國學院學術合作案檢討改進事
宜，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合作案於 100 年 4 月 27 日簽定備忘錄據以推動，合作內容
除選送修讀博士學位生及訪問學者赴該校進修研究(每年預計
選送學生 5 人、學者 10 人)，並包含雙方學術合作交流事宜(如
舉辦工作坊、研討會及學院訪問研究員等活動，以利佈局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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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術圈)。
二、推動迄今，人才選送情形如下：
（一）選送修讀博士生部分，100 年各校申請推薦 7 人、經聯盟推
薦 2 人、Imperial 錄取 0 人；101 年各校申請推薦 2 人、經
聯盟推薦 2 人、Imperial 錄取 2 人；明(102）年各校申請作
業甫截止，僅 1 人申請(建請陽明大學辦理第 2 次公告申請
作業)。
（二）選送學者部分，100 年各校申請推薦 6 人、經聯盟推薦 4 人、
Imperial 錄取 2 人；101 年各校申請推薦 5 人、經聯盟推薦
4 人、Imperial 錄取 3 人。明(102)年各校申請作業刻正受
理中。
（三）承上，101 年學者訪問期間自 101 年 10 月 1 日至 102 年 9
月 30 日為期 1 年，惟其中中央大學黃道明教授訪問時程調
整為半年，係因黃師申請之單位將於明年後重整，只能給予
半年訪問時程，且因黃師系上排課因素需延至今年 12 月始
能前往 Imperial 訪問，故訪問時程實為今年 12 月至明年 5
月。陽明大學業代表頂大聯盟發函 Imperial 表達我方意見
(如附件)，惟此案情形與雙方合約有違，請陽明大學加強與
Imperial 及各校聯繫溝通，以免類此情形發生影響執行成
效。
三、另雙方學術合作交流部分，Imperial College 預計於本年 11
月來臺與陽明大學共同舉辦工作坊，惟有關工作坊舉辦日期、
參與對象、交流領域及進行方式等事宜迄未公告頂大各校週
知，請陽明大學儘速妥處，以利各校轉知校內相關系所師生參
與（相關推動情形請陽明大學說明）
。
四、綜上，觀之本案推動近 2 年成效，人才選送情形未如預期，而
雙方在相關學術領域交流尚無積極推動之規劃，本計畫後續檢
討改進做法，提請討論。
決

議：
一、有關 Imperial College 來臺共同舉辦工作坊或訪問學者之領
域，應以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為優先（含生物啟發科技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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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爾後雙方合作交流事宜，請陽明大學應確依合作備忘錄
內涵辦理，並及早規劃後提本計畫專案辦公室(政治大學)及頂
大策略聯盟會議討論，以利各校參與。
二、有關近 2 年頂大各校申請本案人數及聯盟推薦人數偏低一節，
請陽明大學針對實際執行情況與問題，於 2 週內研提具體改進
做法及因應策略到部。
三、請陽明大學與 Imperial College 衡酌本案歷年之實際執行效
益，提出整體執行情形具體改進規劃及時程，必要時得考量縮
小本案辦理規模或推動時程，以提升計畫執行效益，相關規劃
併請提本計畫專案辦公室(政治大學)研議後，提下次頂大策略
聯盟會議研商。
伍、臨時動議
案由一、為積極推動頂大策略聯盟海外合作計畫，邀請麻省理工學院
（MIT）文學院院長 Dr. Deborah Fitzgerald 於 11 月 19、20
日來台辦理說明會，以協助頂大聯盟學生爭取獲 MIT 錄取機
會。（提案單位：國立臺灣大學）
說 明：為提升頂大聯盟選送學生至 MIT 錄取率，MIT 文學院院長將
來台分享申請成功案例，邀請頂大各校人文社會領域院長、推
薦教師及有興趣申請之學生與會。預計於北部（臺灣大學）及
南部（成功大學）各辦一場說明會。19 日議程草擬如下：
1. 時間：11 月 19 日（週一）上午 10:00-12:00
2. 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3. 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研發處
4. 議程：
Time

Agenda

09:4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05

Welcome Remarks by Dean Fang-Jen Lee

10:05-10:50

Presentation by Dr. Fitzgerald

10:50-11:10

Q&A

11:10-11:20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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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50
12:00

決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TUSA
recommended students
Lunch

議：本活動報名系統請建置於政治大學「頂尖大學策略聯盟海外合
作計畫資訊網」，由本部轉知相關學校知悉，並請各校鼓勵學
生踴躍參加（特別是本年度業獲推薦赴該校就讀學生，以期提
高獲錄取機會）。

案由二、有關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策略聯盟與美國哈佛大學學術交流案後
續推動事宜，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國立臺灣大學）
說

明：
一、依｢中華民國頂尖大學與國外頂尖大學學術交流合作試辦計畫
｣，本校代表頂大策略聯盟於 100 年度與哈佛大學簽署學術合
作備忘錄，選送優異學生至哈佛攻讀博士學位，並鼓勵教研人
員至哈佛擔任訪問學者，雙方合作領域主要為人文社會科學領
域。
二、依「邁向頂尖大學策略聯盟」第 22 次會議決議，選送學生領
域仍以人文社會領域為優先，惟開放一定比例之推薦名額擴大
至其他屬人文社會領域相關系所。查 101 年度為本計畫執行之
第 2 年，根據備忘錄，第 2 年起開放推薦名額至其他科學領域
申請。惟去年頂大學生並無人獲哈佛大學錄取，經過協商，哈
佛大學草擬合約第一次修正版，擬簽署後於明年生效。
三、另擬使用選送教研人員至哈佛大學之經費，最多以不超過每年
度 10%額度，酌予提供獲聯盟邀請之哈佛大學教研人員來臺學
術交流使用。

決

議：
一、本計畫頂大學生得申請之學科領域，仍維持目前合作備忘錄
之內容，至是否擴大至其他學科領域，俟本案推動一年後檢
討執行成效後再行評估。
二、有關本計畫未使用完畢經費，哈佛大學得以該年度經費 10％
為上限選送教研人員來臺訪問乙節，應明定僅限於我國選送
學者未使用完畢之經費，且係以我國選送學者赴哈佛大學交
9

流年度經費之 10％為上限；另哈佛大學選送來臺之教研人員
亦須先經頂大策略聯盟同意。
陸、散會：下午 4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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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頂大成果記者發表會規劃事項
一、議程：
「頂尖大學的研發創新與社會貢獻－
頂尖大學 100 年度成果記者會」議程（暫定）
活動時間：101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00 至 3：00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協辦單位：邁向頂尖大學策略聯盟
活動地點：教育部 5 樓大禮堂
活動流程：
時間
13：50~14：00
14：00~14：02
14：02~14：12
14：12~14：30
14：30-14：35
14：35~

內容
貴賓及媒體報到
介紹貴賓
長官致詞-教育部蔣部長偉寧
頂大學校代表說明執行成果及現場操作展示
全體合照
媒體提問(自由採訪各校)

二、與會對象：教育部蔣部長偉寧、陳常務次長德華、高教司黃司長雯
玲、技職司李司長彥儀、12 所頂大主管層級人員、本部文教記者
三、相關時程規劃：
階段

工作項目

時間

各校將近 2 年「研發創新 11 月 7 日前
前置作業 與社會貢獻」相關質量化
成果資料提供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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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單位
各校

階段

工作項目

11 月 7 日前

負責
單位
各校

11 月 12 日前

成大

11 月 14 日

成大

時間

各校將成果計表會規劃
呈現之形式及內容提供
成大
彙整各校資料草擬新聞
稿提供本部
協調約 3 所學校代表於記
者會說明執行成果（亦可
考慮現場操作展示）
部長致詞稿
場佈
提供相關資料說明予記
活動當天
者參閱（如本部成果摺
頁、各校成果簡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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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前
本部
11/21(三)中午 12 時 30 分 成大
11/21(三)下午 2 時
本部、
各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