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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列管單位建議案執行情形回覆表 

說明：1.為積極追蹤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確實達到目標，各案決議由執行單位依據執行事項確實完成結案

填寫列管建議(解除列管或繼續列管)，再送校務會議議案審查小組審議。 

2.填報注意事項：各單位提報執行情形時，應明確說明（包含會議時間、相關函文字號等），並確實執

行。 

3.編號說明：編號共分 3 組代碼，代碼組間以「-」區別，第 1 組為學年度；第 2 組為會次；第 3 組代碼

之第 1 碼為提案(以 A 表示)或臨時動議案(以 B 表示)、末 2 碼則為案次。 

4.各單位請自行刪除其它單位之列管案件，並請於 109 年 3 月 27 日(五)前經一級單位主管核可後以電子

檔傳送至秘書室彙整(承辦人電子信箱：sfbv8455@nchu.edu.tw)。本表下載網址(秘書室網頁/行政議事/

校務會議/列管案件執行情形表)：http://secret.nchu.edu.tw/download/school_meet06.doc。 

※校務會議列管案： 

編號：105-76-A16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 

案    由：本校學生餐廳 BOT案擬終止，回復由校務基金興建，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7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一、本案業經 105年 12月 9日第 76次校務會議通過在案，教育部業於 106年 1月 19日台

教高（三）字第 1060006965號函及財政部業於 106年 1月 23台財促字第 10625501550

號函解除「本校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餐廳興建營運移轉案(BOT)列管事宜。 

二、前執行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校產經營群業務，已於 106年 2月 1日併入總務處資產經

營組，擬請同意本中心解除列管。 

◎同意產學研鏈結中心解除列管。 

總務處： 

一、105年 11月 21日產學營運總中心簽准第二學生餐廳 BOT終止，經由 76次校務會議          

提案討論通過，改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興建。 

二、105年 11月 30日總務處委由「106年度本校建築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承攬之張          

文滋建築師事務所辦理「第二學生餐廳新建工程」設計監造事宜。 

三、106年 1月 19日總務處召開第 1次初步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 

四、106年 3月 8日總務處召開第 2次初步設計預算圖說審查會議，會議決議建物外型          

朝向時尚感，塑造成較有特色之標的。 

五、106年 3月 31日設計單位檢送再次修正後圖說，目前擇期召開第 3次審查會議。 

7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6.4.20召開第 3次細部設計審查會議，106.5.10校務協調會議提案，建築師與會簡

報規劃設計內容。106.6.12細部設計建物外觀修正，106.7.17送校，106.8.07召開

第 4次細部設計審查會議。 

二、106.8.18摩斯餐廳拆除審計單位准予備查，106.9.22取得拆除執照，106.10.3簽核

招標文件。 

7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6.10.30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框列第二學生餐廳新建工程預算 4,950萬元。 

二、106.09.22取得摩斯漢堡拆除執照。106.10.04拆除工程上網文件簽核

(1060402671)106.10.26奉核。106.10.31上網招標。106.11.7開標，最低標廠商報

價低於底價 7折，經主持人當場宣佈保留，其提出書面說明，106.11.13簽同意決標

後續廠商向市府報開工，預計 11月底完成拆除，再進行遺址試挖掘。 

mailto:sfbv8455@nchu.edu.tw
http://secret.nchu.edu.tw/download/school_meet06.doc
http://secret.nchu.edu.tw/download/school_meet06.doc


2 

 

8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6.10.30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框列第二學生餐廳新建工程預算 4,950萬元，摩

斯漢堡拆除工程 106.12.6開工，106.12.29拆除完成，107.01.05驗收完成。 

二、107.01.02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進行遺址挖掘，試挖掘發現陶片，搶救挖掘擴大至人

行道旁邊，自然科學博物館搶救第二階段完成。107.1.22上午驗收完成。 

三、建築師 106.12.12提送細部設計圖說，106.12.28召開細部設計圖說及預算書審查會

議，設計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訂於 107.01.26函送預算書圖(含結構技師於預算正本用印

簽證時間)。107.1.25邀集廠商分享餐飲經營經驗，目前本校規模因進駐餐廳規劃等

需求尚需調整。107.2.23張文滋建築師到校參加招商協調會議。張文滋建築師同意提

供相關招商圖說及參與說明會。107.3.23張文滋建築師到校參加招商說明會議，依出

席廠商意見，目前設計規劃不符使用需求，全案擬再評估修正設計。 

8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07年 4月 16日召開協調會議，5月 7日簽辦與張文滋建築師事務所終止契約陳核中。 

8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7.05.07簽辦與張文滋建築師事務所終止契約於 107.05.28奉核。 

二、新案重新估算所需經費，概估金額約 8~9千萬元，將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8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重新估算所需經費 83,015,569元，業經 107年 10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通過；刻正撰寫委託規劃構想書。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重新估算所需經費 83,015,569 元，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補助已經核准。 

二、規劃構想書已經校長核定，已簽辦招標方式及成立評選委員會。 

三、108.1.11 第 1 次評選會，108.01.25 上網公告。108.02.20 開標，108.02.21 評選，

108.02.27評選結果簽准，108.03.11議價完成決標。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建築師於 108年 03月 26日檢送基本設計資料，因缺漏部分內容，已檢退並通知建築

師 108年 4月 16日前檢送本校。108年 04月 25日召開基本設計審查會，並請於 5月

17日(五)前提送修正圖說。 

二、108年 5月 2日召開餐廳廠商建議會議，彙集與會人員討論結果仍以統包方式辦理為

宜，且設計配合統包商，避免出租後未符使用需求須變更。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8年 5月 24日教育部函覆同意本校招商事宜。6 月 27 日召開第 2 次基本設計審查。

7月 26日請設計單位修改重新規劃 RC(鋼筋混凝土)及 SC(鋼骨混凝土)之比較。 

二、8月 2 日設計單位將採原設計鋼筋混凝土結構，並增加柱子數量，以提高結構安全性，

而非採鋼結構。8月 13日欣中公司提供設計圖及報價單，費用為 6,091,485元，該公

司另提供一路徑供校方選擇，費用約 240萬元(僅外線，未含內線)。8月 29 日設計單

位檢送將採增加柱子數量之說明。10月 3日基本設計第 2次審查會議(洽租賃廠商與

會)。 

三、二餐場地出租採統包方式辦理函報教育部同意，教育部於 108年 5月 24日函復本校得

以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合作經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等方式辦理。 

四、二餐場地出租案於 7月 10日召開標租文件審查會議， 8月 9日刊登標租公告， 8月

28日資格標開標， 8月 29日召開場地出租評審會議。 

五、已排訂 10月 16日辦理議約決議程序。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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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單位 108年 10月 17日檢送修改後基設資料， 11月 4日召開基設第 3次審查會。

廠商刻正細設中。11月 30日地質鑽探， 12月 4日前提送細部設計資料，並訂於 12

月 16日召開審查會議。 

二、二餐場地出租案於 10月 16日決標予興大新創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編    號：105-77-A08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為改善本校研究生住宿環境及提高生活空間品質，擬規劃新建「興大四村學生

宿舍」，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7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已提送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預計於 106年 10月 26日召開)。 

7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申請校務基金補助 5,000萬元，業獲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近期將函送教育部審查。 

8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業於 106年 12月 29日函送教育部審查，教育部 107 年 2 月 1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002241 號函復審查意見(含基地、房型及建造經費等意見)，請本校依審查意見

覈實檢討修正後，將修正構想書報部辦理。 

二、107年 3月 19日邀集學務處、總務處、主計室相關單位，研議工程興建時程、基地及

房型規劃等事宜。 

8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教育部審查意見建議爭取本案東、西兩棟間以較一般人行陸橋為寬之「人工地盤」相

連接，並爭取巷道地底下作為公共地下通道，以利空間活化與增值。 

二、業於「臺中巿政府與中彰投各大學第 14次工作會議」提案，請臺中巿政府提供本新建

工程中廊及公共地下室之設計、建造及相關法規之協助，工作會議訂於 107年 5月 30

日召開。 

8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依 107 年 3 月 19 日本案教育部第一次審查意見研商會議決議：考量本校多項工程

進行中，為紓解財務負擔並評估興大二村男生宿舍及誠軒大樓女生宿舍之住宿率，本

工程預定於前揭宿舍啟用後興建。為縮短規劃期與施工期之物價差異，預計於 108 年

初以主計總處公布之 108 年度總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估算建造成本並送教

育部審查，預估 110年起為施工期。 

二、臺中巿政府業於 107 年 5 月 30 日召開「「臺中巿政府與中彰投各大學第 14 次工作

會議」，建設局建議本校依「臺中巿道路架空走廊及地下通道設置管理辦法」提出空

廊及公共地下通道之申請，會議決議請建設局及都發局協助本校申請建築執照。 

8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依 107 年 3 月 19 日本案教育部第一次審查意見研商會議決議：考量本校多項工程

進行中，為紓解財務負擔並評估興大二村男生宿舍及誠軒大樓女生宿舍之住宿率，

本工程預定於前揭宿舍啟用後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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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生宿舍誠軒大樓」預計本(107)年度取得使用執照及傢俱設備裝修完成，預計 108

年 2 月學生進駐使用；「興大二村男生宿舍大樓」預計本(107)年度完成結構體、外

部裝修及內部裝修，預計 108 年度工程竣工、109 年度學生進駐使用。 

三、擬於 108 年 2 月參考「女生宿舍誠軒大樓」住宿申請率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並評

估新建工程之必要性及規模，倘本案確有需求，預計 108 年 5 月規劃構想書(修訂

版)函送教育部審查。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女生宿舍誠軒大樓」於 108 年 2 月進行試營運，提供 548 床位供學生入住(多數為

配合勤軒整修而搬遷之學生)，9 月開放全部 988 床位提供學生申請入住。 

二、擬參考「女生宿舍誠軒大樓」住宿申請率修正本案計畫書相關內容，並評估新建工

程之必要性及規模，倘本案確有需求，將召開規劃委員會議，預計 108 年下半年度

將規劃構想書(修訂版)函送教育部審查。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訂於 108 年 5 月 23 日召開「興大四村暨興大五村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規劃委員會」第 4

次委員會議，討論評估本新建工程之必要性及進度時程。 

依前開會議討論結果：誠軒女生宿舍床位數共 988 床，108 年 9 月始提供學生正式入住，

目前尚無法確切評估本新建工程之需求，擬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後進行需求評估。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誠軒女生宿舍床位數共 988床，108年 9月提供學生正式入住。 

二、依學務處提供資訊: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共計 1,663 人住宿，計有

79%的大一新生住宿(保障床位，申請者皆可獲得床位)。大學部二~四年級及碩士班研

究生男生共計 1,336人申請床位，提供床位數 724床，不足 612床；女生則共計 1,042

人申請床位，提供床位數 1,119床，床位數尚無不足情形。 

三、興大二村規劃 1,216床位數，預計 110年度學生進駐使用，考量宿舍床位數供給漸增

及學生申請床位意願，目前無法確切評估興大四村學生宿舍必要性，擬於興大二村完

工啟用後再進行評估。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擬於 110年興大二村完工啟用後進行評估，目前無執行進度。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    號：105-77-A09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為改善本校國際學生住宿環境及提高生活空間品質，擬規劃新建「興大五村學

生宿舍」，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7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已提送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預計於 106年 10月 26日召開)。 

7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申請校務基金補助 9,923萬 4千元，業獲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通過，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近期將函送教育部審查。 

8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教育部 106年 12月 13日臺教秘(二)字第 1060179452號函示: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 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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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程計畫，免報部審查，故本案以 107年 1月 8日興研字第 1060803003號簽奉核可，移

請總務處賡續辦理。建請改列管總務處，研發處解除列管。 

   列管單位建議：本案改列管總務處，研發處解除列管。 

8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規劃構想書核准，本處整理委託服務設計及監造文件準備中。 

8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規劃構想書核准，本處整理委託服務設計及監造文件準備中。 

8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已完成規劃構想書，規劃建造地下 1層、地上 5層(暫定)建物，總計 3,358㎡（約 1,015.8

坪），地上一層為商業空間、管理室及洗衣室，地上二至五層為宿舍及交誼空間，地下

一層為停車空間，約可提供學生停放機踏車 52台及汽車 17輛。 

二、目前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招標方式、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簽准，招標文

件初稿完成，修正後簽辦招標事宜。 

三、於今(107)年 3 月 26 日函請興大五村三名現住戶於文到三個月搬離並返還宿舍，惟考

量該三名現住戶年事已高，另覓租屋處須花費相當時程，嗣於同年 7月 16日發函通知

延緩搬遷期限至同年 9月 30日，然該三名現住戶逾期未遷出，再於同年 10月 15日正

式以存證信函限期於文到一個月內搬離，但仍逾期未返還宿舍，爰於同年 11 月 30 日

開會協調，會中承諾予以協助申請相關補助，擬再延緩一個月搬遷期限，否則具狀訴

請遷讓房屋，並請求給付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及裁判費。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總務處： 

一、107.12.22 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公告上網。108.1.4 開標。108.1.7 評審會

議(無合格廠商廢標)。 

二、108.1.18 簽辦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檢討會，108.1.30 召開規劃檢討會議，會議無共

識當日已提校務協調會討論。已於 108.2.13 移請研發處修正規劃構想書。 

研發處： 

本案提送 108年 3月 20日校務協調會議討論，擬依決議修正規劃構想書，並訂於 4月中旬

召開規劃委員會議。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訂於 108 年 5 月 23 日召開「興大四村暨興大五村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規劃委員會」第 4

次委員會議，討論本新建工程空間配置及房型變更之相關規劃。 

依前開會議討論結果：本案住宿對象擬進行細步評估，請學務處提供大一學生、大二以

上學生及碩博士研究生之住宿率，請總務處提供現有學人宿舍明細及學人住宿需求分

析，相關資料提送下次委員會議討論。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興大五村原 3 名住戶已交回房地，房舍皆已淨空。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8 年 6 月 10 日辦理興大五村眷舍現場會勘，請本校評估興大

五村基地毗鄰之 85-55 地號國有土地(住宅區既成巷道，面積 310 平方公尺)廢道及

撥用納入學生宿舍基地之可行性。 

三、前揭既成巷道為附近居民 50 餘年使用通行之道路，為考量居住和諧性及避免居民

抗議，又因廢道可能性低及作業時程冗長，恐影響本案進度，108 年 10 月 2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協調會議決議既成巷道不納入本案基地。 

四、預訂於 108 年 11 月召開本案第 5次規劃委員會議，賡續規劃研議房型配置相關事宜。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持續規劃中，第 5次規劃委員會議擬延至 109年 2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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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7-82-A0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本校申請有償撥用國防部復興建成營區土地案，擬變更撥用範圍，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7 年 10 月 22 日函文國防部申請調整撥用範圍及以 20 年 20 期預算平均攤還撥用金

額。 

二、107 年 10 月 22 日函文臺中巿政府都巿發展局申請製發「撥用不動產有無妨礙都市計

畫證明書」，臺中巿政府於 107年 10月 31函復證明書。 

三、107年 11月 28日電詢國防部，國防部預定於 107年 12月初函復本校，本校預定於 12

月 10日前將撥用構想書函送教育部審查。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7 年 12 月 14 日國防部函復本校原則同意變更撥用範圍，惟土地撥用款分 20 年 20

期預算支付，需依程序呈報行政院核示後辦理。 

二、107年 12月 21日以興研字第 1070802984號函將撥用計畫書送教育部審查，並請教育

部轉陳行政院同意以 20年 20期預算支付撥用款。 

三、108年 1月 14日教育部函復本校撥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主要審查意見為(一)本案土地

撥用及興建之必要性、校務基金是否足以支應土地撥用、工程興建及長期維護之費用，

請本校詳細評估財務規劃之可行性。(二)補充說明本案擬採分期期數高於 8 年方式辦

理之必要性，俾利後續報請行政院專案核定。(三)本校前獲國資會同意保留 19筆土地

之管理經營效益及開發計畫。 

四、108年 2月 11日本案撥用說帖呈送教育部長。 

五、擬於 108年 5月前依教育部審查意見修正撥用計畫書後函送教育部。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持續與國防部及教育部研商撥用計畫相關事宜。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刻正依教育部審查意見修正撥用計畫書，預計於 108年 10月 31日前將撥用計畫書送教育

部續審。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8年 10月 31日將撥用計畫書(修正版)再次函送教育部審查。 

二、教育部 108年 11月 13日函復本校撥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三、囿於無分期 20年支付土地撥用款之法源依據及臺中巿政府對本案土地興辦社會住宅之

規劃，108年 11月 19日函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同意本校改以編列 8年 8期預算無息

撥付土地款。該局 11月 28日函復本校，基於協助大學教育發展，原則同意本校變更

撥付期限。 

四、本案編列 8年 8期預算提送 108 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依 108年度

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撥用土地總預算為 851,411,154元，擬於第 1~4年各編列預算 5

千萬元、第 5~7年各編列預算 1億元及第 8年編列預算 351,411,154元，核准撥用年

度之公告土地現值若有異動，增減價差於第 8年調整)。 

五、刻正修正撥用計畫書，預計於 108年 12月中旬函送教育部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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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7-83-A0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因應本校百年校慶並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川興城」計畫，擬興建「校史館」，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秘書室)： 
研發處： 
臺中巿政府水利局修正綠川水環境計畫內容，影響本案景觀，爰新建工程構想書函送教育

部審查乙事緩議。 

秘書室： 
一、臺中市政府「綠川興城計畫」原規劃封除興大路，引起附近居民反彈陳情，經市府與

市民協調後，承諾修改計畫內容保留興大路。 

二、本案原為配合綠川興城計畫，將水岸空間串連設計景觀亮點，因基地環境改變已不適

宜原設計需求，業提 107 年 12 月 26 日第 421 次行政會議同意校史館興建構想書暫緩

送教育部審查。 

三、目前仍積極尋覓合適場地，將依基地實況另案規劃校史館。 

四、興建校史館募款專案募得之款項將專款專用。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配合校園整體規劃，擬拆除原舊理工大樓，規劃作為校史館興建基地。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配合舊理工大樓拆遷時程，目前尚無進度。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配合舊理工大樓拆遷時程，目前尚無進度。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編號：107-83-A02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規劃新建「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7年 11月 22日新建工程構想書函送農委會爭取補助款。 

二、107年 12月 25日新建工程構想書函送教育部審查。 

三、108年 1月 17日農委會函復審查意見及同意 108年度補助本案規劃經費 500萬元，後

續則視執行進度及農委會各該年度預算匡列情況，逐步滾動檢討；108年 2月 19日研

發處函文農委會請其同意匡列本案補助總經費及分年度預計補助經費，以利本案後續

相關規劃。 

四、108 年 3 月 4 日教育部回復「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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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審查意見。 

五、108年 3月 18日召開本案第 2次規劃委員會議，研商教育部及農委會之審查意見回復

內容。 

六、教育部將於 4月中旬召開本案審查會議，並請本校列席說明審查意見回復內容。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教育部於 108年 4月 25日召開本案審查會議，由研發處、獸醫學院、總務處及主計室

共同出席。 

二、審查會議主要意見為增加本案空間配置之完備性，教育部預計 5 月中旬函復審查會議

紀綠，本處將據以修改「審查意見回復表」及「可行性評估報告」(原構想書)，再次

函報教育部審查。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8年 3月 11日農委會函復同意補助 7,000萬元。 

二、108年 6月 12日教育部函復同意補助 9,000萬元。 

三、108年 6月 21日召開第 3次規劃委員會議，研商教育部審議意見回復內容。 

四、108年 7月 31日教育部函復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意見。 

五、108年 8月 13日召開第 4次規劃委員會議，研商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意見回復內容； 

六、108年 8月 22日將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2次修正版)函送教育部審查。 

七、108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將本案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2 次修正版)函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及主計總處審議。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8 年 9 月及 10 月以電話通知本案審議意見，本校分別於 9 月 10

日及 10月 15以電子郵件回復主計總處審議意見。 

二、108 年 11 月 7 日教育部以臺教高(三)字第 1080161761 號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議意

見，審議意見包含補充本案新建必要性與量體合理性、盤整各大學獸醫相關科系可提

供獸醫師實作場所整體容訓協調、盤點本校校舍整體空間及補充本案財務計畫之成本

效益分析與計畫自償性財務資訊等。 

三、108年 12月 11日以興研字第 1080803061號函將本案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3次修正版)

函送教育部轉請主計總處續審。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7-83-A06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於 109學年度新增醫學系，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依教育部 108年 1月 7日臺教高(四)第 1070227147號函公告之 109學年度【特殊項目】增

設調整案作業規定期限，業於 108年 1月 30日函報教育部。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依教育部 108 年 5 月 9 日臺教高(四)第 1080063716A 號來函之初審意見，業於 108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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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函報教育部本案之補充說明資料，刻由教育部審核中。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一、教育部於 108年 7月 2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80097637A號函復本案審核結果為「緩

議」，後又於 108年 8月 1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80120135號更正本案審核結果為「同

意先由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進行認證，並俟衛生福利部就公費醫學生需求之推估

及學校投入資源到位情況，再由本部續行審議設立」。 

二、經電話請示教育部，教育部回復本校若欲再提醫學系增設案，須先依本次委員審查意

見修正計畫書內容後另案提出申請，且仍應重新完成校內相關程序。 

三、業將上述公文及相關資訊提供提案單位(研發處)參考。 

※本處建議解除列管。 

研發處： 
為籌設醫學系本校將積極投入資源，師資部分將提送教師校員額小組會議，爭取醫學系教

師員額，遴聘基礎及臨床醫學教師；空間部分將積極爭取復興建成營區土地等校地，興建

醫學教學大樓；此外，亦積極尋求合作夥伴，共同成立醫學系，以減輕校務基金負擔。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為籌設醫學系本校將積極投入資源，師資部分已提送 12月 9日教師校員額小組會議，爭取

醫學系教師員額，遴聘基礎及臨床醫學教師；空間部分積極爭取復興建成營區土地等校地，

興建醫學教學大樓；此外，亦積極尋求合作夥伴，共同成立醫學系，以減輕校務基金負擔。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7-83-A07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    由：理學院 109學年度申請增設「跨領域應用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一、教育部於 108 年新增規定，除針對各學制班別之增設、調整案進行全面專審外，並限

制各學制申請案合計至多各 3 案，若提案數超過者須排序，第 4 案以後之案件將不予

受理審查。 

二、茲因本校已完成校內審議流程之學士班增設案共計 4 案，經教育部 108 年 1 月 7 日臺

教高(四)第 1070227147號函規定時程及本校簽呈奉准特殊項目(醫學系)增設案於 108

年 1月 30日函報教育部；另依教育部 108年 1月 28日臺教高(四)第 1080013991號函

規定及電詢教育部承辦人確認，本校學士班增設案之申請件數餘額為 2 案，爰經簽准

本案由周副校長主持，並邀請各學院院長及教務長於 108年 2月 27日召開協調會議審

議排序事宜，並摘錄排序結果如下： 

(一)第一順位為文學院-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二)第二順位為電資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三)第三順位為理學院-跨領域應用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三、本處業遵循上開會議決議將學士班增設案，依教育部規定時程，於 108年 1月 30日函

送教育部進行專審事宜。本次審議結果亦已同時通知理學院，未能納入教育部本次申

請案者，擬排入下次申請案件中綜合考量。 

四、另於 108 年 4 月 10 日洽詢理學院本案後續辦理規劃，理學院回覆擬依 108 年 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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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學院主管會議紀錄決議辦理：「在學校支援提供 2名專任教師員額與行政人員前提

下配合辦理」(如附件 1)。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依 108 年 2 月 27 日協調會議共識，擬排入下次申請案件中綜合考量。另於 108 年 5 月 3

日第二次洽詢理學院本案後續辦理規劃，理學院回覆後續仍依該院 108年 2月 26日之學院

主管會議紀錄決議辦理。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依 108年 2月 27日協調會議共識，擬將本案排入申請 110學年度教學單位增設調整案中綜

合考量。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經洽詢理學院本案後續辦理情形，該院回覆經 108 年 11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主管會議討論後決議，已同意本案撤案並將提送該院院務會議審議。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編號：107-85-B0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工學院、研發處） 
案    由：擬於機械實習工廠原址規劃新建「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機械系、研發處、總務處)： 
機械系：  
本案已委託建築師完成規劃構想書並於 108年 7月 1日專簽(文號 1081900323)奉核可進行

招標。 

研發處： 
為發揮土地利用率，本案樓層數增加為 4層樓，總工程預算由 4,910萬元增加為 5800萬元，

業經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本處建議解除列管。 
總務處： 
一、108年 7月 2日機械系簽准辦理統包。7月 15日函請教育部同意本校擬採用最有利標

方式辦理。7月 25日教育部函覆同意本校採用最有利標。 
二、8月 6 日校長提示改建 4層樓。8月 15 日機械系簽請規劃改建 4層樓。8月 22日機械

系簽准第一期增加校務基金費用。本(營繕)組提案至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本案原規劃新建工程費用 4910萬元，校長交議未來預留增建四樓溫室區，費
用增加 890萬元(總經費 5800萬元)由校務基金支應。9月 18日簽准統包評審委員。9
月 27日通知評審委員審查投標文件。10月 3日召開招標文件審查會議。10月 7日公
告上網，預計 108年 10月 28日開標。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機械系、總務處)： 

機械系：  
本案原訂於 108 年 10 月 28 日公開招標，因無人投標而流標，案經本系依評選委員建議事

項及考量本系使用需求已委由建築師協助完成需求計畫書修訂陳請總務處協助辦理第二次

公告招標程序。 

總務處： 
一、108年 11月 4日簽第 1次流標(無廠商)機械系檢討更改需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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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年 11月 27日召開規劃會議，會議決議同意修正構想書及辦理公開閱覽。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機械系、總務處)： 
 

 

 

編號：108-86-A04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臺中巿政府辦理「臺中市綠川(信義南街~大明路)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構想

範圍擬包含本校部份校園，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本校西側校門已初步規劃設計完成，未來配合臺中市政府工程進行本校西側校門新建、西
側圍牆矮化、環校路面擴寬及男生宿舍圍牆周邊花台拆除作業，以改善校園西側景觀。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編號：108-87-A0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副校長室) 
案    由：擬訂本校 109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副校長室)： 
 

 

 

 
 

編號：108-87-A02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農產品驗證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設置辦法」全份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農產品驗證中心)： 
 

 

 

編號：108-87-A03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五、三十九、四十三、五十及五十一條條

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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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8-87-A04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學務處)： 
 

 

 
編號：108-87-A05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工學院擬於 110學年度起增設「智慧創意工程學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編號：108-87-A06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    由：資訊管理學系擬於 110學年度成立「資訊管理學系人工智慧產業化博士班」，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編號：108-87-A07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案    由：申請裁撤「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編號：108-87-A08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案    由：申請裁撤「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位學程」，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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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8-87-A09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全份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產研界或國際學者由學術審議委員會認定。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8-87-A10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國立中興大學新進

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全條文及相關表件、「國立中興大學服務特優教師彈性
薪資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九條及審查表、「國立中興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七條條文案，請討論。 
決    議：「國立中興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修正通過；餘照

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編號：108-87-A1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編號：108-87-A12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設置「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農業研發中心」之編制外校級附屬單位，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8-87-A13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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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設置「國立中興大學非洲產業研究中心」之編制外校級附屬單位，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8-87-A14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級暨院級附屬單位（含編制內/外校級、編制內院級）之設置辦法，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8-87-A16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全份條文，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編號：108-87-A17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案  由：擬修正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各附屬單位設置辦法/組織規程（編制內 11個），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農資學院)： 
 

 

 

編號：108-87-A18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理學院)： 
 

 

 

編號：108-87-A19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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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名稱及全份條文，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生科院)： 
 

 
 

編號：108-87-A20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獸醫教學醫院設置辦法」全份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獸醫學院)： 
 

 
 

編號：108-87-A2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設置辦法」全份條文，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獸醫學院)： 
 

 

 

編號：108-87-A22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俟本校組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學務處)： 
 

 
 

編號：108-87-A23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為配合國際事務處新增國際教育組，擬修正「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部分條文，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俟本校組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國際處)： 
 

 

 

編號：108-87-A24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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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為強化校友中心服務品質及效能，擬將該中心整併入秘書室，爰修正「國立中
興大學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二十四條，「國立中興大學秘書室設置辦法」第二
條，並廢止「國立中興大學校友中心設置辦法」，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俟本校組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編號：108-87-A25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第五條暨「國立中興大學

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26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六條及第九條第六項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27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十二條條文，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28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年資晉薪評定辦法」第五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29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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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六條及十一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30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第四條條

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31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第六點條文，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32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編號：108-87-A33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校內路名調整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編號：108-87-A34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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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校徽調整擬提二方案，請討論。 
決    議：採「方案一」設計，內圈顏色由使用單位自訂。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