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第 2 梯次工作圈第 15 次會議紀錄
次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略
主席致詞 略)
貳、業務報告
一、有關行政院「
有關行政院「延攬海外科技人才訪問團」
延攬海外科技人才訪問團」事宜
為協助國內產企業、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延攬國際師資及海外人
才，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經濟部、國科會及本部組成「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訪問團」，預計於 99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20 日，參訪美國矽谷、奧斯汀、
波士頓及加拿大多倫多等地，以座談會方式向當地留學生、大學教師或研
究人員宣傳「彈薪方案」及本計畫各校延攬優秀教師待遇等機制，或可與
擇定之美國頂尖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學校如有意參加本次參訪行程進行
海外攬才，可參考相關行程規劃，相關經費則由學校自行支應。
決定：
決定：本次行程建議可由
本次行程建議可由「
建議可由「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策略
聯盟」
聯盟」推派代表參加，
推派代表參加，餘洽悉。
餘洽悉。
二、有關「
有關「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優秀教師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優秀教師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本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優秀教師實施彈性薪資方案」，期藉由實
施大專校院教師彈性薪資，使大專校院具延攬及留住優秀教師之薪資給與
條件。本計畫受補助學校得以本計畫經費控留 10%之經費為原則，用於發
給國內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彈性薪
資，並依本部所訂「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訂定說明」
之原則，自訂彈性薪資支給規定，並完成校內程序後實施。
上開各校所訂之彈性薪資支給規定，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認定，應考量教研人員教學、研究或服務
面向之績效，並由校內審核機制評估績效卓著者，方可獲得彈
性薪資之給與。
（二）校內審查單位應依各該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訂定欲延攬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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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各類頂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來績效要求。
（三）各校應訂定核給薪資之差距比例及核給期程。
（四）各校所之延攬新進教學、研究、高教經營及管理人才係以第 1
次於國內任職之人員。
（五）獲本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應提報定期成效評估並整合至本計
畫之績效評估機制。
決定：
決定：學校所訂彈性薪資支給規定，
學校所訂彈性薪資支給規定，應確實用於延攬具潛力之
應確實用於延攬具潛力之優秀教研
用於延攬具潛力之優秀教研
人才(不含教學及行政助理人員
人才 不含教學及行政助理人員)。
不含教學及行政助理人員 。又學校經費來源
又學校經費來源雖有
經費來源雖有不同
雖有不同，
不同，其支
給規定基準宜一致。
給規定基準宜一致。
三、有關 100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事宜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以改善並確保教育品質為出發點，期待藉由各校自
我評鑑及實地訪評，確認是否每一項功能運作有助於達成學校之設立宗旨
與目標，協助學校自我定位、發現優、劣勢並強化發展特色，以促進學校
自我改進。
100 年度校務評鑑將以 1 年的時間進行全部的實地訪評作業，對象為
81 所大學校院，評鑑項目包括「學校自我定位」
、
「校務治理與經營」
、
「教
學與學習資源」
、
「績效與社會責任」及「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等 5
項，其中本計畫受補助學校於「學校自我定位」項目，將安排 1 名至 2
名境外學者參與評鑑，並將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函知學
校。
決定：
決定：洽悉。
洽悉。
四、有關審計部查核各校購置高單價物品之查核意見
(一) 本部前就監察院調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預算
執行情形及績效探討」案，於 99 年 5 月 7 日召開之本計畫學校工作
圈會議中決議，請學校依「物品管理手冊」規定，建立校內務實、可
行且確實之物品管控機制；復經彙整各校填報購置碳粉匣、墨水匣購
置及經費使用結報情形函復審計部，經該部於 99 年 6 月 2 日以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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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字第 0991001485 號函查復略以，本計畫獲補助學校對於碳粉匣
及墨水匣之購置及管理未依物品管理手冊規定辦理、建立內控機制且
認本部未為負責之答復及善盡督導之責（本部 99 年 6 月 4 日台高
（二）
字第 0990097131 號函諒達），合先敘明。
(二) 依該部來函說明二略以，電腦(印表機)耗材、印表機回收再利用碳粉
匣等均為共同供應契約物品，依物品管理手冊 15 條規定，物品之採
購，依照各機關分層授權範圍辦理，依採購計畫並配合預算，簽准後
辦理，並優先適用集中採購之共同供應契約。復依行政院工程會 97
年 6 月 22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436921 號函示規定，各適用機關得自
行決定是否利用本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惟請注意應按政府採購法
令規定辦理採購，並留意該法第 14 條(分批採購)、第 19 條(公開招
標原則)、第 26 條(規格訂定原則)、第 36 及 37 條(投標廠商資格)
等規定。爰此，各校辦理前項物品之採購，應依物品管理手冊規定，
訂定合理可行採購機制及程序，屬共同供應契約範圍物品，應優先以
「共同供應契約之立約廠商」為對象逕行採購，如不利用該共同供應
契約辦理採購，則應依循前述採購法相關規定建立合理機制，並責成
校內各計畫執行單位依循相關規定辦理。復依該說明三略以，學校回
報結存數之填報，係依各使用單位回報之盤存數，相關物品採購、領
用、結存之書面資料均闕如，尚無法據以評估該類物品用量之合理
性，顯見學校缺乏物品管理之內控機制。
(三) 爰此，請各校確實依前述工作圈會議決議、物品管理手冊規定及採
購法相關規定，改善並建立本計畫物品採購（優先適用共同供應契
約）、核銷及領用管理之內控機制，並將所訂改善機制報部備查，相
關制度之建立與改善情形將列為本計畫考評及經費核撥之重要依
據，另提供國立中興大學及中央大學相關改善措施及要點供參。
決定：
決定：請各校依規定配合辦理；
請各校依規定配合辦理；另本計畫第 2 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受理申請時程及格式等事宜，
受理申請時程及格式等事宜，將儘速公告各校；
將儘速公告各校；又 99 年度應回補
年度應回補
經費將於 100 年度撥付，
年度撥付，支用期程將另
支用期程將另行函知學校。
函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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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案 由 1：
：有關「
有關「中華民國大學與美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試辦
中華民國大學與美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試辦計畫
試辦計畫」
計畫」補助
要點、
要點、預算編列及學生遴選辦法事宜
預算編列及學生遴選辦法事宜，
學生遴選辦法事宜，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與國外頂尖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建立海外學術研發基地，
並培育優秀人才，本部依據行政院全國人才培育會議重要結論、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等研擬「
「中華民國大學與美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試辦計畫」
」
計畫。
二、本計畫擬以歐美頂尖大學為合作對象，擇定發展國際頂尖大學所
需專精領域，由我國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第 2 梯次及第 2 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學校（簡稱我國頂
尖大學）選派優秀人才至國外大學進行相關研究或進修，並與國
外頂尖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建立海外學術研發基地。
三、本案前經本計畫工作圈第 13 次及第 14 次會議討論，並召開相關
經費支用機制研商會議及 99 年 6 月 10 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策略聯盟會議」決議，本計畫進行方式如下：
（一）由本部(或駐外單位)洽詢國外頂尖大學徵求有合作意願者提
送計畫書，經我國頂尖大學聯盟審查通過後選定。
（二）由本部與國外合作大學研商合作方向、並由我國頂尖大學推
派代表學校與國外合作學校研商合作領域及細部合作計畫
後，由代表學校與之簽訂合作備忘錄據以執行，惟所有我國
頂尖大學均有選送人才及合作交流之權利，並共同訂定選送
人才機制。
（三）本合作計畫所需經費，由本部補助我國頂尖大學代表學校，
並由代表學校納入年度預算編列、訂定經費補助辦法及使用
原則據以補助國外合作學校，並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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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等規定納入年度預算辦理，另 100 年度補助國外團體
經費，應依前述執行要點第 9 點第 9 款第 2 目規定辦理。
四、本計畫以協助頂尖大學推動國際化及培育優質人才為目標，爰請
各校納入作為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之重要
工作，並由頂大策略聯盟(或工作小組/工作圈)就經費編列、補助
要點與使用原則、合作計畫領域及內涵規劃及選送人員標準及程
序先行研商，提供代表學校據以執行，並請各校配合本計畫規劃
時程積極推動，另請代表學校指派專人作為聯繫窗口，以利計畫
執行。
五、依 99 年 6 月 10 日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策
略聯盟」會議決議推派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政治
大學作為代表學校，與本部共同與目前表達合作意願之 3 所國外
頂尖大學-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及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洽談合作事宜，建議
由代表學校分工後分別負責研擬對國外學校之補助實施要點、選
送碩博士生遴選辦法及選送博士後研究生、訪問學者等辦法，提
請討論。
決 議：
一、請各校配合本計畫規劃時程積極推動，
請各校配合本計畫規劃時程積極推動，另請國立政治大學
另請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
立臺灣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指派專人作為聯繫窗口
立臺灣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指派專人作為聯繫窗口，
指派專人作為聯繫窗口，以利後續
以利後續計
後續計
畫推動。
推動。
二、有關與國外學校之補助實施要點
有關與國外學校之補助實施要點、
國外學校之補助實施要點、選送碩博士生遴選辦法及選
送博士後研究生及訪問學者辦法，
送博士後研究生及訪問學者辦法，分別由國立臺灣大學、
分別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
治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負責研擬，
治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負責研擬，並請各校儘速於
並請各校儘速於 2 周內提供修
正建議予前述代表學校修正各辦法後，
正建議予前述代表學校修正各辦法後，提下次工作圈會議確認
提下次工作圈會議確認。
確認。
案 由 2：
：有關本計畫網站建置及各校網頁更新事宜，
有關本計畫網站建置及各校網頁更新事宜，提請 討論。
討論。
說 明：
一、本計畫執行已逾 4 年，各校均已於學校網站建置本計畫網頁，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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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校網頁久未更新，恐難使社會大眾獲得最新資訊，爰請學
校定期更新計畫網頁，提供學校執行本計畫正向新聞及最新資
訊，以網路作為宣傳本計畫成果之平台。
二、另為使外界了解本計畫現況及成效，擬建置本計畫專屬網站，對
外提供本計畫相關資訊，網站內容包含本計畫內容、各校特色與
成果、相關新聞及活動等。
三、本計畫網站內容由各校定期提供學校執行本計畫之內容及最新活
動訊息等，網站之建置及後續維護管理擬委託本計畫獲補助學校
之一協助辦理，所需相關經費以本計畫經費另行支應。
四、有關各校網頁更新及本計畫網站建置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有關各校執行本計畫中英文網頁，
有關各校執行本計畫中英文網頁，請定期更新網頁內容，
請定期更新網頁內容，俾利
國內外大眾了解學校計畫執行情形。
國內外大眾了解學校計畫執行情形。
二、有關本計畫網站之建置及維護管理等作業，
有關本計畫網站之建置及維護管理等作業，委由國立交通大學
協助規劃
協助規劃辦理
規劃辦理。
辦理。
案 由 3：
：有關學校教師申請
有關學校教師申請、
學校教師申請、支用及核銷研究計畫案之宣導事宜
支用及核銷研究計畫案之宣導事宜，
事宜，提請
討論。
討論。
說 明：
一、為使學校教師執行本計畫或其他研究計畫時，確實了解各項經費
用途及核銷作業程序，避免因不諳相關規定而誤觸法律，本部前
於 99 年 5 月 7 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梯次工作圈第 14 次會議(會議紀錄諒達)，請學校於推動校內
相關計畫時，除確實依規定建立經費申請、核撥經費以及管控等
審查機制外，應將各項規範公告周知，辦理講習及說明會，期使
教師確實了解校內經費使用之規範，避免經費支用不當情事發
生。
二、查國立成功大學為積極防杜上開財務弊端之發生，已成立「健全
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應變小組」及相關措施，建立助理及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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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差勤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研究計畫經費收支審核標準作業程
序等，並以網頁、書面、電子郵件及說明會方式辦理宣導，並舉
辦多場法治教育演講，加強校內教師及學生對相關法律之認識。
三、為加強校內教師及相關人員經費使用核銷之認知及法治素養，各
校可參考上開成大辦理情形及相關做法，積極建立校內經費稽核
機制及法治教育宣導，並使各計畫主持人確實了解自身義務與責
任。
四、有關學校現行辦理教師申請、支用及核銷研究計畫經費情形及未
來可行改善作法，提請 討論。
決

議：惠請學校將現行計畫人員及經費之
惠請學校將現行計畫人員及經費之申請
計畫人員及經費之申請規範
申請規範或注意事項等
規範或注意事項等相關
或注意事項等相關
表件，
表件，於會後提供業務單位彙整
於會後提供業務單位彙整，
彙整，俾憑作為全國大專院校
俾憑作為全國大專院校建立研
全國大專院校建立研
究計畫人員及經費申請機制之參
計畫人員及經費申請機制之參據
人員及經費申請機制之參據。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指示
陸、散會(下午
散會 下午 16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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