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與生命科學院師長座談會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11 月 17 日（二）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生科大樓二樓生科院會議室
主

席：薛富盛校長

記錄：陳翔惠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研發處簡報：提昇本校學術聲望措施（略）
貳、校長及院長致詞：略
參、意見交流：
問題 1

現場
回應

建議與回應
一、為因應少子化的趨勢，建請校長主持，進行系所重整，提出有吸
引力的教育方案，吸引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進而增加本校的研
究能量。生科院雖然表現不錯，但仍有危機，建議可增設生物醫
學技術系之類的系所，以吸引學生。(周三和所長)
二、國際排名的計分方式，並不考慮是第一作者或是通訊作者，只要
有掛名即可，因此合作顯得相當重要，不論是在台灣跨領域的合
作，跨院所、跨校、甚至是跨國的研究。日前去廣西大學國家重
點實驗室進行交流訪問，才深深感受到本校在農學領域的表現如
此出類拔萃，讓我以身為中興大學的教授為榮；同時也令對方刮
目相看，並與對方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但我之前並不知校內其
他教授有如此優秀的研究，如果校內老師彼此都不瞭解，怎能期
待別人來欣賞我們的表現。我們應訂出計畫鼓勵老師走出去，一
些重點學校例如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業大學、福建農林大學，
讓他們知道中興大學的農業發展能量有多優秀。(周三和所長)
三、本校各學院有很多領域可互通，但歷年來想要重整系所，到院的
層級就結束了，無法繼續執行。成立跨領域的系所或學程來招收
學生才是可行的方法，既可讓學生的能量多樣化，也不增加老師
的授課負擔，又可吸收不同專長的人，對跨校或國際合作也會有
幫助。(吳聲海副教授)
校長：
兩位老師都提到合作的概念，我們在校內對同事間彼此有優秀的研究
都不曉得，日前與獸醫學院的教授一同訪問日本東京大學獸醫相關科
系，建築物大廳設置很多桌椅，歐美開放空間的設計也較為普遍，鼓
勵師生隨時可以坐下來討論，或一起用餐。這與我們的文化有關，建
築物也沒有這樣的設計，一進大樓就是進到個人的辦公室，現在雖然
因為執行計畫的因素，彼此互動的機會增加了，但仍然不夠。
我也認同系所重整，但現行教師員額由院管控，校長只保留 10 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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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型員額，系所重整時就面臨到困難，因本位主義不願意員額被收
回，致跨院的系所重整可能性相當低。我很認同要以全校的角度去規
劃，但是需要各學院的支持，如果大家有共識，未來會成立員額管理
委員會，讓各院代表監督員額的申請與分配，系所的重整才會露出曙
光。
今年中央大學成立醫工系，指考錄取成績為生醫/醫學工程類排名第
一；清華大學的招生策略是 80％的名額給推甄，20％留給指考，吸引
成績可以上台大但比較沒信心的學生，且拉高指考錄取分數；但我反
對這樣的作法，因為我來自偏鄉，比較會為弱勢的學生思考，家境好
的學生在準備推甄申請入學的資料較佔優勢，因此我贊同台大楊泮池
校長的作法，推甄的名額最高佔 50％。
現在有雙班的系所也比較吃虧，在公布指考錄取成績時就會排在後
面，錄取人數少，分數自然就拉高，這一點給各位參考。
剛剛周所長提到成立生物醫學科技系，工學院有醫工所，生科院與工
學院可以合作成立生醫系或醫工系，這涉及到雙方的老師配合及員額
分配的問題，現在跟醫學有關的系所，在招生上較佔優勢。
另外國際合作的部分，我非常認同要鼓勵老師去做國際化，研發處也
已經在推動，如果所發表的論文有國際合作，點數會加計 30％。
張副校長：
文化是靠人創造的，本校因為建築的設計，個人辦公室很大，導致同
事間缺乏互動，腦力激盪機會相對較少。要培養好的學生應要從照顧
大學部開始，學生活動中心當初興建時全校只有 4,000 個學生，到現
在 16,000 個學生要使用同樣的空間，新蓋的建築空間也很少提供學生
使用。第二點聘人是很重要的，能秉持廣納人才且客觀的態度，有益
學術的多元發展。
會後補 因應單位：研發處、人事室(員額機制)
充說明 研發處：
一、教學研究單位重整，需要院系所支持與配合，如需整併，請依「國
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辦理。
二、本處為協助教師得以延續並優化過往執行科技部核定計畫之研究
成果，並凸顯本校重點研究主題、優勢特色或社會貢獻，過往曾
執行全面提升計畫，由「跨單位或不同領域之研究團隊」或「個
別教師」研提並推動具特點之研究計畫，期以建構本校繼農業生
物科技中心後另具特色及競爭優勢之重點研究中心。未來希冀持
續推動並帶動跨單位學術研究風氣。有關跨國合作部分需會同國
際處以及校級研究中心參考現行相關規定後研訂之。
人事室：
一、依本校教師員額配置準則（詳附件 1）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為
維繫教學及研究品質，本校教師總額配置以學院之單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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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規定：「學系增班及新設系所之員額，以教育部核定員額
數為準，逐年增列為原則。若教育部未核給員額，則由各院自行
調整或本校員額管理小組調整。」
二、本校 96 年 3 月 16 日 96 年度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案由一決議，
確認通過各學院配置基準數及外加員額數。另案由二決議，學校
提撥 10 名，各學院相對提撥 20 名作為學校之競爭員額。惟截至
目前，校競爭員額扣除歷次會議或專案核撥員額後可運用競爭員
額尚餘 5.5 名（不含尚未收回的 0.5 名員額）。
三、查前項會議決議各學院配置基準數係依本校前配置基準（詳附件
2）核算，各學院系所數隨時間及校務發展情形而有更動，惟依
前開教師員額配置準則規定，學系增班或新設系所之員額，若教
育部未核給員額，則由各院自行調整或本校員額管理小組調整。
建請如遇有系所新增或調整之情形，涉及跨學院協調事宜，可提
案至教師員額管理小組，由各學院代表協商員額分配事宜。
問題 2

本校生科系雖然是雙班，分數與成大、師大、中央、中正、中山等校
在伯仲之間，但在招生時安排校園導覽，看到男生宿舍之後，家長往
往會作出不同的選擇或提出疑問，如果能提供具體改善願景，有機會
在畢業前使用到新的宿舍，對吸引優秀學生將會有幫助。(李宗翰主任)
現場 校長：
回應 女生宿舍已經動土，日前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也通過補助 2,700 萬整
修男生宿舍，第一階段先整修仁齋，打掉水泥床，由 4 人房改成 3 人
房，空間就不會這麼擁擠。另外一點也可提供參考，有學生來信，希
望不要為了改善居住環境而忽略了家境清寒學生的居住權益，本校的
住宿費用一學期 6 千元可以照顧弱勢家庭的學生需求，但整個居住環
境是需要改善。
本校學生的住宿率只有 23%左右，是國立大學中最低的，這一定要改
善，因為宿舍生活也是很好的教育，透過彼此的互動，會是一輩子最
好的事業夥伴，為此我設定了一個長遠的目標，希望學生的住宿率可
以達到 50％，這也列入目前正在撰寫的長程計劃中。有機會希望可以
對外表達學校都有這方面的規劃，但是需要給我們一些時間。
會後補 因應單位：學務處、總務處
充說明 學務處：
一、目前正積極推動男女宿新建工程：女宿誠軒新建大樓已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報開工，預計 107 學年度可提供 1004 床位；興大二村
男宿預計 108 學年度可提供 1216 床。
二、興大二村男宿正式啟用後，男宿原五棟舊宿舍業已接近使用年
限，將以整體宿舍區考量規劃，進行分期改建，以達成宿舍床位
數 50%以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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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現場
回應

三、男宿自 103 年起逐年逐棟進行屋頂防漏、浴廁、曬衣間整修、油
漆等，103、104 年已完成信齋及義齋，105 年-107 年預計整修仁、
禮、智齋；女宿亦從 104 年-108 年起逐年逐棟整修屋頂防漏，逐
年分別整修華軒、怡軒、勤軒、樸軒。
四、宿舍公共空間規劃：男宿公共空間除原有閱覽室及簡易運動室
外，預計 105 年將新設交誼廳、簡易廚房、討論區、簡報會議室
及鏡廳，以提供住宿生多元豐富的生活及學習環境，滿足同學們
在住宿生活中的各種基本需求，並可提昇學生住宿滿意度，及對
學校認同感。
總務處(營繕組) ：
一、新的男生宿舍(興大二村男生宿舍)目前已在設計中，俟完成都市
設計審議及取得建築執照，即可辦理發包。
二、新的男生宿舍分為南、北兩棟，均為地下 2 層、地上 10 層之新
式建築，預估提供 1,216 學生住宿床位，可大幅改善住宿品質。
一、基資所因增建用電增加，節電績效未達標準被罰款，是否可以針
對特殊案例做調整?。
二、建請檢討本校儀器設備收費標準，以達到更有效率的運用。(侯明
宏所長)
校長：
現在學校 1 年水電費 1 億 8 千多萬，又有新大樓要開始使用，預估很
快會突破 2 億，各系所繳交的管理費用在水電費約 5 千萬，每年校務
基金要透支 1 億 5 千多萬在水電費上，希望總務處善用節電機制，空
間及水電應要一併考量，用水電費來遏止空間無限擴張，如果以前的
作法有改善的空間，請總務處聽取大家的意見來研議改善方法，討論
合理的計算方式讓各系所有依據。水電的政策希望各位支持，省下來
的經費可用在教學及研究。
有些研究做得非常不錯的老師會希望實驗室什麼設備都有，但除了維
護還要有人員操作，其實是很大的負擔，貴儀中心對於科技部或研發
處支援的貴儀，會補助一些維護費用，我鼓勵同仁們透過共用實驗室
一起維護設施，一方面也可增加彼此的互動。台灣大多是獨立研究，
如果不夠強壯，很難撐起一片天；英國、日本多採用金字塔型的團隊
合作，作法是由一個教授領導，以下 2-3 個副教授、8-10 個助理教授、
還有一些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能量高，但領導者變得極為重要，兩
種方式各有利弊，我們可多參考並學習其他作法的優點。
宋總務長：
不同院系用電需求不同，是否應有不同標準，節能減碳的作法可再檢
討。
蔡主秘：
節能減碳雖然所發出的獎勵金比罰款多，但對學校整體來說還是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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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經費，且獎懲要點已修正為與過去 3 年的均值比較，而不是僅與去
年比較，已考量到各大樓、實驗室過去 3 年的使用情況，當然實驗室
有不能斷電的需求，但還是希望從其他可節省的地方著手，學校也會
持續給予獎勵。
校長：
特殊案例可以提出來。
會後補 因應單位：總務處、秘書室、研發處
充說明 總務處(營繕組)：
有關各使用單位用電需求不同，應用不同標準比較乙案，建議使用單
位提供資料給本處營繕組彙整，以利向節能減碳工作小組提案研議處
理。
秘書室：
依國立中興大學節約用電執行績效獎懲要點第 7 點規定，各建物之用
電如遇特殊情況致無法達成節電目標者，得提送專案報告，由節能減
碳執行委員會審議處理。
研發處：
貴重儀器中心分兩個不同系統進行服務：
一、科技部貴重儀器部分：科技部補助運作之儀器皆由儀器負責教授
召集專業領域人士，共組儀器運作管理委員會，開會訂定儀器管
理辦法制定及收費標準，並經科技部同意後執行。
二、校內貴重儀器部分：因校內儀器所屬領域跨及材料、生科、化學、
農資及獸醫相關領域，所有儀器皆由各領域專家負責儀器管理辦
法制定及收費標準，相信皆以最專業方式訂定收費標準。
對於收費若有任何疑問，得直接與負責教授或貴重儀器中心進行協詢
及溝通。
問題 4 本校甄試入學的報到日期較晚，依學生填寫的就學意願，有些優秀學
生已備取至台清交等校就讀，可否將報到日期提前，或授權個系所自
行決定報到時間？（張嘉哲所長）
現場 吳教務長：
回應 這部分在上次的招生會議有討論到，本校目前採取兩階段放榜，分為
有面試與沒有面試的；沒有面試的部分，各學系在放榜後可逕行通知
學生報到，不需等學生填寫就學意願，報到也是由各學系自行負責。
校長：
請善用逕行錄取的方式，例如書面審查分數在前 20％的學生，就不用
面試，直接書面通知該學生來報到。
會後補 因應單位：無
充說明
問題 5 與 T4 的合作應有目標策略，共同合作研究計畫，爭取外部資源。（陳
鴻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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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
回應

校長：
教育部每年從 5 年 500 億中撥 3,000 萬給 T4 使用；另外，本校與中正、
中山各出資 5,000 萬，成大出資 1 億，作為水保、海洋、奈米科技這
三個領域的合作計畫，當初的想法就是 4 校組成團隊，將來要向外爭
取更大的計畫，這機制已經在運作了，未來請研發處再加強宣傳。
魯國際長：
T4 的國際籌備處在中興大學，但經費非常有限，在推動四校的國際化
上，主要投注在大學部的學生身上，從大一進來的營隊、暑期、交換
生、畢業前海外的暑期活動等等，暑期學生的海外實習，會列入明年
的計畫當中。提醒院長及各系所主管，如果有澳洲或歐洲的學者接洽
的話，請儘量接下來，因為澳洲政府有一個 New Colombo Plan，提供
當地的學者、學生申請，由政府補助學生或老師來包括台灣的亞洲國
家，進行短期的交流或長期的學習合作；歐洲的 Erasmus+，年輕的學
者來台與我們的年輕學者互動後，同步申請歐洲面向的計畫以及在台
灣申請科技部的計畫，這些其實遠超過 T4 可提供的額度與資源。
周三和所長：
要談國際化，辦理國際會議時來賓的住宿問題要解決。
校長：
我認同周所長的看法，救急的作法是附農的實習旅館，現在大概可容
納 500 多位貴賓住宿。
會後補 因應單位：研發處
充說明 一、台綜大目前有海洋、新興材料、生醫工程三個合作計畫，本校相
關領域教師參與計畫中。
二、本案將提台綜大研發工作圈討論；未來新的計畫，本處將加強宣
傳，邀請本校相關領域教師共襄盛舉。
問題 6 家長很關心學生的宿舍、系館、餐廳，老師也很期待有一個輕鬆、舒
服的環境能讓師生聊天、討論事情，並可以就近接待外賓，既然既有
的大樓空間變動不易，是否可規劃新的空間？且聽說舊的活動中心沒
有使用執照，可否解決？（陳鴻震院長）
現場 校長：
回應 我一直很關心學生活動中心這部分，特別是包括外賓來訪以及老師的
互動。現在有很多事情同時在推動，包括第二學生餐廳；康橋旁邊單
槓場附件那塊區域，未來會找廠商規劃，可以用餐、喝咖啡；運動場
的規劃則包括溜冰場移到圖書館後面，增加排球場及網球場，現在的
紅土球場改成立體停車場，大門進來的中興大道將分隔島移除讓視野
開闊等，將來比較細部的計畫會再與各位報告。
學生活動中心確實沒有使用執照，目前正在重新申請中，未來的規劃
是學生社團移到雲平樓，活動中心要設置餐飲及小型商場，供師生購
買生活用品，希望可以儘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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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 因應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
充說明 一、已提案至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同意匡列學生活動中心取得
使用執照之經費額度。
二、業於 11 月 20 日上簽移請總務處營繕組辦理取得使用執照相關事
宜，目前由總務處營繕組辦理中。
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員額配置準則
九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第三一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十二月九日第四十九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七條）
95 年 12 月 8 日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3、5、6、7 條條文
97 年 5 月 9 日第 54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5 條條文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適當調配教師員額及充分運用教學資源，以利
全校卓越之發展，特依據本校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8 次校務會議之決議，訂
定本準則。
為維繫教學及研究品質，本校教師總額配置以學院之單位為原則。
提供學校共同、通識及全校服務性課程之單位，應依該類課程授課時數、修課人
數、輔系、雙主修等，以每學年增開 18 學分則以增加一位編制內教師或專案教師
員額為原則，員額由教務處控管。
本校設置員額管理小組，由校長召集並聘請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各院院長及學術傑出教授若干人組成，綜理全校員額之配置。
學系增班及新設系所之員額，以教育部核定員額數為準，逐年增列為原則。若教
育部未核給員額，則由各院自行調整或本校員額管理小組調整。
各學院為調配所屬系所教師員額，應參酌所屬各系所教師員額狀況及發展需求（各
系所應訂定中期發展計畫）、學院整體發展規劃與學術發展趨勢訂定其「教師員
額流通辦法」並成立「教師員額管理小組」，以負責初審各教學單位教師員額及
人力流通之建議事宜，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院得以學校競爭型教師員額或學院教師員額聘任教師，並以專任為原則。
各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應經院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後施行。
表現卓越之系所或相當於國科會傑出獎以上之教師員額，經本校員額管理小組同
意可額外核給。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
學

校

本校前配置基準

說

明

1.大學部一班 14 人；每增一班，增加十二人，五年制之系，則以增加 3
位為原則。
2.系含碩士班者，以十六位編制教師為原則。
3.系含碩士及博士班者，以十七位編制教師為原則。
4.獨立所碩士班以五位編制教師員額為原則；含博士班者，以六位編制
教師員額為原則。
學系增班及新設系所之員額，以教育部核定員額數為準，逐年增列為原
則。若教育部未核給員額，則由各院自行調整或本校員額管理小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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