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10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原訂本校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因應 Covid-19 防疫政策調整為視訊會議，由出席人員擇定適當地點

參加)。 
會議主席：本處林研發長財富         記錄人員：企劃組員 林明德

出席人員：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產學創新總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

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院系(所)級學術單位主管、各學院

教授(含副教授)代表各二人及研究生代表二人（如出、列席人員表） 

列席人員(單位)：本處吳副研發長佳慶、沈副研發長聖智、計畫管考組、校務資料

組、學術發展組

壹、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代表在疫情嚴峻之下以視訊方式出席本會議，稍後對本

處各項研發事務推動上如有任何建議，都可以提出來相互交換意

見，謝謝。

貳、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請出席代表參閱附件 1 
參、 研究發展處報告：詳見業務簡報。

肆、 研究發展處各組工作報告：詳見業務簡報。

一、 計畫管考組

二、 校務資料組

三、 學術發展組

四、 本處新任主管介紹：本(109)學年度本處新聘 2 位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

剖學研究所吳佳慶教授及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所沈聖智教授為副研發

長協助本處推動相關研發工作。

伍、 業務推動交流與建議：

一、 有關案號 109-1-2 列管事項執行情形所列補助方案建議提供相關補助方案超

連結及註明申請時間（管理學院教師代表統計學系鄭順林副教授）。

二、 學術排名受到 citation（註：文章引用量）影響，建議研發處未來可研議用 program 
project（註：研究方案或專題）策略(亦可與校外研究者合作深化研究能量)提升本校

整體學術排名，同時提升研究者的研究資源，即透過好的 program project 奠
定本校學術排名提升之基礎(助理副校長兼產學創新總中心中心主任莊偉哲

教授)。 
三、 本處推動之研發工作多聚焦學校整體及各學術單位研發量能研析，圖書館則

多專注於教研人員個人學術能量分析，各位教師可依本身學術分析需求，洽

詢本處或圖書館，同時圖書館也有少量研究資源提供教師補助，歡迎教師洽



詢 (本處研發長林財富教授、圖書館館長王涵青教授)。 
四、 有關 citation 之提升建議可以透過國際合作加強，例如：研究計畫合作、共

同舉辦研討會、人員相關交流、共同發表文章等 (工學院教師代表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陳維新教授)。 
陸、 討論事項：本次會議無單位或代表提案。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案號 決議案摘要 填表時間 權責單位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109-1-1

提案討論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促進研究發展補助原則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2021.5.31 研究發展處

1.已公告至本校法規彙編並實施，網址如下：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392。

2.配合法規英譯作業時程進行英譯。

109-1-2

提案討論

案由：學術研究與發展，在世界大學評比下佔有很重要的比重，為使成大

進入百大，成為學術重鎮，必先提升整體學術研究與發展。因此建議是否

成立校內研究計畫的常態補助，以提升學術發展，提請　討論。

決議：由本處針對現有各類型計畫補助持續彙整，於網頁建置相關資訊專

區，以利校內教研人員瀏覽，並另以校務發展為基礎，通盤瞭解補助方案

需求及評估補助可行性。
2021.5.31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1.已建置網頁相關資訊專區供校內教研人員迅速搜尋瀏覽，https://ord.ncku.edu.tw/?Lang=zh-tw(路徑：學術獎勵與補

助－＞教師、研究人員、學生），將持續優化網頁內容及補助資訊呈現方式。

2、基於校務發展所需，本處近期推動相關補助方案如下，歡迎符合資格之教研人員或單位申請：

（1）國立成功大學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論文文獻回顧補助原則(補助方式由學術資料庫擇符合相關條件之論文)

（2）國立成功大學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跨領域多邊計劃案研究能量提升補助原則，申請至6月28日。(http://irdd-

ord.ncku.edu.tw/p/406-1064-222618,r11.php?Lang=zh-tw)

（3）國立成功大學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國際合作研究能量提升補助原則，申請至6月28日。(http://irdd-

ord.ncku.edu.tw/p/406-1064-222618,r11.php?Lang=zh-tw)

（4）國立成功大學鼓勵各學院推動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補助原則，申請至6月15日(註：申請對象為9大學

院)(http://irdd-ord.ncku.edu.tw/p/404-1064-222906.php?Lang=zh-tw)。

（5）國立成功大學潛力優秀學者儀器設備補助要點草案(刻正進行行政程序，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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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出、列席人員(單位)列表 

項次 人員代表 席別 

1 研究發展處林研發長財富 出席 

2 教務處王教務長育民 
出席 

(沈慧娥組員代理) 

3 總務處姚總務長昭智 
出席 

(胡振揚專門委員代理) 

4 產學創新總中心莊中心主任偉哲 出席 

5 圖書館王館長涵青 出席 

6 文學院陳院長玉女 出席 

7 中國文學系高主任美華 出席 

8 藝術研究所吳所長奕芳 出席 

9 外國語文學系劉主任繼仁 出席 

10 台灣文學系蔣主任為文 出席 

11 考古學研究所劉所長益昌 出席 

12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李主任欣縈 出席 

13 化學系葉主任晨聖 出席 

14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河森榮一郎 出席 

15 工學院詹院長錢登 出席 



項次 人員代表 席別 

16 機械工程學系屈主任子正 出席 

17 化學工程學系鄧主任熙聖 出席 

18 資源工程學系徐主任國錦 出席 

19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郭主任昌恕 出席 

20 土木工程學系郭主任振銘 出席 

21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孫主任建平 
出席 

22 工程科學系林主任裕城 出席 

23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沈主任聖智 出席 

24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民航研究所呂主任宗行 出席 

25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郭主任重言 出席 

26 電機資訊學院許院長渭州 
出席 

(陳培殷副院長代理) 

27 電機工程學系林主任志隆 出席 

28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江所長孟學 出席 

29 資訊工程學系張主任燕光 出席 

30 醫學資訊研究所梁所長勝富 出席 

31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陳所長朝鈞 出席 

32 管理學院黃院長宇翔 出席 



項次 人員代表 席別 

33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研究所 

翁主任慈宗 
出席 

34 交通管理科學系、電信管理研究所陳主任勁甫 出席 

35 企業管理學系張主任心馨 出席 

36 國際企業研究所曾所長瓊慧 出席 

37 會計學系、財務金融研究所顏主任盟峯 出席 

38 統計學系、數據科學研究所陳主任瑞彬 出席 

39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溫所長敏杰 出席 

40 醫學系謝主任式洲 出席 

41 生理學研究所張所長雅雯 出席 

42 公共衛生研究所胡所長淑貞 出席 

43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黃主任暉升 出席 

44 職能治療學系林主任玲伊 出席 

45 藥學系蔡所長瑞真 出席 

46 分子醫學研究所孫所長孝芳 出席 

47 臨床醫學研究所劉所長秉彥 出席 

48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翁所長慧卿 出席 

49 老年學研究所白所長明奇 出席 



項次 人員代表 席別 

(黃雅鈺組員代理) 

50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陳所長秀玲 出席 

51 政治學系王代理主任奕婷 出席 

52 經濟學系劉主任亞明 出席 

53 法律學系陳主任運財 出席 

54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簡院長伯武 出席 

55 生命科學系曾主任淑芬 出席 

56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陳主任宗嶽 出席 

57 
理學院教授代表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郭特聘教授宗枋 
出席 

58 
工學院教師代表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陳特聘教授維新 
出席 

59 
電機資訊學院教授代表電機工程學系 

楊教授慶隆 
出席 

60 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朱教授威達 出席 

61 
規劃與設計學院教授代表都市計劃學系 

胡教授太山 
出席 

62 管理學院教師代表統計學系鄭副教授順林 出席 

63 社會科學院教授代表政治學系楊教授永年 出席 

64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教授代表生物科技與產業

科學系羅副教授玉枝 
出席 

65 研究發展處吳副研發長佳慶 列席 



項次 人員代表 席別 

66 研究發展處沈副研發長聖智 列席 

67 研究發展處江佩樺秘書 列席 

68 研究發展處計畫管考組 列席 

69 研究發展處校務資料組 列席 

70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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