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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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

教育部 2 樓 215 會議室

主席

何司長卓飛

紀錄

呂逸勤

國立政治大學王執行長振寰、國立清華大學簡副研發長禎富、
邱秘書婉君、蔡曉雯小姐、國立臺灣大學陳研發長基旺、國立
出席
人員

成功大學曾研發長永華、王經理泓斌、國立中興大學薛研發長
富盛、國立交通大學黃執行長志彬、國立中央大學劉研發長振
榮、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張主任秘書宏展、國立中山大學黃學研
長志青、國立陽明大學王主任秘書瑞瑤、長庚大學趙研發長崇
義

列席

本司廖秘書高賢、李秀琪小姐、曾于庭先生

人員

壹、 主席致詞 (略
(略)
貳、 業務報告
一、「教育部認可大學聘僱外國人進行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注意事項」
教育部認可大學聘僱外國人進行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注意事項」
本部為配合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修正，於研擬本注意事
項時，除提 97 年 9 月 23 日本工作圈第 4 次會議討論外，並於 97 年 10 月
28 日召開跨部會「研商『教育部認可大學聘僱外國人進行短期講座及學術
研究注意事項草案』會議」後，循法制作業程序於 97 年 12 月 8 日以台高
字第 0970241007C 號令訂定發布（如附件 1：P4-6）。依本注意事項規定，
學校如有聘僱外國人進行 6 個月內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時，應於聘僱 1 個
月前檢附相關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請。至於該外國人所應具備之條件，請
參酌注意事項第 2 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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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決定：請各校儘量於
請各校儘量於冊
儘量於冊報申請案時，
報申請案時，集中辦理，
集中辦理，以利作業。
利作業。
二、本計畫經費執行事宜
本計畫經費執行事宜
（一）98 年度補助經費經資門比例
由於 97 年度將屆，所編列 50 億特別預算須依規定辦理保留，以供 98
年度使用，本部前請各校確實估算 98 年度所需經、資門經費，並予以彙整
後，經、資門比例仍為 6：4(各校比例如附件 2：P7)，爰本部將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相關程序，並由本部會計處彙總後，核轉行政院辦理保留。至於
各校 98 年補助經費，尚須俟 97 年度考評結果公布後，始得確定，爰請各
校衡酌執行項目之優先順序，俾利計畫後續推動事宜。
（二）經費使用與工程進度
本計畫屬高等教育大型補助計畫，易成為社會各界之焦點，邇來立法院
及監察院相繼關切各校經費執行情形及支用項目，乃要求本部提供相關資
料，以供兩院參考。為利本部彙整，並考量相關調查案件具有其時效性及
迫切性，除請各校密切配合外，因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業已修正發布，其
中已明訂經費使用範圍及不得支用項目，亦請各校在經費執行上確實控
管，免生爭議與不必要之困擾。另各校第 2 梯次新興工程皆已於 97 年 5 月
2 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梯次新興工程審議會議」
提跨部會會議審議且完成報院程序，各校應依原訂計畫及工程進度執行，
以免延宕，惟部分學校仍將未核定工程報部，亦請一併檢討。
決定：
決定：請各校於 97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3 點前，
點前，與業務單位確認 98 年度所需經
費之經資門比例，
費之經資門比例，俾利辦理 98 年度經費保留事宜。
年度經費保留事宜。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有關本計畫第 2 梯次 97 年考評事宜
年考評事宜，
事宜，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97 年 9 月 23 日 2 梯次工作圈第 4 次會議決議，為因應各校執行本
計畫已邁入第 2 梯次，97 年度考評之量、質化績效指標應依本部所需
本部所需
參考數據資料、
各校特色等三大面向予
參考數據資料、推動本計畫所需達成目標、
推動本計畫所需達成目標、與各校特色
各校特色
以修正，以更能確實考核各校執行本計畫第 2 梯次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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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乃依上開會議決議修正考評指標外，另參酌第 2 梯次審議時所採
用量、質化指標，並同時考量第 1 梯次 95、96 年考評意見及配合本部
相關政策與計畫之推動後，彙整相關考評指標後，提 97 年 12 月 18 日
「研商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梯次考評指標第 1
次會議」審議，同意按學校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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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本計畫所需達成目標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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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面向細部指標如附件
特色
3：P8-11）。至於各面
向權重，初步規劃分配如下：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基本資料(
30%)、
學校基本資料(30%)
%)、推動本計畫所需達
成目標(
成目標(50%)、人文社會領域發展
0%)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10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 (10%)
(10%)、通識教育
%) 通識教育(5
通識教育 (5%
(5%) 及 學校特色
(5%)
(5%)，
%)，敬請討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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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度考
評意見及回復、
評意見及回復、目標達成情形
目標達成情形、人
文社會領域發展執行情形、通識教
達成情形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執行情形
執行情形 通識教
育執行情形、
執行情形、學校特色及附表
學校特色及附表資料
4：P12-15)，至於
及附表資料等項目(如附件
資料
自評報告之頁數，擬以 20 頁為度(不含附表及附件)。另依 97 年 9 月
23 日第 2 梯次工作圈第 4 次會議決議，97 年度自評報告備文報部時間
訂於 98 年 1 月上旬，惟為配合第 2 梯次考評指標研議期程，並使學校
有充分時間撰寫自評報告，以具體呈現本年度執行成果，年底考評作
業時程修正如下：有關 97 年度自評報告格式及作業期程，是否妥適?
亦請一併討論。
時程

辦理事項

98 年 2 月 25 日 學校自評報告備文送部
98 年 3 月下旬

1. 公布各校執行成果
2. 98 年各校補助額度定案
3. 撥付 98 年度第 1 期補助款

決議：
一、 請業務單位彙整學校有關考評指標及自評報告格式之意見後，
請業務單位彙整學校有關考評指標及自評報告格式之意見後，提請考評
指標委員會召集人確認，
指標委員會召集人確認，並儘速安排
儘速安排考評簡報時程
安排考評簡報時程，
考評簡報時程，另案通知各校據以
辦理。
辦理。
二、 考評各面向之權重，
考評各面向之權重，各校同意
各校同意分配如下
同意分配如下：
分配如下：學校基本資料(30%)
學校基本資料(30%)、
(30%)、推動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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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所需達成目標(50%)
畫所需達成目標(50%)、人文社會領域發展
(50%)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10%)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10%)、通識教育
(10%) 通識教育(5%)
通識教育(5%)及
(5%)及學校
特色(5%)
特色(5%)
三、 各校自評報告頁數以 30 頁為度(
頁為度(不含附表及附件)
不含附表及附件)。

案由二
案由二：有關本計畫英文文宣
有關本計畫英文文宣乙案
英文文宣乙案，
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國外機構與人士對於本計畫與獲補助學校有更深入了解，擬製作
英文文宣，以加強本計畫之宣導，乃初步規劃兩種形式，說明如下：
(一) 英文簡介(
英文簡介(Brochure)
rochure):簡要說明本計畫願景與目標（標題擬以口
號方式呈現）、整體執行情形、各校簡介及聯絡方式等。設計構
想為正反兩面共 10 頁之摺頁簡介(B4 尺寸)，除首頁外，以 2 頁
介紹本計畫後，每頁介紹兩所學校，由各校以 100 至 120 字簡介
學校特色及執行成果 (共約 5 頁半)，最後附上各校本計畫英文
網址及 E-MAIL(約 1 頁半)，如附件 5。
(二) 英文小冊子(
、各校執行情形（含
英文小冊子(Pamphlet):較為深入介紹本計畫
amphlet):
重點領域）與特色，設計構想為 A5 尺寸，至多以 6 頁篇幅介紹
本計畫後，由每校自行撰寫各校特色、重點領域目前成果及未來
執行重點與其他卓越成果等，並以 4 頁為限(約 44 頁)，最後附
上各校本計畫英文網址、E-MAIL 及電話 (約 2 頁)，如附件 6。
二、英文文宣品擬於 98 年 2 月上旬前完成，其製作擬由獲補助學校之一辦
理，並彙整各校所提資料（英文）
。其經費建議先由學校所獲本計畫補
助經費支應，必要時再由本部另行補助，有關英文文宣品之形式，敬
請討論。
決 議：本計畫英文文宣品除英文簡介及英文小冊子外，
本計畫英文文宣品除英文簡介及英文小冊子外，另增加英文宣傳短片
之型式，
之型式，並請國立中央大學負責規
請國立中央大學負責規劃整體事宜
整體事宜。
事宜。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
時 10 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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