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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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圈
第 2 梯次第
梯次第 1 次會議紀錄
次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18 樓 20 會議室

主席

何司長卓飛

紀錄

賴研究助理建志

國立政治大學王研發長振寰、國立清華大學王秘書長茂駿、國
立臺灣大學陳研發長基旺、國立成功大學黃副研發長榮俊、國
出席

立中興大學薛研發長富盛、國立交通大學陳副執行長永富、國

人員

立臺灣科技大學廖副校長慶榮、國立中央大學研發長劉振榮、
國立中山大學林專員松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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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副司長俊權、張專門委員金淑、廖專員高賢、李秀琪小姐、

人員

曾于庭先生

壹、 主席致詞（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第 2 梯次各校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編列與使用原則
結論：
結論：
一、 各校 97 年度所需經費之編列應符合
：5
年度所需經費之編列應符合經常門與資本門
所需經費之編列應符合經常門與資本門比例
經常門與資本門比例 5：
之原則，
之原則，所送計畫書如未能配合者，
所送計畫書如未能配合者，請儘速於
請儘速於 3 月 31 日前修
日前修
正報部以免延誤報院時程
報部以免延誤報院時程。
以免延誤報院時程。
二、 本部將於 97 年底調查各校 98 年度所需之經
所需之經、
之經、資門經費額度
資門經費額度，
額度，
爰請各校精算俾
爰請各校精算俾憑辦理後續事宜
辦理後續事宜。
後續事宜。
三、 本部刻正籌編
，請各
本部刻正籌編 98 年度預算（
度預算（即各校 99 年使用之經費）
年使用之經費）
校確實精算
確實精算 99 年所需之經
所需之經、
之經、資門經費額度
資門經費額度，
額度，並於 4 月 9 日前
email 至本部俾利
本部俾利據以籌編
俾利據以籌編。
據以籌編。
四、 依立法院預算中心之意見，
依立法院預算中心之意見，各校於本計畫已核定之經費
各校於本計畫已核定之經費，
本計畫已核定之經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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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編於 98 年度之預算，以免有預算籌編欠周或規避監督之虞。
案由二
案由二：各校依本計畫聘任外籍教師或研究人員之工作許可事宜
各校依本計畫聘任外籍教師或研究人員之工作許可事宜。
之工作許可事宜。
結論：
結論：各校之一般性申請案
各校之一般性申請案仍
一般性申請案仍以向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證為原
以向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證為原則，遇
如有特殊情形，
如有特殊情形，本部再行組成專案小組，
本部再行組成專案小組，並邀請勞委會等相
關機關共同審查，
關機關共同審查，協助各校解決相關行政問題。
協助各校解決相關行政問題。
案由三
案由三：各校邀請國外大學校長或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及重點領域
審查人，
審查人，以提供國外之發展經驗以為借鏡。
提供國外之發展經驗以為借鏡。
結論：
結論：照案執行，
照案執行，並請各校儘速建立人才庫
請各校儘速建立人才庫，
建立人才庫，以為邀請之參考。
邀請之參考。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有關本計畫專業版說帖
有關本計畫專業版說帖內容
說帖內容乙案
內容乙案，
乙案，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95 年 12 月 20 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諮
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應加強本計畫整體之論述，針
對本計畫之基礎論述（包含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方向、大學分
類發展需求等）加以強化使其更為具體、宏觀，重點應放在
研究型大學能培養多少學生以及如何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以
發展成一流大學。
二、 為爭取經費以延續本計畫，持續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品質，
獲補助學校實有責任向立法院及大眾說明各校在本計畫第 1
階段中所達成的成果，以及各重點領域之未來發展（各校所
提重點領域彙整如附件 3）
。是以，11 校應組成工作小組，依
部長所裁示之說帖大綱（如附件 4）共同合作研提具體內容，
並分析各校重點領域在世界各該領域之發展及排名（包括各
領域特色、定位及未來趨勢）
，至於相關分工及撰寫，提請討
論（說帖分工草擬表如附件 5）
。
決議：請各校依說帖大綱及分工表分別
請各校依說帖大綱及分工表分別撰寫
及分工表分別撰寫說帖
撰寫說帖，
說帖，並於第 2 次工作圈
會議(
會議(4 月 23 日)前完成各校負責部分之初稿，
前完成各校負責部分之初稿，以利提該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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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圈會議討論。
作圈會議討論。
案由二：
案由二：有關宣傳本計畫成果乙案
有關宣傳本計畫成果乙案，
成果乙案，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計畫執行已邁入第 2 梯次，除了有效使用經費，提升各頂
尖大學之水準之外，如何向社會大眾展現本計畫之執行成
果，使本計畫得以獲得國人之認同及支持亦為本階段之工作
重點，相關規劃如下：
（一） 高等教育論壇：依據 96 年 4 月 12 日聯盟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自 96 年 9 月起，「高等教育論壇」每
一議題由 2 校共同主辦；其餘學校協辦。論壇舉辦之
重點在於向社會各界宣傳本計畫各校執行之實際成
果，使社會大眾得以瞭解本計畫之執行現況及成效。
（二） 宣導短片：以拍攝短片方式，宣傳各校計畫執行成
果。
（三） 文宣手冊：本計畫之具體目標為產生世界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故提供計畫相關之英語資訊，與世界
接軌，使國內頂尖大學在國際上得以受到重視為相當
重要之任務。
二、 針對前開規劃之實際執行，建議如下：
（一） 高等教育論壇：第 1 梯次中，已由中山大學、中央
大學以及政治大學、元智大學分別於 96 年 9 月以及
12 月舉辦 2 場高等教育論壇，主題分別為「高等教育
之未來發展趨勢」及「大學評比與特色發展」，惟為
使該論壇確能發揮其宣導功能，實有必要調整舉行之
方式及主題，建議工作圈討論後提策略聯盟研議（原
訂 12 校舉辦高等教育論壇議題與時間如附件 6）。
（二） 宣導短片：參考本部拍攝之 CF，由各校分別或共同
拍攝短片，並於各種媒體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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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宣手冊：由學校成立一英文工作小組負責審核各
校上傳英文資料及協助本部翻譯相關重要文件，以利
編製文宣手冊，提供有關本計畫之英語資訊。
三、 有關本計畫宣導之相關規劃，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議：
決議：
一、 高等教育論壇續於
論壇續於 5 月起按原定議題依序
月起按原定議題依序舉行
按原定議題依序舉行，
舉行，其主題與方式
宜作為
宜作為提供獲
提供獲補助大學間
大學間，進行交流及分享計畫執行經驗
進行交流及分享計畫執行經驗之平
交流及分享計畫執行經驗之平
台，參與論壇成員將以獲選之 11 校為主，
校為主，並可邀請立法院教育
文化委員會委員
文化委員會委員及媒體
委員及媒體。
及媒體。另請各校將舉辦論壇之相關資料妥善
整理、
整理、編排並出版書籍以
排並出版書籍以作為各校之成果報告以及日後本計畫
之文獻。
之文獻。
二、 至於成果發表部分，
至於成果發表部分，仍循第 1 梯次以
梯次以記者會方式
記者會方式舉行
方式舉行，
舉行，每次由
2 校共同舉辦，
校共同舉辦，1 個月舉辦 1 次。
三、 請 11 校於 6 月底前分別拍攝宣傳短片
月底前分別拍攝宣傳短片，
拍攝宣傳短片，以向外界宣導各校
以向外界宣導各校於本
外界宣導各校於本
計畫之執行成果
計畫之執行成果，
之執行成果，更期能透過
期能透過宣傳
透過宣傳短片
宣傳短片的呈現吸引更多
短片的呈現吸引更多外國
的呈現吸引更多外國學
外國學
生或是
生或是國外學者來台就讀
國外學者來台就讀或任教
學者來台就讀或任教。
或任教。
四、 請 11 校於 6 月底前分別完成各校英文網站之建置
月底前分別完成各校英文網站之建置。
網站之建置。網站內容以
各校執行本計畫之目標、
各校執行本計畫之目標、規劃、
規劃、第 1 階段之成果以及執行現況
為主，
為主，網站之建置目的為使國際能夠更深入瞭解本計畫之執行
網站之建置目的為使國際能夠更深入瞭解本計畫之執行
及各校在各重點領域之表現。
各校在各重點領域之表現。
案由三：
案由三：關於 11 校赴國外參訪事宜，
校赴國外參訪事宜，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瞭解國外追求學術卓越重點培育領袖人才之作法，獲補助
學校應籌組工作小組，並派員實地赴國外參訪，以作為後續
推動學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或頂尖研究中心之參考。
二、 英國在台文化協會於本年 3 月 3 日至本部拜會時表示，歡迎
本計畫獲補助學校校長參訪英國大學，並將盡力協助相關參
訪事宜之安排。為儘速與該協會聯繫俾妥適規劃，有關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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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及時程等事宜，敬請討論。
決議：
決議：有關 11 校校長出國參訪事宜，
校校長出國參訪事宜，請另提校長策略聯盟會議
提校長策略聯盟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
討論。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下午
(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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