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略) 
 

參、報告事項(略) 

 
肆、校長補充報告(略)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總務處提) 
案由：規劃擴建「風雨球場」，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擴建緣由： 
(一)本校校園缺乏較大型的室內或半室內(有頂蓋)空間，因此體育教學與

活動往往受限天候致未能正常進行，爰有於現有 F 棟東側北面 2 座籃

球場南側擴建風雨球場之需要。 
(二)同時響應政府推動綠色能源政策及配合台南巿低碳城巿自治條例規

定，風雨球場之屋頂可出租，提供廠商建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不必

增加屋頂載重工程支出，約可建置 320 KWP，每 1 KWP 年租金為 400
元，一年租金收入約 12.8 萬元)。 

二、預定擴建位置、工程內容、工程預算概述： 
(一)擴建位置：如附件工程位置圖示(詳如附件十八，第 81 頁)。 
(二)工程內容： 

1.樓層數：地上 1 層。 
2.構造：採鋼骨構造，地基採用獨立或聯合基礎，東西向中間不落柱

(3D 示意圖詳如附件十八，第 82 頁)。 
4.地板面積：2,975 平方公尺(約 900 坪)。 

(三)預估工程預算與工期： 
1.工程經費：5,000 萬元(5.5 萬元/坪)。 
2.設計監造費及工程管理費：490 萬元。 
3.預估期程：從規劃設計、發包到施工完成約 12 個月。 

(四)經費來源：學校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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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雨球場」週末及假日之管理辦理另訂定之。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程序辦理規劃設計、申請建築執照、發包及施工等事宜。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二案 (總務處提) 
案由：規劃整修「G 棟建築物」，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整建緣由： 
(一)依照民國 104 年 11 月 18 日董事會議通過之「校園十年長期整體規劃

書」中之長期發展計畫，G 棟為全校最佳地區，應保留做為未來行政

大樓用地，包含所有行政單位、藝文中心及校史室。但從交通部鐵道

局網站查看臺南巿鐵路地下化延伸至善化地區計畫，已於民國 108 年

4 月送至交通部審核中，故最慢 15 年後鐵路地下化一定會完成，本校

一舍及六舍、高齡福祉服務系之大馬路旁應有 6線道(雙邊各 3線道)，
故大門可能會從 6線道大馬路之慢車道切入。15年後即公元 2034年，

本校大門可能從姑婆廟前之大門移轉到該大馬路旁目前 G 棟地方就

是本校最好地點，因此在該地點除照原來長期規劃作為行政大樓、校

史室用途外，也擬仿照國外著名大學設有「鐘樓」（貴賓或學生訪客

皆可至鐘樓觀看全校美景，如附件十九之哈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鐘

樓照片，第 83 頁）讓貴賓訪客學生或通過大馬路之汽車駕駛或車內

之之親朋好友皆可看到全國一流大學的南臺指標，不但增加美景，對

宣傳有很大作用。 
(二)在公元 2034 年來到之前擬將 G 棟暫時整修作為學生社團活動區、體

育教育中心、智慧整合製造中心、新古機械育成實驗室等，因為社團

辦公室目前在第一宿舍地下室，學生參與社團興趣不佳，若整修完成，

G 棟 2,3 樓可作為學生辦公及活動使用，可大幅提高學生參與社團之

興趣，再加上今年年底本校將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此整修案將吸引

評鑑委員的注意力，更反映本校對學生社團活動的用心。而第一宿舍

地下室將改裝成學生的自習空間，也能大幅提升住宿學生之學習動機

與讀書風氣。 
二、空間用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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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樓：新古機械育成實驗室、智慧整合製造中心、體育教育中心辦公

室、體育器材室等。 
(二)2 至 3 樓：全校近百個學生社團之活動場域。 

三、工程內容概述： 
(一) 工程內容：舊有實驗室設施拆除、水泥瓦屋頂汰換、全棟批土油漆

及外牆整修(含防水、油漆、搭架)等。 
(二) 整修面積：5,029 平方公尺(約 1,521 坪)。 

四、預定完工期程與預算： 
(一)因應 108 年年底教育部蒞校進行校務評鑑及 50 週年校慶活動，配合

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前完工。 
(二)預估經費：3,247 萬元(約 2.13 萬元/坪)。 
(三)經費來源：學校自籌款。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程序辦理整修事宜。 

決議：由於依照民國 104 年 11 月 18 日董事會議通過之「校園十年長期整體規

劃書」中之長期發展計畫，G 棟應保留做為未來行政大樓用地，因此本

次 G 棟整修應以精省為原則，總經費降為 2,400 萬元，並應於明年提出

「校園十年長期整體規劃書」中 G 棟使用之修正計畫。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南臺科技大學五十周年校慶紀念植樹樹種，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第十五屆第七次董事會議預計於 11 月 5 日南臺科技大學舉行，會議前將

先進行董事及監察人校慶紀念植樹活動，做為五十周年校慶重要活動之

一。 

二、五十周年校慶紀念植樹樹種已於六月初寄送給董事及監察人進行勾選，

並同時電話請教，回覆共計 14 份，其結果如下表： 
阿勃

勒 
台灣

肖楠 
黃花 
風鈴木 

洋花 
風鈴木 

花旗

木 
其它 

(樟樹) 
其它 

(鳳凰木) 
無意見 由學校

決定 
2票 1票 2票 1票 1票 1票 1票 3票 2票 

三、由於調查結果分歧，董事長另外召開會議，並邀請園藝專家提供意見，

最後提出下列五種樹種(請參考附件二十之彩色照片，第 84 頁)，敬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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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及監察人先瞭解一下，並請總務長在會中詳細報告，請大家討論再決

定哪一樹種： 

 (1) 台灣肖楠：常綠大喬木，樹相優美且木質芬芳質地良好、少病蟲害、

低維護成本、台灣原生樹種、生長較緩(小苗時生長較快，每年長高 20

公分，但 2 公尺高後生長減緩)、樹高可達 20 公尺、非擴展性樹冠，但

遮蔭性佳(樹蔭約 5 公尺)。 

 (2) 錦葉欖仁：常作為行道樹及庭院樹之喬木、季節性會落葉、少蟲害、

生長速度每年約 1 公尺、樹高可達 10 公尺、側枝輪生且樹型整齊雅緻，

但遮蔭性稍弱(樹蔭約 4 公尺)。 

 (3) 銀樺：常綠大喬木，為行道樹及庭院樹之高級樹種、少病蟲害、低維

護成本、生長速度每年約 1 公尺、樹高可達 20 公尺、樹葉茂密且遮蔭性

佳(樹蔭約 5 公尺)。 

 (4) 羅漢松：具觀賞性之樹種(日本之庭院或公園常看到)、種植及維護成

本較高(配合造型，需要經常性修剪)、樹高約 3 公尺(修剪後樹高固定不

再生長)、遮蔭性弱(樹蔭約 2 公尺)。 

 (5) 真柏：庭園造景之高級樹種(盆景居多，枝幹需雕硺)、少病蟲害、價

格較高(每株 10 萬元以上)、需常修剪、樹高約 3 公尺(修剪後樹高固定不

再生長)、遮蔭性弱(樹蔭約 2 公尺)。 

辦法：請學校總務長報告後，如有不清楚之處，有請園藝專家列席備詢，因此

請董事及監察人歡迎提問並互相討論後決定樹種。 

決議：由於台灣肖楠木質優良、維護成本低、樹型優美，全體出席董事一致通

過五十周年校慶紀念植樹樹種為台灣肖楠。 

 

第四案 (秘書室提) 

案由：修正「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單位組織調整： 

(一) 108 學年度起，因進修部業務整併至日間部，修改有關進修部行政組

織之條文內容。 

(二) 原學生事務處「勞作教育組」修正後為「服務學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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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增設「大數據分析碩士學位學程」及「高齡福祉服務系」，業經

教育部 107年 6月 27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 080107號函同意辦理。 

(四) 本校「生物科技系」與「商管專業學院碩士班」更名後為「生物與

食品科技系」與「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業經教育部 107 年 5 月 15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60186009 號函同意辦理。 

二、人員編制調整： 

(一) 副教務長人數修正後為 1 至 2 人。 

(二) 學務長任用資格修正後為專任副教授。 

(三) 語言中心、體育教育中心及華語中心主任之任用資格修正後為專任

助理教授。 

(四) 明定兼任本校行政(含二級主管)及學術單位主管之教師須為專任教

師。 

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並配合本校行政層級規範，將本規程所列各

行政單位、學術單位及委員會設置之法規名稱統一修正後為「設置辦

法」。 

四、本提案已提經 108 年 5 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討論

通過。 

五、檢陳「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

如附件二十一，第 85 至 94 頁)及修正草案(詳如附件二十二，第 95 至 102

頁)。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五案 (教務處提) 

案由：109 學年度各系組申請停招(日碩士班-工管系、會資系；碩專班-應英系；

全英學程-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進修部四技-創產系)，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8-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中，以「建立以『學院』為教學主體單

位的組織運作方式」為原則。 

二、考量配合社會趨勢及未來生源變化，進行系所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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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碩士班：109 學年度工業管理與資訊系碩士班、會計資訊系碩士班

停招。該二個碩士班之招生名額規劃併入 GMBA，並於 GMBA 中設

立工管組及會資組。 

(二)碩專班：109 學年度應用英語系停招。該碩士班之招生名額規劃併入

教評所。 

(三)全英學程：109 學年度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停招。該學程之招生名

額規劃併入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並設立國際金融組。 

(四)進修部四技：109 學年度夜四技創新產品設計系停招。該系之招生名

額規劃併入夜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並於視覺傳達設計系設立創新產

品設計組。 

三、本提案已經 108 年 5 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討論通

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審議。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六案 (稽核室提) 

案由：108 學年度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工作計畫，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

施辦法」及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規定，擬訂 108 學年度南臺

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工作計畫。 

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十一項內部控制作業項目經風險評估後，基於風險屬

性、法令遵循、財務及財產安全，除三項稽核作業屬低度風險者，不排

入 108 學年度稽核工作計畫內，餘八項稽核作業項目擬列入 108 學年度

稽核工作計畫，如下表所示： 

108 學年度內部稽核工作計畫作業項目 
年度別 108學年度 製表日期 108年5月24日 
稽核期間 自 108年 8 月 1 日至 109年 7 月 31 日 
稽核範圍 108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所列各項作業 

稽核方式 1.由本校稽核室兼任辦理學校法人稽核業務 
2.稽核方式以實地稽核為原則，輔以書面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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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編

號 
受稽核

單位 稽核事項 稽核日期 

1 
董事會

秘書室/ 
人事室 

學校法人行政人員之聘僱、敘薪、出勤、差假、訓

練進修、考核獎懲、待遇、福利、保險、退休、資

遣及撫卹(AB) 
109 年 5 月 

2 
董事會

秘書室/ 
會計室 

董事會之業務費，董事、監察人之出席費及交通費

之支給(BA) 109 年 5 月 

3 
董事會

秘書室 行使捐助章程所列董事會職權事項(CC) 109 年 5 月 

4 
董事會

秘書室 學校法人變更登記(CD) 109 年 5 月 

5 
董事會

秘書室 
學校投資有價證券、設立附屬機構及辦理相關事業

之審議(CE) 109 年 5 月 

6 
董事會

秘書室 
學校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之審議

(CF) 
109 年 5 月 

7 
董事會

秘書室/ 
會計室 

學校借款、資本租賃及重大負債承諾與或有事項之

管理審議(CG) 109 年 5 月 

8 
董事會

秘書室/ 
會計室 

學校法人及學校預算、決算之審議(CH-1、CH-2) 
108 年 12

月 
109 年 5 月 

三、檢陳南臺學校財團法人 108 學年度內部稽核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二十四，

第 103 至 114 頁)。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稽核工作計畫辦理相關事宜。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七案 (會計室提) 

案由：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預算案暨附屬機構「南臺學

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市私立南臺幼兒園」與「南臺學校財

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08 學年度預算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規定，年度預算應於七月底前，提報董事會審議，並陳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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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備。 

二、本提案已提經 108 年 5 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討論

通過。 

三、108 學年度預算全校盈餘估計 1 億 5,052 萬元，較 107 學年度預算盈餘 1

億 4,402 萬元，增加 650 萬元。其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08 學年度

預算虧損 701 萬元，較 107 學年度預算虧損 1,125 萬元，縮小 424 萬元。 

四、檢陳「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

學附設臺南市私立南臺幼兒園、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

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08 學年度預算書」(請參閱附冊)。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陸、董事發言要旨(略)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論(略)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