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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管理學院院座談會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5 月 30 日（一）下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13 時 35 分 

會議方式：google meet 視訊會議 

主    席：薛富盛校長                            紀錄：陳顗名、許郁敏 

出席師長：管理學院-謝焸君院長、管理學院-林月能副院長 

運管所-余宗龍所長 

企管所-蕭櫓所長、林金賢教授、蔡玫亭副教授、遲銘璋副教授、酈

芃羽副教授、張瑞當執行長 

科管所-賴榮裕所長、巫亮全教授 

行銷系-黃文仙主任、魯真教授、渥頓教授、蔡明志教授、陳明怡副

教授、王建富副教授、羅惠宜副教授 

財金系-李超雄主任、楊東曉教授 

資管系-林詠章主任、蔡孟勳教授、陳全溢助教 

會計系-林宜勉主任、龎雅文副教授、王韶濱助理教授、林湘瑾行政

辦事員 

創經學系-簡英智助理教授 

電子商務暨知識經濟研究中心-何建達主任 

 

壹、校長致詞暨校務發展簡報：（略） 

貳、意見交流： 

 建議與回應 

問題 1 學校在研究表現獎勵機制好像不夠均衡，因提問老師並沒有說的很

清楚，我的理解是學校在強化學術排名機制下，給予老師什麼誘

因？以及學術獎勵分配的機制是採用什麼原則？ (謝焸君院長代為

提問) 

現場 

回應 

校長： 

這機制是從 2005 年邁向頂尖計畫時候，開始有學術論文獎勵制度，

當時有編列 20％可作為獎勵，這辦法已經有悠久歷史。這些年有人反

映，也有逐步調整，該工作由研發處負責。這辦法早期主要是參考SCI、

SSCI、A＆HCI 三類，後來因為人文社科領域反應，也將專書、專利

等都列入，已有 15 年歷史。 

 

如果管院老師認為現在辦法還有改進空間，非常歡迎老師可以向研發

處反映。例如這幾年為強化國際化合作有做加權，假設論文是與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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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點數會有 1.5 加權的概念。為了保障人社領域的老師，專書論

文點數也有加權，這部分因老師的反映，研發處都有做適度修改，如

果老師認為這樣不公平，請提出具體說明哪些地方需要再加強。 

 

因提問老師不在，我猜測有關獎勵資源嚴重失衡，可能是管院老師拿

到的補助金額比其他院少，這點值得注意。但如果以前沒有這現象，

現在有，這有一些原因可能要請大家共同來思考。同樣的辦法，以前

沒有發現這問題，現在有，有可能以前人社領域老師的產能比較好，

現在有往下掉，可以請這位老師再瞭解一下。 

 

如同剛才報告，本校國科會通過率平均 71％，各系所老師拿到科技部

計畫比這低，也反應一些事實。科技部早期在人社領域通過率 30％，

理工領域 50％，近五年各學門平均通過率是 50％，如果各系所拿到

的計畫是低於科技部平均值，代表我們有些空間需要努力，這值得大

家注意。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研發處 

一、為鼓勵教師投入研究產出，獎勵教師投入研究，本處自民國 95 年

訂定論文獎勵辦法迄今 16 年，期間因應時代更迭，從爭取國際頂

尖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及強化世界學術排名經歷多次滾動修正；

同時為公平衡量本校各領域教師研究成果之貢獻度，獎勵教師學

術研究成果，本校「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各領域各面向之

研究表現均有獎勵。包括: 

(一)獎勵刊登於 SCIE 論文、SSCI 論文、A&HCI 論文、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優良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及學術專書等如表 1。 

(二)獎勵國際合作，增列論文若與國際合作點數加權之獎勵(世界

百大學校合作，點數加權 2.5；其餘國際合作，點數加權 1.8；

與企業界合作，點數加權 1.3；若同時與企業界及國際學者合

作，點數加權 2.2)。 

(三)獎勵論文刊登在頂尖論文(如刊登於科學(SCIENCE)及自然

(NATURE)期刊，或同等級以上之國際頂尖學術期刊（即論文

期刊影響係數(IF)Impact Factor≧30），最高每篇發給 30 萬

元。 

(四)獎勵論文刊登於 Q1-Q3(排名前 75%)期刊，Q1 期刊獎勵點數

提高至 8-12 點，並刪除 Q4(排名 75%以後)期刊獎勵，以提高

本校發表期刊品質 

(五)獎勵論文產量，訂定論文總量及個人研究進步獎獎勵。 

(六)獎勵論文引用率，訂定高被引論文(HiCi)論文及 H-index 論文

及單篇論文前五年內被引用次數之表現獎勵。 

(七)獎勵教師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獲研究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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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獎勵校外合作，若非第一或通訊作者之校內教師與其他學研

機構、醫院等合作，依申請類別擇優計點。 

(九)擴大獎勵對象至兼任、合聘、客座教師等人員，以增加論文產

出數量，並另訂兼任特約講座教授獎勵辦法。 

(十)提高每人每年度獲獎勵總點數至 100 點(原為 50 點) 。 

 
表 1.獎勵類別 

編號 獎勵類別 獎勵點數 備註 

1 SCI&SSCI 論

文 

依照 Impact Factor 值或所

屬領域排名百分比(R)之標

準擇優計點。 

排名百分比

（R） 

點數 

≦1% 12 

1%＜R≦10% 10 

10%＜R≦

25% 

8 

25%＜R≦

50% 

3 

50%＜R≦

75% 

2 

 

若刊登於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期刊，依前

者標準之 1.2 倍計

算點數 

2 A＆HCI 論文 

 

每篇計 10 點 A＆HCI（即 Art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3 SCOPUS 資料

庫 TOP 10%期

刊 

每篇計 8 點  

4 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優良期刊 

1.核心期刊第一級:點數 8

點 

2.核心期刊第二級:點數 4

點 

3.校內出版期刊，同時為

第三級期刊，點數 2 點。 

含文法管領域之期

刊，例如管理學院

之領域學門(管理

學門 20 本期刊、

經濟學門 5 本期

刊) 

5 專書論文 2~4 點  

6 學術專書 區分三種等級 

1. 頂尖專書:20-30 點 

2. 傑出專書:10-20 點 

3. 優良專書:5-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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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專任（含專案）、兼任、合聘、客座及研究人員（含博士後

研究人員）皆可依據「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各項獎勵類別提

出申請，無分配之情形。 

三、如本校獎勵辦法有不周全之處，本處將廣徵意見檢討修正。 

問題 2 校園路平問題，雖然營繕組有發文說明路平問題，也都有回填還是覺

得不平整，路面顏色不一致，走起來也坑坑洞洞，請問下水道污水工

程完工後，學校是否有計畫全校重新鋪設？（蕭櫓主任） 

現場 

回應 

校長： 

學校累積數十年來需要做的部分，我們都做到了，包括仁、義、理、

智、信學生宿舍修繕、新建男生女生宿舍各一棟、取得學生餐廳使用

執照與重新招商營運等。路平一定會做，我很重視基礎建設，這次花

了一億多的經費，包括 3 個工程，第一個是弱電工程，如光纖、網路

等。第二個工程是污水工程，把校園污水接到台中市管線，第三個是

大樓接管工程，將各大樓化糞管污水接到台中市管線，雖然會造成大

家不便，但現在不做未來仍然會面臨一樣問題。將來全校重新鋪設路

面還要好幾千萬，目前已有初步規劃，未來我們會將他做好。目前工

程仍然持續進行，如果有發現哪裡不平可以向營繕組反映，除了顏色

無法改變，但可以要求廠商將路面回復平整。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總務處 

一、因配合臺中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建置，學校自 110年 7月起陸續進

行全校性之污水下水道主幹管、建築物污水連接管及弱電共同管

路等項之基礎工程，管路開挖範圍含括校園內各主要幹道，針對

開挖範圍與既有道路銜接不平順部分，總務處再會要求施工廠商

改善，造成本校教職員工生諸多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二、污水下水道工程預計 111年 6月底前可完工，惟因仍有其他基礎

建設工程(校區光纖佈設、自來水及地下水幹管改管、全校路燈迴

路改善等案)尚待進行，總務處將整合及規劃施工順序，俟各項建

設均完成後，分區辦理 AC道路路面改善作業。 

問題 3 有關大學部雙聯學位畢業學分數問題，雖然目前在校層級我們無法

修改，但未來希望校長有機會到教育部可以反應。 

 

去年本系已有三位從法國來的學生，他們畢業可以取得中興大學的

學位，但必須符合我們的畢業門檻。在必修的部分，他們進來兩年

的時間，要修完四個體育，兩個服務學習，另外還有九門通識，這

部分跟他們在國外修課的習慣是比較不一樣的，他們反應這邊必修

要花二十幾學分，他們在這邊只有兩年的時間，但上的課程是我們

大學部四年學生要修的量，希望以後在政策方面可就雙聯的部分，

考量他們在台灣時間比較短，在畢業的條件能夠跟本地學生有不同

的差異規定。(王建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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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 

回應 

校長： 

這個案例是大學部的雙聯學位，他的挑戰度會比較高，不像研究所以

上的就比較容易，大學部的雙聯會牽涉到台灣要頒發學士學位給法國

的學生，根據教育部的規定，臺灣的學生必須滿足基本的學分要求，

才可以授予這個學位，這是中興大學自己沒有辦法決定，因為我們沒

有辦法決定法國的學生就可以不要修類似體育或通識課程。 

 

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去跟教育部反應，讓教育部知道說假如大學部要推

雙聯學位，通識課程可能跟我們的不太一樣。教務處在雙聯學位所扮

演的腳色屬於程序的要求，至於學分或者要修哪些課，細節的部分必

須行銷系跟法國這個大學合作的系去談，互相滿足對方系上的要求

後，就可以提報到學校，學校會提報給教育部是否通過。 

 

我建議這種雙聯學位，前兩年在法國，大三大四來我們這邊，以系上

去思考，他在法國修的課，跟我們大一大二很類似，可以抵免我們大

一大二的某些課，以你們專業，教務處應該不會有意見，教育部也是。

通常大三大四屬於專業課程，不會是大一大二的通識或共同科，所以

盡量去承認他們在法國所修的共同科目。這邊再密切去討論，由系的

角度去承認對方的課。這部分我把它記下來，請王老師再跟教務處密

切討論。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教務處 

一、依教育部「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學士學位畢業應修

學分數不得少於 128學分；復依據教育部「學位授予法」，本校

於「學則」第 62條規定，學生須符合校訂、院訂及各學系訂定之

畢業條件，方得取得學士學位，合先敘明。 

二、另有關雙聯學制之相關規定，亦請參閱國際事務處「國立中興大

學與國外大學校院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詳如附件)，該

辦法第 2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於一方修業至少滿二學期後，至對

方學校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取得兩校學位。 

三、承上，現行制度須符合各該系自訂之畢業條件，方能取得該系之

學位授予。 

問題 4 攸關老師跟學生出入便利性的問題。 

第一項就是週末的時候西大門即使是有通行證的老師也沒有辦法進

出，不知道學校的考慮是著眼在哪裡，是否有機會讓證的老師在周末

可以進出。 

另一項是和大樓進出有關，現在入口的體溫篩檢跟實聯制都已經取

消，但是整棟大樓都還是維持單一出入口，有老師反映是否可以讓出

入口恢復到正常的狀況，也有請管委會去了解，依現在教育部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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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還是維持在建築物採單一出入口，以上問題請教學校的作法跟方

式。（謝焸君院長） 

現場 

回應 

校長： 

西大門通行問題再請總務處了解原因，大樓的單一出口部分請防疫

小組回答。 

事實上西側門開放也可以，只要有證就可以進出。考量本校只有大

門口有收費系統，原先是怕外面的人從西側門進來，不過現在應該

都要自動化、智慧化，這兩項我們紀錄，請相關單位回答。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總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 

有關西側門通行，自啟用至今觀察，通行車輛已逐漸增加，且較少有

誤闖的情形發生，考量本校師生進出方便性，西側門調整為周一至周

日，除本校固定門禁時間外(比照正大門門禁時間)，已辦理識別證車

輛皆可通行。 

學務處： 

本校依教育部修正後之防疫管理指引，並經 111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

變工作小組」第 5 次(擴大)會議通過本校各大樓系館改採設置體溫自

主測量設備，維持單一出入口管制，另考量外送及物流人員每日接觸

不特定群眾，禁止進入本校各大樓系館，請於單一入口處交貨或放置

於指定取貨處。另 6 月 2 日經洽詢教育部承辦人表示各中央部會與各

級學校仍採行單一出入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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