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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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圈第 11 次會議記錄

時間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

本部 4 樓高教司第 1 會議室

主席

何司長卓飛（李專門委員彥儀代） 紀錄 吳研究助理珮君

出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陳專門委員瑞嘉、行政院勞工

人員

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彭研究員秋梅、國立政治大學王研發長振
寰、國立清華大學王秘書長茂駿、國立台灣大學陳副校長泰
然、陳研發會主委基旺、陳研發會秘書美燕、國立成功大學
黃副研發長榮俊、國立交通大學莊執行長紹勳、國立中央大
學蔣副校長偉寧、國立中山大學翁學研長金輅（林專員松興
代）、國立陽明大學王主任秘書瑞瑤、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廖
副校長慶榮、長庚大學趙研發長崇義、許小姐淑惠、元智大
學江副校長行全

列席
人員
請假

李專門委員彥儀、倪專員周華、徐研究助理之昇、吳研究助
理珮君、曾研究助理于庭
本部高教司何司長卓飛、黃副司長雯玲

壹、 業務報告
一、 有關國科會函請頂尖大學提供 95 年度決算乙案，請各校於 7/23 前提
供 95 年度政府研發決算資料（相關資料詳如附件 1）。
二、 有關各校工程經費支用請依 95 年 8 月 29 日「研商「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修正審查會議」決議：本計畫前 2 年用
於建築工程經費總數，不宜超過 2 年總經費 25%。請各校檢視工程，
超過者請於 7 月 30 日前報文修正，並將本計畫前 2 年用於建築工程經
費總數及比例於 7 月 30 日前 e-mail 給吳珮君小姐
（pagin@mail.moe.gov.tw），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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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 500 億前 2 年經費用於工程總數及比例表
學校名稱：
項次 工程名稱 由 5 年 500 億總
支用數（以 95.11 第一年經費

填表日期：
5 年 500 億分年經費支用規劃
第二年經費

前兩年總 前兩年總數

往後年

送部之修正計畫 （由 94 年預 （由 95 年預 數（D）= 佔 2 年總經費 度（F）=
書為準）（A）
算保留款支 算保留款支 （B+C） 比例（%）
（E）（A-D）
應）（B）
應）（C）
=（D）/本計
畫 2 年總經費
1
2
…
小計

三、 工程經費如未使用完畢，請依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本計畫補助之年
度經費如未使用完畢，所剩餘經費得列入次年度繼續使用，惟未發生
契約責任者，每年度保留期限最長以三年為限，即 94 年度預算最遲須
於 97 年 12 月 31 日前執行，如發生契約責任者，依規定可保留 5 年，
即須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前執行完畢，餘類推。全程計畫執行結束，計
畫執行如有結餘，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國立大學）得納入校務基金，
私立大學者，需按比例繳回本部。
四、 有關 9 月 5、6 日舉辦「我國高等教育論壇：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
研究中心計畫」論壇經費，擬由各校共同分擔，每校約 5 萬元（含食
宿、交通）。
五、 請各校先撰寫自評報告資料，資料應包含 95 年度考評意見及回復對照
表、整體計畫執行目標與制度面改善說明、執行成效與檢討分析、各
項子計畫執行情形與檢討分析、經費分配及執行情形、未來發展方向、
附表資料（自評表），96 年度考評報告格式暨自評表格式如附件 2，
請於 10 月 11 日前完成自評並將自評報告資料 1 式 25 份備文報部。
六、 研究中心（領域）專業審查資料，請於 10 月 1 日前將各領域（中心）
10 篇研究成果（主文 20 頁）1 式 6 份備文報部。專業審查委員建議名
單每一研究中心 2 位（含委員姓名、職稱、服務單位、領域專長、聯
絡電話及 E-Mail），請於 7 月 30 日前 e-mail 給吳珮君小姐
（pagin@mail.moe.gov.tw）。專業審查格式詳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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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有關獲得本計畫補助之
有關獲得本計畫補助之 12 所大學聘僱外籍教師及研究人員，
所大學聘僱外籍教師及研究人員，建請比照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得免申請工作許可乙案，
得免申請工作許可乙案，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是以，大學係屬學術機構，具有教學及研究性
質。
二、本部配合國家重大政策，透過競爭性經費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本計畫係以各領域優異大學為基礎，藉由學術競爭
環境之建置，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設置以優異領域為導向之頂尖研究
中心。具體目標將設定為 5 年內至少 10 個頂尖研究中心或領域居亞洲一
流，10 年內至少 1 所大學躋身國際一流大學之列為目標。目前遴選 12
校積極辦理中。
三、配合本部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 12 校，為本
部研究型大學。學校配合推動本計畫以使高等教育國際化，積極延聘國
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人之薪資及延聘國內、外
一流師資，擔任特聘職教授等，任教期間最高薪資得比照其於國外之待
遇支領。
四、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提請勞委會函釋聘任國外教師乙案，建請勞委會基於
上述理由，針對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如附件 4），針對「各
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之解釋，給予目的性擴張解釋，俾利辦
理國際一流大學之 12 所，基於政策及業務需求聘用專業之外籍師資，以
行政函釋方式放寬解釋。
五、有關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之研析意見詳見附件 5。
決議：
決議：
一、 由本部發函建請勞委會依據行政院
由本部發函建請勞委會依據行政院陳秘書長景峻
行政院陳秘書長景峻、
陳秘書長景峻、本部陳主任秘書明印
本部陳主任秘書明印
及勞委會郭副局長振昌之
及勞委會郭副局長振昌之共識，
共識，本計畫獲補助之 12 校所聘用之外籍教
師來台，
師來台，得比照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免申請工作證
得比照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免申請工作證。
免申請工作證。
二、 本案由本部與勞委會另行召開會議
本案由本部與勞委會另行召開會議。
勞委會另行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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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案由二：有關外國學生來台就學畢業後工作相關規定，
有關外國學生來台就學畢業後工作相關規定，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
審查標準（如附件 6），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除符合
此標準其他規定外，仍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者。
二、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士以上學位者，或取得相關系所之學
士學位而有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三、服務跨國企業滿一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者。
四、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有五年以上相關經驗，而有創見及特殊
表現者。」
二、前開規定對於我國大學吸引外國學生來台就讀大學不利，如何改進，提
請討論。
決議：
「招收外國學生
決議：本案已由國際文教處主政
本案已由國際文教處主政，
國際文教處主政，國際文教處已著手研擬說帖
國際文教處已著手研擬說帖：
已著手研擬說帖：
「招收外國學生
政策藍圖」
，預計
政策藍圖」
，預計 9 月於呂政務次長所主持之「
月於呂政務次長所主持之「擴大招收外國學生推動委
員會」
員會」提出。
提出。
案由三：
（提案單位
案由三：有關本計畫成果發表乙案，
有關本計畫成果發表乙案，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提案單位：陽明大學）
陽明大學）
說明：
一、 陽明大學宋副校長建議，可考量由策略聯盟名義租用台大校友會館或其
他適合的場地，以每週 1 校方式繼續舉辦，使記者對各校執行本計畫成
果更為瞭解，但辦理記者會準備事務繁瑣，勢必增加承辦同仁業務負
擔，亦可能使記者對本計畫有負面報導。
二、 7 月份擬先由 3 個頂尖研究中心：中原大學「薄膜研究中心」、海洋大
學「水產生物科技頂尖研究中心」及台北醫學大學「中風研究中心」試
辦。
三、 12 校後續應如何辦理，提請討論。
決議：
決議：
一、3 個頂尖研究中心訂
個頂尖研究中心訂於 7、8 月份先行辦理，
月份先行辦理，由 3 校共同舉辦 1 場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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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記者會。
表記者會。
二、由陽明大學排定時間表（
由陽明大學排定時間表（每 2 至 3 週一次），
週一次），12
），12 校輪流辦理，
校輪流辦理，記者會場
地可在由台大協助租借之台大校友會館，
可在由台大協助租借之台大校友會館，亦可在各校校內自行辦理。
可在各校校內自行辦理。
三、各校新聞稿及簡報
各校新聞稿及簡報電子檔請
新聞稿及簡報電子檔請於
電子檔請於記者會舉行前
記者會舉行前三天先 e-mail 給曾于庭先生
（tzeng6@mail.moe.gov.tw
tzeng6@mail.moe.gov.tw）
g6@mail.moe.gov.tw）。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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