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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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次會議紀錄
次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第 20 會議室

主席

何司長卓飛(楊副司長玉惠代)

出席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王執行長振寰、國立清華大學王主任秘書茂駿、國

紀錄

李秀琪

立臺灣大學陳秘書美燕、國立成功大學王經理泓斌、國立中興大
學呂副研發長福興、國立交通大學黃執行長志彬、國立中央大學
朱研發長延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李教務長三良、國立中山大學
林組長哲信、國立陽明大學王主任秘書瑞瑤、長庚大學趙研發長
崇義、顧問室金副研究員玉堅、國際文教處吳研究員亞君
列席人員

彭專門委員淑珍、廖科長高賢、柯秘書今尉

壹、主席致詞：
略)
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95 年度特別預算經費執行事宜
本計畫 94 年度特別預算至 94 年 12 月 28 日始獲立法院同意解凍，依「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保留至 96 年執行，特別預算
未發生契約責任者，每年度保留期限最長以 3 年為限，年限屆滿仍未執行部
分，應依預算法規定解繳國庫，不得移用。學校執行本計畫 95 年度特別預
算，未執行部分，需於 98 年底解繳國庫，不得移用。
現已屆 98 年度第 4 季，為有效運用本計畫經費，請學校檢視 95 年度特
別預算之使用情形並妥為規劃，俾利後續執行事宜。
決定：
決定：有關學校執行本計畫資本門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之項目，
有關學校執行本計畫資本門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之項目，應
於補辦預算後始得執行，
於補辦預算後始得執行，餘洽悉。
洽悉。
二、98 年度成果發表新聞稿事宜
本計畫 98 年度之成果發表，業於 98 年 10 月 24、25 日假國父紀念館辦
理完畢，為持續發揮本次成果展的宣傳效果，請學校提供具體成果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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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由本部每週依序發布，新聞稿內容及格式說明如下：
(一)內容：每次以 1 項最新最佳的教研成果為原則，以淺顯易懂之文字具
體說明學校之成果(如成果為亞洲一流，應說明其比較的基準點)。
(二)篇幅字數約 800-1,200 字。
決定：
決定：學校如有臨時可供發表
學校如有臨時可供發表之
臨時可供發表之重大成果，
重大成果，亦可優先發布，
亦可優先發布，餘洽悉。
餘洽悉。
參、討論事項
案 由 1：
： 有關本計畫 98 年度考評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照本計畫考核機制，本部應辦理考評，並根據學校所提之年度績效
指標評估學校組織體制改革及量、質化目標之成效。有關考評結果則
作為本部核定、刪減補助款、停撥下一年度之補助經費或終止補助之
重要參據。
二、 本計畫第 2 梯次考評基於「有效」與「簡化」之原則，以書面考評方
式進行，著重控管學校對於本計畫經費之使用，97 年度考評由本部遴
選各領域學者專家組成，已於 98 年 3 月辦理完畢，各校考評等第及意
見前已轉知學校。
三、 98 年度考評初步規劃仍以書面考評方式進行，自評報告格式擬沿用 97
年度自評報告格式，按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基本資料(含研究成果、國際化及產學合作
學校基本資料
等)、推動本計畫所需達成目標
推動本計畫所需達成目標、人文社會領域發展
推動本計畫所需達成目標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通識教育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 通識教育及學校
通識教育 學校
特色等面向設定指標。
特色
四、 另配合上開考評指標，本年度自評報告撰寫格式初步規劃為 97 年度考
評意見及回復
評意見及回復、目標達成情形、人文社會領域發展執行情形
目標達成情形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執行情形、通識教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執行情形 通識教
育執行情形、
育執行情形、學校特色及附表資料
學校特色及附表資料等項目，至於自評報告之頁數，以
附表資料
30 頁為度(不含附表及附件)。
五、 98 年度自評報告備文報部時間訂於 99 年 1 月 15 日前，考評作業時程
初擬如下表，有關 98 年度自評報告格式及作業期程，是否妥適?敬請
討論。
時程

辦理事項

99 年 1 月 15 日 學校自評報告備文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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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2 月上旬

學校簡報

99 年 2 月下旬

公布各校考評結果、等第及補助額度

99 年 3 月

撥付 99 年度第 1 期補助款

決 議：
一、本計畫 98 年度考評，
年度考評，維持書面考評方式辦理，
維持書面考評方式辦理，由業務單位於 11 月底前
確定各項作業時程及自評報告格式並函知各校
確定各項作業時程及自評報告格式並函知各校，
並函知各校，俾利學校配合辦理。
俾利學校配合辦理。
二、因學校簡報訂於 99 年 2 月上旬，
月上旬，請各校預先保留校長時間。
請各校預先保留校長時間。
案 由 2：
： 有關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修正草案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前於 97 年 11 月 3 日台高字第 0970210943B 號函
修正發布，惟學校於執行本計畫時，仍有未依規定辦理或因受限法令
而窒礙難行之情事，尤以審計部查核學校經費執行情形，如核有與經
費使用原則不符之情形，得依其權責要求學校辦理經費繳回或調整。
二、 經查本次審計部查核事項中，核有本計畫經費不得支用於設備維護費
乙節，考量學校之教學研究有其整體性規劃，精密貴重儀器是教學研
究的重要關鍵基礎設備之一，在撙節支出及物盡其用原則下，無論新
購儀器或原有儀器設備，例行性的維護及維修工作保持儀器良好運作
之維修費用實有其需要，其維修費應得由本計畫支應，爰擬修正本計
畫經費使用原則有關設備維護費之規定。
三、 另為使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之規定，得配合學校執行計畫之現況，前
請各校就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修正草案提供相關意見，敬請討論。
決 議：
一、考量學校執行本計畫，
考量學校執行本計畫，確有因教學
確有因教學研究
教學研究設備使用頻率增加
研究設備使用頻率增加而
設備使用頻率增加而產生之設
備維護費需求，
備維護費需求，爰修正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第 3 點第 1 項第 2 目，同意
學校教學研究所需
學校教學研究所需儀器之設備維護費
教學研究所需儀器之設備維護費得
儀器之設備維護費得由本計畫經費支應。
由本計畫經費支應。
二、有關國立臺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所提學校依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來臺
國立臺灣大學所提學校依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來臺，
灣大學所提學校依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來臺，其最高
薪資得比照國外待遇支領一節，
薪資得比照國外待遇支領一節，衡酌本
衡酌本款原規定已放寬
原規定已放寬學校邀請
已放寬學校邀請國外
學校邀請國外人
國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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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短期來臺時，
短期來臺時，得依行政院相關規定或依其
得依行政院相關規定或依其學術地位及專業另定基準
或依其學術地位及專業另定基準，
學術地位及專業另定基準，
爰本款僅
爰本款僅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彙整修正補助延攬人才之三要點
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三、其他學校所提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修正草案，
其他學校所提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修正草案，由業務單位參考學校意
見，並簽會部內相關單位後循程序修正
並簽會部內相關單位後循程序修正。
程序修正。
案 由 3：
：有關如何因應國內大學校院教師向外流失情形及降低學校新進教學研
究人員授課壓力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據報載近來國外大學以高薪延攬國內大學校院教師至該校任教，致使
國內大學優秀教師流失情形日趨嚴重。
二、 因我國現行教師待遇係以職級敘薪，且教師待遇較其他國家教師待遇
為低(約為國內教師月薪之 2 至 4 倍)，雖有月退制度之保障，並積極
研議相關措施推動人事鬆綁及彈性薪資機制，仍較其他國家難以吸引
優秀人才之留任。
三、 本計畫經費之使用即為突破現有制度，學校可另訂彈性薪資或相關獎
勵辦法，以積極延攬國內外優秀師資，提升教學研究水準，惟學校於
實際以本計畫經費支給時，仍受相關人事會計法規之限制。
四、 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中，提出以制
度或經費之規劃，如訂定教師授課鐘點折抵或減免相關辦法，減少新
進教師授課壓力，或訂定鼓勵新進教師研究相關措施，包含提供新進
教師之起始研究經費補助、研究獎金等，支持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有
3 至 5 年保護時間，進行創新性研究。前經調查本計畫獲補助學校，
多已訂有相關教師授課鐘點折抵或減免辦法及鼓勵新進教師從事研
究等措施。
五、 有關如何因應國內大學校院教師向外流失情形及降低學校新進教學
研究人員授課壓力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學校已建立多項降低新進教師授課壓力及傳習制度
學校已建立多項降低新進教師授課壓力及傳習制度，
已建立多項降低新進教師授課壓力及傳習制度，惟教師之教學工
作係屬其本職，
作係屬其本職，不應因從事研究而有所偏廢；
不應因從事研究而有所偏廢；另為鼓勵新進教師從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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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
究工作，學校亦需
學校亦需建立輔助教師提升研究能力及協助爭取研究計畫之相
關措施。
關措施。
二、為積極延攬或留任國內外優秀人才，
為積極延攬或留任國內外優秀人才，學校仍
學校仍應積極建立延攬或
應積極建立延攬或留任優秀
延攬或留任優秀
人才之相關薪資制度及環境(如簡化進用優異人才之程序
人才之相關薪資制度及環境 如簡化進用優異人才之程序、
如簡化進用優異人才之程序、建立彈性薪
資制度或提供教師最佳教學研究環境等)。
資制度或提供教師最佳教學研究環境等 。
案 由 4：
： 有關提升學生國際化程度相關措施，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計畫自 95 年執行至今，各校國際化程度較未執行前已有所提升，
透過增加簽約姊妹校、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認證評鑑、與國外學校合
作開設國際學程、獎勵碩博士生出國研習及參與國際會議等方式，以
營造校園學術國際化之環境，另藉由師生組團參訪國外一流大學、參
與國外教育展宣傳、赴海外國家頂尖學府招生及協助國際知名大學在
台招生活動等，以增進國際交流合作管道並擴展知名度。
二、 學校為善盡培育國際人才之責，提升學校教學研究品質，應積極規劃
提升學生國際化程度之相關措施，除建置國際化校園外，應鼓勵我國
學生透過修習雙聯學位、出國研習進修深造或擔任國際志工等方式，
以更進一步落實國際化活動，擴展國際視野。
三、 有關如何確實提升學生國際化程度，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學校應
學校應訂定多面向之
訂定多面向之國際化推動策略
多面向之國際化推動策略，
國際化推動策略，並強化校內軟硬體建設，
並強化校內軟硬體建設，建置
國際學生無語言障礙之學習環境。
國際學生無語言障礙之學習環境。
二、另學校所簽約
另學校所簽約國際
校所簽約國際合作事宜
國際合作事宜，
合作事宜，應落實至系
落實至系、
至系、所層級推動實質
所層級推動實質交流
實質交流，
交流，以
深化學校國際化程度。
深化學校國際化程度。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散會 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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