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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提請討論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項設備經費審查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案。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5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項設備經費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如附件）。 

三、本案經提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可後施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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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項設備經費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一、 為落實本校補助各單位專項設備經費公平及公開之精神，特設立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專項設備經費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之職掌為： 

      （一）審查本校各行政和教學單位每學年提出之教學專項設備經費。 

      （二）檢討本會補助單位之經費使用狀況及成效，並提改善建議，以作為下年度 

            補助之參考。 

 

三、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職掌為召集人。  

 

四、校長、二位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研究發展處處長、實習輔導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主計室主任

為當然委員。 

 

五、會議召開時，專項儀器設備經費提出之單位主管或老師應列席說明。 

 

六、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會議需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含）以   

    上之出席始得召開。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業務人員列席說明。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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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提請討論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案。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5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

件）。 

三、本案經提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可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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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一、依據本校研究發展處設置辨法辦理，設置研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旨在研究學術及發展有關重要事項和有效推動本校轉型、拓展產學領域以

提供校長及各教學、行政單位作為相關業務規劃之參考。 

 

三、研究發展委員共二十位，由下列成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 

1.二位副校長、2.教務長、3.學務長、4.總務長、5.各學院院長、6.研究發展處

處長、7.主計室主任、8.人事室主任 

 

(二)推選委員(每學年遴選一次): 

1.各學院推派一位代表。 

2.二位副校長各推薦一位代表。 

 

四、本委員會由研究發展處處長兼任主席暨召集人，研發處三組組長應列席會議，會議

由提案之各組負責召開並擔任會議紀錄。  

 

五、本委員會以會議型式舉行，每一學期召開會議乙次，本會議召開時、得邀請校長列

席指導。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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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 106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敬請  討論。 

說明：檢附 106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如附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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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設置要點，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年 12月 6日本校第 13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要重點：增加處、中心、室之代表委員、明確委員職責與

業務承辦單位、簡化行政流程與實務相符，爰配合修正。 

三、檢附要點(修正版)、條文修正對照表與流程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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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版) 

100 年 06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100 年 06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0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09 月 0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105 年 0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12 月 06 日 105 第 13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過\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妥善規劃與管理校園空間，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空間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本會)，並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

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組織成員及運作： 

(一)召 集 人：由校長兼任之。 

(二)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含進修學院)

院長、主任秘書、主計主任。 

(三)代表委員：本校各處(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外)、室(主計室除

外)、中心各推選一名主管，共三名。任期二年。 

(四)執  行  長：由總務長兼任之。 

(五)執行秘書：由總務處保管組組長兼任之。 

 

三、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研擬校園環境與景觀設計之政策。 

(二) 擬定本校空間規劃、配置原則及管理政策。 

(三) 審議本校因新建或現有空間重新規劃。 

(四) 審查科技部或其他研究計畫之研究空間配置。 

(五) 審核本校空間使用效能，對績效不彰者收回重新分配。 

(六) 研議其他與空間管理相關議題。 

 

四、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邀請校內相關人員列席，應有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

為決議。 

 

五、本要點經本會、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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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妥善

規 劃 與 管 理 校 園 空

間，設置「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

會」 ( 以下簡稱為本

會)，並訂定「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

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負責

全校各單位使用空間需

求之規劃、分配及管

理，設置「本校空間規

劃委員會」，以下簡稱

為本會。 

 

一、文字修改 

二、本校改用全銜「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 

三、增訂「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

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會組織成員及運作： 

(一)召  集  人：由校

長兼任之。 

(二 )當然委員：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各學

院(含進修學院)院

長、主任秘書、主

計主任。 

(三)代表委員：本校各

處(除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外)、室

(主計室除外)、中

心各推選一名主

管，共三名。任期

二年。 

(四)執  行  長：由總

務長兼任之。 

(五)執行秘書：由總務

處保管組組長兼任

之。 

二、本會委員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主任秘書、進

修學院院長擔任，召集

人由校長擔任。 

 

一、分為當然委員與代表委

員： 

(一)當然委員:研發處併入

代表委員，增列主計主

任，餘不變。 

(二)代表委員：為委員名單

具代表性，以處、室、

中心，各推選一名主

管，共三名，任期二年。 

(三)為不受人事更迭影響，

並明確職務與權責，增

列執行長與執行秘書。 

三、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研擬校園環境與景

觀設計之政策。 

無 增列本會主要職掌，明確權

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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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 )擬定本校空間規

劃、配置原則及管

理政策。 

(三)審議本校因新建或

現有空間重新規

劃。 

(四)審查科技部或其他

研究計畫之研究空

間配置。 

(五)審核本校空間使用

效能，對績效不彰

者收回重新分配。 

(六)研議其他與空間管

理相關議題。 

無 三、依據本要點，本校另設

置系所、院級空間規劃

委員會分層管理，學術

單位依據本要點設置各

級空間規劃委員會。各

級空間規劃委員會應盤

點所屬單位空間使用情

況，召開會議檢討所屬

單位之空間需求及規

劃。 

(一 )本校空間有限，系

(所)、院級無法議決，

為簡化流程，刪除三審

三級制度。 

(二)各級空間規劃委員會無

法進行空間盤點所屬單

位空間使用情況。 

(三)現況與要點有執行上的

落差。 

無 四、學術單位依據「學術單

位各級空間規劃委員會

作業流程圖」辦理空間

申請及異動。學術單位

之空間需求，須附所屬

單位空間需求申請表，

送該級空間規劃委員會

進行內部協商調整。各

級空間規劃委員會依據

該級會議決議，自行內

部空間調整或續送上ㄧ

級空間委員會審議處

(一)「學術單位」採三審三

級制度，「行政單位」採

一審一級制，二者審查

程序不同易造成爭議。 

(二)現況與要點有執行上的

落差，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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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理。 

無 五、行政單位依據「行政單

位空間需求申請作業流

程圖」辦理空間申請及

異動。行政單位之空間

需求，須附所屬單位空

間需求申請表，由總務

處彙整送本校空間規劃

委員會審議。 

(一)行政單位填具「空間申

請表」逕送校空間規劃

委員會審議。 

(二)空間申請與異動作業流

程圖、表格等程序，另

新訂於「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空間分配及使用要

點(草案)」。 

(三)作業流程圖及所需表格

不屬於「空間規劃委員

會設置要點」之內容。 

無 六、本會行政工作由總務處

負責，彙整空間需求申

請表，召開本校空間規

劃會議。 

併入「二、本會組織成員及

運作」之執行長與執行秘書。 

四、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

一次，必要時得邀請校

內相關人員列席，應有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為決議。 

七、本會會議須有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

會，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同意方可決議，會議決

議續送校長核定後實

施。 

(一)增訂每學期至少召開會

議一次，必要時得邀請

校內相關人員列席。 

(二)明確「應」與「得」。 

(三 )與現行條文第八點重

複，故刪除。 

五、本要點經本會、行政會

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目前實施方式係提送「本校

行政主管會報」審議，與現

行要點不符，且應經本會審

議，故增訂「本會」為第一

級審議單位，通過後續提行

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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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新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年 12月 6日本校第 13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校空間未明定分配及管理要點，屢發生管理單位不願釋出閒置空

間，導致空間嚴重不足，分配不均，爭議不斷，爰新訂本要點。 

三、本校「教師研究室使用要點」與「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草案)」整

合，倘本案通過後，擬廢止「教師研究室使用要點」。 

四、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草案)、空間需求暨變

更用途申請表(草案)、本校教師研究室使用要點。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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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草案) 

105 年 12 月 06 日本校第 13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訂正 

一、本校為公平分配、有效使用與管理校園空間，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空間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本會)，並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

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另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

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空間之分配順序依次如下： 

(一)教學空間：普通教室、專業教室、研討室、實驗室及其他教室空間。 

(二)行政空間：辦公室、會議室、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計畫辦

公室、學生研究室(或學生實驗室)及其他空間。 

(三)分配時各單位以集中同一樓層為原則，但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 

 

三、空間分配使用原則： 

(一)普通教室：日間由教務處及相關單位管理，夜間及假日由進修學院

及相關單位管理，具優先排課權，其餘時段之借用辦法與收費標準，

由教務處統籌運用規劃。 

(二)專業教室、辦公室、會議室或特殊需求空間：應確實按原用途使用，

不得私自變更用途，用途終止應交回校方。 

(三)研討室、研究生研究室及其他空間：由使用單位管理。 

(四)教師研究室 

1. 申請資格：專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含客座教授、交

換教授、講座教授)，全職且依聘期分配。 

2. 目的與分配數量：提供教師教學研究使用，每人以一間研究室為

原則。 

3. 已分配教學單位者，為單位控管空間；除可分配員額縮編收回外，

由單位自行調配管理使用，不得變更用途。 

4. 應恪遵下列規定： 

(1)勿炊煮烹調食物。 

(2)未經核准，不得更改既有設備。 

(3)應遵守教師研究室設置之目的。 

(4)不宜有違背師道倫理之情事。 

5. 離校手續：退休或離職之教師自生效日起算，應於一個月內將研

究室內之個人書籍物品搬離，並將研究室鑰匙繳回所屬系所，待

新聘教師補實，倘無新聘教師進駐，其研究室不得變更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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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歸還學校並通知保管組，提請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統一分

配。 

(五)計畫辦公室 

1. 申請資格：獲政府或其他機構之專案研究計畫，且以本校名義簽

約，有分配計畫辦公室之需求者。 

2. 分配標準： 

(1)依研究計畫重要性、補助款金額、提列管理費金額、配置員額、

或特殊需求等整體考量。 

(2)申請人點數高低決定順位及分配研究室。研究案點數之計算方

式如下：計畫總額每50萬為1點，管理費每5萬元為1點，科技

部整合計畫以1.5倍計。長期之研究案每年加計1.2倍計。 

3. 收費標準：借用人每月收費以平方公尺使用費100元(含水、電等)，

經向本校出納組繳費後始得使用；並於二、五、八、十一月初繳

交費用。 

4. 借用期限：依計畫執行期限借用，期限屆滿應於一個月內(免費)

辦理遷出移交手續，並原狀歸還空間及物品設備，若有損壞或遺

失，應由借用人負賠償責任。到期未辦理遷出移交者，得按每日

收取滯納金一千元，至遷出移交手續完成日止，向計畫主持人求

償。且自遷出日起三年內不得申請借用。 

(六)上述空間一年內未使用或未按原用途使用，除有正當原因得書面延

長一次最多一年外，應予註銷原核准申請案。 

 

四、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生)借用其他空間，應自提借用計畫書，並載

明事項如下： 

(一)借用空間之理由，具體敘明申請單位總體空間配置現況，以及申請

借用之必要性，並附相關事證。 

(二)借用空間之使用規劃。 

(三)進駐借用空間之搬遷時程。 

(四)借用空間之配備需求(如高壓、排氣、廢液、毒物處理等)。 

(五)進駐借用空間之搬遷、裝修經費及來源。 

(六)借用單位與借用館舍屬性是否相符，避免使用介面衝突。 

(七)借用空間使用期間水電費及修繕費應全額負擔。 

(八)借用空間交還時程。 

(九)交還借用空間之搬遷經費及來源。 

(十)逾期未歸還者，應按每日收取滯納金一千元，至遷出移交手續完成

日止。 

(十一)返還借用空間應保持點交時原狀，未經同意不得變動隔間及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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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准裝修歸還時校方有權決定是否復原，違反者不得借用空間。 

 

五、本校空間申請、使用、管理規定如下： 

(一) 各單位因空間需求而申請分配，或因空間變更使用目的，應填具「空

間需求暨變更用途申請表」，簽准後送總務處保管組提請本會審議。 

(二)使用空間申請核准後，未於規定期限內進駐使用者，得收回之。 

(三)空間分配後除另訂場地使用或收支要點外，不得私自轉讓、交換、

對外出租、借用及收益，應負維護清潔與安全管理之責，空出時應

提報本會統一調配不得佔用，如有違反原使用目的，提報本會撤銷

其分配。 

(四)每學期總務處保管組應進行盤點，調查校園空間使用情形實施勘察、

紀錄及評估，對使用率低或使用績效不彰之空間或管理失當者，提

請本會審議收回重新分配或限期改善。 

六、本校各單位因整併或減班、減招、裁撤等因素，而致員額編制減少，

其所屬空間應予收回。 

七、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本校得保留部份空間以統籌運用，各單位分配

空間僅有使用權，惟學校基於行政考量及擴（新）增單位之需要，於

檢討後得收回，重新分配及使用，倘單位未移交空間，按每月扣繳該

單位MBO經費一萬元整，至移交手續完成日止。 

八、本要點經本會、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陳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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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研究室使用要點(擬廢止) 

94.11.16.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管理教師研究室（以下簡稱研究室），特訂定本使用要點。 

二、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含客座教授、交換教授、講座教授等得申請使用研究室。榮

譽教授亦得申請使用研究室，但以一年為限。 

三、各學院大樓內研究室之管控分配由各學院辦理，跨學院之分配則由教務處協調分

配。 

四、研究室設置之目的在供教師教學研究使用，教師經分配研究室後，嚴禁提供他人借

用，並且不得私自轉讓。 

五、研究室使用請恪遵下列規定： 

（一）勿舉炊烹調食物。 

（二）未經核准，不得更改既有設備。 

（三）應遵守教師研究室設置之目的。 

（四）不宜有違背師道倫理之情事。 

六、退休及離職之教師於辦理離職手續時，應將研究室鑰匙繳回所屬系所或單位，並請

總務處保管組查核教師相關財務之歸還。 

七、教師自離職或退休生效日起算，應於一個月內將研究室內之個人書籍物品搬離，逾

期未清者，由管理單位逕行處理，不另催告。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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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定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辦法（草案）」

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5學年度第 4次行政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為辦理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作業，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4 

條規定第 2項規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

合格人員聘任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該

校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各該校或其附屬學校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中

遴選合格人員，送請校長聘兼（任）之，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或委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同條文第 6項規定，師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事宜，遴選委員會之

組織及運作方式，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8

條第 3項規定，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公開甄選辦法另訂之。爰明定本

校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辦法計 15條，其訂定要點如草案總說

明。 

三、為求草案週延妥適，前經本校於 105年 10月 6日以高師大人字第

105008309號函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就該校校長遴選

聘任辦法（草案）調查意見，該校並於 105年 11月 1日函復本校相

關修正意見，並依彙整簽核意見修正之。 

四、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之。 

決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4 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辦法（草案）總說明 

 

本校為辦理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作業，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規

定第二項規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

任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該校組織遴選委員會

就各該校或其附屬學校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中遴選合格人員，送請校長

聘兼（任）之，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或委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

員聘任之。同條文第六項規定，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遴選事宜，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公開甄選辦法

另訂之。爰明定本校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辦法計十五條，其訂定要

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成立本校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或委由教育部遴選之規範。（第

二條） 

三、 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任務。（第三條、第四條） 

四、 本校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喪失資格、解除職務及迴避事由。（第五

條） 

五、 附中校長候選人應具資格，及遴選期間禁止行為。（第六條） 

六、 附中校長之遴選程序。(第七條) 

七、 附中校長任期及延任案件程序（第八條） 

八、 附中校長之連任程序。(第九條至第十條) 

九、 附中校長不適任案件之處理程序。(第十一條) 

十、 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參與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規定。（第十二條） 

十一、 附中校長遴選經費事宜。(第十三條) 

十二、 附中校長遴選聘任辦法之立法及修法程序。(第十四條) 

十三、 附中校長遴選聘任辦法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第十

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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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辦法（草案） 

逐條說明對照表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 為辦理本校附屬高級

中學(以下簡稱附中)校長遴選作

業，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六項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規定特訂

定本辦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規定：「(第

二項)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

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師

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由各該校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各該

校或其附屬學校或其他學校校長或

教師中遴選合格人員，送請校長聘兼

（任）之，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或委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

聘任之。…(第六項) 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

事宜，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

式，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公開甄選辦

法另訂之。」爰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 

第二條  附中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十

個月無連任意願、未獲連任、不得

連任或因故出缺時，由本校依本辦

法成立本校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選會)辦理遴選或依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之規

定，委由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

聘任之。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及高級中

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

評辦法第二條，予以明定。 

第三條  遴選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本

校校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校副校長一人為當然委員兼

召集人。 

二、本校教師代表三人，由本校校

長指派本校編制內專任副教授

以上教師擔任。 

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

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二條及並參考國

內國立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

聘任及去職辦法規定遴選會組成員

額，予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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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內 容 說 明 

三、附中教師代表三人，由該校辦

理專任教師選舉產生，投票人

數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數二分

之一。 

四、附中家長會代表一人，由該校

辦理家長委員會推選產生。 

五、附中校友代表一人，由附中校

友會選舉產生。 

六、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二人，由本 

校各學院院長至多各推薦一位

及附中行政會議推薦二位校外

學者，密送本校校長選定。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薦）

或遴派時，應酌列候補委員，各款

代表二人以上者，任一性別應占三

分之一以上。遴選會如有任一性別

委員未達三分之一者，不足額部份

由本校教師代表候補委員名單依

序遞補之。 

遴選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數

之同意始得決議，產生附中校長人

選一至二人，送請本校校長擇聘一

人為附中校長。 

前項遴選會由委員親自出席

不得代理，如有第五條應行迴避之

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數。 

遴選會未能推薦人選，應另

組遴選會辦理遴選。 

遴選會委員在任期間因故無

法執行任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

者，經遴選會議決後由校長解聘

之；其缺額，依第二項規定聘（派）

委員補足其在任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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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四條  遴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附中校長遴選作業方式、遴選

基準、資格審查、考評結果

及其相關審議事項。 

二、前款以外附中校長遴選之審議

事項。 

遴選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召集人指定委員兼任之，綜理遴選

會業務，並為發言人。 

參照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

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三條、國立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補充規定第

三點規定遴選會之任務及執行秘書

設置，予以明定。 

第五條  遴選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

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經遴選會確認後，解除

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參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前配偶、三

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選會委員有前項應自行迴

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當事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於

遴選會決議前，向遴選會申請迴

避，經遴選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

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

分別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遞補之。 

參照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

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明

定遴選會委員喪失委員資格、解除其

職務及迴避事由。 

第六條  附中校長候選人，應具有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第六條或

第十條之一所定資格。 

附中校長候選人，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參加校長遴選： 

一、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所定

情事。 

二、擔任他校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

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

學績效考評辦法第六條、第七條規

定，附中校長候選人應具資格，及不

得有請託關說、從事競選活動或委請

他人助選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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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內 容 說 明 

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

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不得參

加校長遴選；已參加者，撤銷其資

格，已聘任為校長者，撤銷其聘

任。 

附中校長候選人不得有請託

關說、從事不當競選活動或委請他

人助選等情事，經遴選會查明屬實

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七條 附中校長之遴選程序如下： 

一、公開徵求候選人：遴選會應於組 

成後，公開徵求附中校長候選人。 

參與遴選者應填具候選人資料表

並 

檢附證明文件或資料，於期限內送 

達本校人事室。 

二、資料初審：本校人事室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對 

參與遴選者書面資料進行初審。初 

審結果連同候選人資料表暨相關

資料，提送遴選會綜合審查。 

三、綜合審查：遴選會依本辦法所列 

資格條件對候選人資料綜合審查， 

並決定二至四人為附中校長候選

人並公告之。 

候選人未達二人時，遴選會應保留

候選人之資格，並重新公開徵求候

選人及依本條各款遴選程序進行

審查，直到另行選出之候選人名額

併同保留之候選人名額合計達二

名以上人選為止。 

四、治校理念說明會：附中校長候選 

人應參加治校理念說明會，候選人 

治校理念說明會之辦理方式、時間 

由遴選會決議之。 

附中校長之遴選程序，予以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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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內 容 說 明 

五、提名：遴選會開會決議，推薦二

至三人送請本校校長擇聘之。 

第八條  附中校長任期一任為四

年，辦學績效考評優良者，經考核

委員會就其考評結果審議通過

後，得連任一次。 

附中校長任期自實際到職之

月起算，並以任期屆滿之當學期終

了之一月三十一日或七月三十一

日為屆滿日期，附中校長因故出

缺，由本校校長指定本校或附中教

師一人代理至新任校長遴選產生

到任之日止。 

附中校長於聘期中屆齡退

休，聘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現

職已連任期滿，一年內屆齡退休

者，經考核委員會就其考評結果審

議通過後，得延任至核定退休生效

日止。 

    附中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

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得

參加他校校長之遴選。 

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

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規定，予以明定附中校長任期。 

 

第九條  附中校長於第一任任期屆

滿前十個月應簽陳本校校長敘明

連任意願，由本校考核委員會，評

鑑附中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結果優

良或建議連任者，陳請本校校長決

定之，同意連任者報請該主管機關

備查，無意連任或未獲同意連任

者，依本辦法辦理新任校長遴選。 

    原校長遴選係委由該主管機

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者，其連任評

鑑事宜得委由該聘任及辦學績效

考評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主管機關

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 

參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

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九條規定，予以

明定連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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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十條  附中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十

個月有意願連任時，作業程序如

下： 

一、辦學績效報告：附中校長應以書

面表明連任意願，並檢陳辦學績

效報告及校務發展計畫書送達

本校。 

二、組成考核委員會：由本校組成考

核委員會，除本校副校長一人、

教育學院院長及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為當然委員，並以副校長為

召集人外，其餘委員六人由本校

校長遴聘本校編制內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三人，附中教師、家

長及校友代表各一人，分別由附

中校務會議、家長會及校友會推

選產生。 

三、進行評鑑：第一款辦學績效報

告，經考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決議評鑑通過後，送請本校校長

續聘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附中校長無意願連任或未獲同

意連任時，本校應依本辦法有關

規定辦理新任附中校長遴選事

宜。 

附中校長連任作業程序，予以明訂。 

第十一條  附中校長如有不適任事

宜，經附中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

連署，向本校校長提不適任案，由

校長指派副校長召開附中校務會

議，推選一位代表為召集人，籌辦

不適任案投票，並應於連署案成立

後二個月內完成。經附中專任教師

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人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不適任案始成

立，另由本校校長指定本校或附中

明定附中校長如有不適任案件之處

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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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內 容 說 明 

專任教師一人代理至新任校長遴

選產生到任之日止。 

第十二條  附中校長遴選過程，在遴

選結果未公布前，參與之委員及有

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令另

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

此限。 

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

學績效考評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予以

明定。 

第十三條 遴選會之經費，由本校相

關經費項目下支應。但遴選會委員

及會務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校外

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

要酌支交通費。 

附中校長遴選之經費及相關支應，予

以明訂。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本校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立法及修法之程序。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明定本辦法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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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20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各該主管機關辦理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連任、延任，應召開遴選委員會（以下

簡稱遴選會）。 

遴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各該主管機關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一人。 

四、與各該主管機關同級並合法立案之教師組織、家長團體代表各一人。 

五、出缺或申請連任、延任校長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各一 

    人。 

前項第二款之學者專家，由各該主管機關就教師組織、家長團體、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團

體及設有教育系、所之大學推薦二倍以上人數之參考名單中擇聘之。 

第二項第五款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於辦理該校校長出缺之遴選、連任或延任時，始具

委員資格。教師代表應由學校專任教師選舉產生，投票人數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數二分

之一；家長代表應由學校班級家長代表選舉產生，投票人數不得少於班級家長代表人數

四分之一。 

遴選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遴選會委員在任期間，不得與參加校長遴選者就相關遴選事項，有程序外之接觸。 

遴選會委員在任期間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者，由各該主管機關解聘之；

其缺額，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聘（派）委員補足其在任期間。 

第 3 條 

遴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長遴選作業方式、遴選基準、資格審查、考評結果及其相關審議事 

    項。 

二、校長任期屆滿申請連任、延任之審議事項。 

三、現職校長參加出缺學校校長遴選之審議事項。 

四、前二款以外出缺學校校長遴選之審議事項。 

前條第二項第五款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於審議前項第一款事項時，不得參與。 

第 4 條 

遴選會由各該主管機關指定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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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遴選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決議，委員有第十四條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數。 

第 5 條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會之組成、召開及其相關規定，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定

之。 

第 6 條 

參加校長遴選者，應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第六條、第六條之一及第十條之一

所定資格，且無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 

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參加校長遴選；已參加者，撤銷其資格，已聘任為校長者，撤銷

其聘任。 

第 7 條 

參加校長遴選者，不得有請託關說之情事，違反者，喪失參加該次遴選資格；已經遴選

會審議通過者，由各該主管機關撤銷該決議，並重新辦理遴選。 

第 8 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該主管機關依遴選會遴選結果聘任。但新設學校第一任校

長，得由經準用本辦法遴選聘任之籌備處主任擔任之。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依遴選會遴選結果，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准後聘任。 

第 9 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任期一任為四年。校長辦學績效考評優良者，經遴選會就其考評

結果審議通過後，於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任期自實際到職之月起算，並以任期屆滿之當學期終了之一月三

十一日或七月三十一日為屆滿日期。但得經遴選會決議延長至任期屆滿之當學年終了之

日止。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採任期制，其任期及連任規定，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訂定。 

第 10 條 

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得參加他校校長之遴選。 

第 11 條 

校長於聘期中屆齡退休，聘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但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依學校法

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現職校長已連任期滿，一年內屆齡退休者，經遴選會就其考評結果審議通過後，得延任

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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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於任期中因故無法任職時，由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依規定指派適當

人員代理，必要時得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出缺學校校長遴選。 

 

 

第 12 條 

校長辦學績效考評之項目及程序，由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訂定並辦理

之。 

第 13 條 

校長遴選及考評之委員名單、處理過程，在遴選或考評結果未發布前，參與之有關人員

應嚴守秘密。 

第 14 條 

遴選會委員審議有關本人或配偶、前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及

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遴選會委員有前項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於遴選會決議前，向遴選會申請迴避。 

前項申請被駁回者，得向各該主管機關聲明不服，各該主管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

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遴選會委員，有第一項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且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

由遴選會主席，命其迴避。 

遴選會主席有前項情形，由各該主管機關命其迴避，並由遴選會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15 條 

新設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籌備處主任之遴選，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16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委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 

任者，其遴選聘任程序，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17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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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補充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1 月 28 日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公平、公正辦理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特訂

定本規定。 

二、本部為辦理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

考評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組成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

選會）。 

    遴選會置委員十五人，由部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部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一人。 

（四）合法立案之全國性教師組織、家長團體代表各一人。 

（五）出缺或申請連任、延任校長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各一人。 

第二項第二款、第五款之學者專家、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產生方式，依本辦法第

二條之規定辦理。 

 第二項第四款之教師組織、家長團體代表由教師組織、家長團體各推薦三人以上，

由部長聘（派）兼之。 

三、遴選會置召集人一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另置執行秘書一人，承召集人之命，

綜理遴選會業務，並為發言人。 

    前項召集人及執行秘書，由部長派兼之。 

四、遴選會辦理校長遴選作業順序如下： 

（一）現職校長申請參加遴選，辦學績效之審議。 

（二）第一任任期屆滿校長申請連任及連任期滿一年內屆齡退休校長申請延任之審議。 

（三）現職校長申請參加出缺學校校長遴選（以下簡稱轉任）作業。 

（四）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選作業。 

五、校長連任、延任之審議及出缺學校新任校長之遴選作業方式、遴選基準、資格審查

及相關事項，由本部擬訂草案，送遴選會審議。 

六、現職校長申請連任、延任及轉任之考評項目，包括「校長與教師─教學領導」、「校

長與學生─學生之學習與成長」、「校長與家長─家長互動」、「校長與學校─行政經

營」及「校長自身─個人特質與能力」。 

七、校長考評分本部考評及考評小組至校訪評，其規定如下： 

（一）本部考評：由本部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導人員及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原住

民族與少數族群及特殊教育組、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對其平日辦學情形之督導考

核（包括教師會及家長會平時意見之反映），依前點所定項目予以總評。 

（二）考評小組訪評：由本部組成考評小組至校實地訪視，就其辦學績效，依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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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項目予以評核。 

    前項考評小組之組成包括學者專家二人、本部代表一人、校長代表一人及教師代表

一人，均由本部部長聘（派）之。 

第一項考評結果應送遴選會審議；遴選會並得邀請本部人員代表或考評小組代表

列席說明。 

八、遴選會審議現職校長辦學績效時，採無記名投票，以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

委員過半數同意始認定為辦學績效優良，得於同一學校連任一次、延任，或申請

轉任。 

遴選會審議現職校長轉任，應以抽籤方式決定出缺學校遴選之順序，審議時採無

記名投票，以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轉任。 

 前項票決未過半數者，以前二名（包括同列第二名）進入第二次票決，餘類推進

行；人選僅剩二名，經二次投票仍未過半數者，該校列為出缺學校。 

    出缺學校僅有一位人選時，經二次投票未過半數者，再列為出缺學校。 

    新任校長遴選之投票方式比照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理。 

九、下列人員得於其他出缺學校校長遴選時，逕行報名一所學校參加面談： 

（一）現職校長未被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者。 

（二）現職學校或新設之籌備處經核定裁撤者，其校長或籌備處主任。 

    前項第一款人員不得報名原任職學校。 

十、任期屆滿、連任期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之現職校長申請參加遴選，應選填一

所至三所出缺學校，作為遴選會審議時之參考。 

十一、參加校長遴選之人員除應依規定提交相關證件外，並應針對參與遴選學校之經營

理念提出校務發展計畫書。 

      遴選會審議校長連任、延任、轉任及新任時，應邀請前項人員列席說明。 

十二、遴選會對於具名指控案件，得分別訪談相關人員，必要時並得推派代表深入了解，

向遴選會說明；對於未具名指控案件不予討論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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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００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及去職辦法 

102年 10月 18日第 66 次校務會議訂定 

104年 5月 8日第 72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7 條)  

104年 12月 11日第 7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0 條)  

第一條  國立０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辦理本校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附中)校長

之遴選作業，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校附屬高級中學校

長遴選聘任及去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附中首任校長依原任校長任期繼續擔任之。 

附中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六個月無連任意願、未獲連任、不得連任或因故出缺時，由本校

依本辦法成立本校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遴選或依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委由教育部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第三條  遴委會之組成與任務： 

一、遴委會置委員九人，組成方式如下： 

(一)本校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本校教師代表二人，由本校校長指派本校編制內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三)附中教師代表三人，由附中校務會議推選產生。 

(四)附中家長會代表一人，由附中家長會推選產生。 

(五)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二人，由本校各學院院長至多各推薦一位及附中校務會議推薦二

位校外學者，密送本校校長選定。 

二、遴委會應就附中未來發展，商訂校長候選人應具備之條件，藉供連署推薦及公開推

薦。 

三、遴委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產生附中校長人選一至

二人，送請本校校長擇聘一人為附中校長。 

四、遴委會未能推薦人選，應另組遴委會進行遴選。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薦）或遴派時，應酌列候補委員。各款代表二人以上者，任一性

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

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參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前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選會委員有前項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於遴選會決議前，向遴選會申請迴避，經遴委會

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1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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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附中校長候選人，應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第六條或第十條之一所定

資格。 

附中校長候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參加校長遴選： 

一、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 

二、擔任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不得參加校長遴選；已參加者，撤銷其資格，已聘任為校長者，撤

銷其聘任。 

附中校長候選人不得有請託關說、從事競選活動或委請他人助選等情事，經遴委會查明

屬實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六條  附中校長任期一任為四年，得連任一次，任期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附

中校長因故出缺，由本校校長指定本校或附中教師一人代理至新任校長遴選產生到任之

日止。 

第七條  附中校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月應向本校校長表明連任意願，由本校依第

三條組成遴委會，評鑑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結果優良或建議連任者，陳請本校校長決定

之，同意連任者報請教育部備查，無意連任或未獲同意連任者，依本辦法辦理新任校長

遴選。 

原校長遴選係委由教育部遴選合格人員聘任者，其連任評鑑事宜得委由教育部依高級中

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辦理。 

第八條  附中校長如有不適任事宜，經附中三分之一以上教師連署，向本校校長提不適

任案，由校長指派教務長召開附中校務會議，推選一位代表為召集人，籌辦不適任案投

票，並應於連署案成立後二個月內完成。經附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總額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不適任案始成立，另由本校校長指定本校或附中教師一人代理至新任校長遴

選產生到任之日止。 

第九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參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附中校務會議及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辦法如有

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1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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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 2

點及第 16點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自 94年 6月 18日審議通

過施行迄今，未曾修正其條文內容，爰重新檢視本校上開要點，先

予敘明。 

二、經查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 2點所稱職工未臻

明確，未含括新制助教，爰予修正之。 

三、同法第 16點原條文未明確規定不服申訴後之救濟管道，爰修訂之。 

四、修訂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五、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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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第二點及第十六點修訂條文對照表暨說明 

修正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保障職工

權益，促進校園和諧團

結，發揮行政支援教學之

功能，特設置本校職工申

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本要點所稱職工，係指本

校編制內職員、稀少性科

技人員、新制助教、工友

及駐衛警人員。 

本會行政工作：職員、稀

少性科技人員、新制助教

申訴案由人事室辦理；工

友、駐衛警人員申訴案由

總務處辦理。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保障職工

權益，促進校園和諧團

結，發揮行政支援教學之

功能，特設置本校職工申

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本要點所稱職工，係指本

校編制內職員、稀少性科

技人員及工友、駐衛警人

員。 

本會行政工作：職員、稀

少性科技人員申訴案由人

事室辦理；工友、駐衛警

人員申訴案由總務處辦

理。 

增訂新制助教，以完備

本校職工之定義並維

護是類人員之權益。 

 

十六、職工之申訴向本校

申評會提出；不服申評會

函復者， 

(一) 職員：如不服評議，

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 

(二) 稀少性科技人員、新制

助教：如不服評議，得

依訴願法規定，於評議

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提起訴願。 

(三)工友、駐衛警另依其他

有關法令規定。 

十六、職工之申訴向本校

申評會提出；不服申評會

函復者，除工友、駐衛警

另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外，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原條文未明確規定不

服申訴後之救濟管

道，爰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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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93年 01 月 09日 9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06 月 18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職工權益，促進校園和諧團結，發揮行政

支援教學之功能，特設置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要點所稱職工，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及工友、駐衛警人員。 

本會行政工作：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申訴案由人事室辦理；工友、駐衛警人員

申訴案由總務處辦理。 

三、本會設委員十三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職員男女代表各二人，並分別由行政及技術職員互選，選務工作由人事室辦

理。 

（二）工友駐警男女代表各一人，分別由工友及駐衛警人員互選，選務工作由總務

處辦理。 

（三）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相關行政主管三人（其中女性至少一人）、教師代表男

女各一人及學者專家代表各二人（其中校外具有法律專長者至少一人）擔任

之。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不得與職員考績委員會及工友考核委員會之委員重覆。 

四、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之。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

期至原任之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六、申評會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申訴之

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數

之同意行之。 

前項評議決定，委員中有應行迴避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數。 

七、申評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參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申評會申請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項申請，由申評會議決之。 

八、申評會評議申訴案件以不公開之書面審理為原則，必要時得邀請申訴人、對造及關

係人列席說明或陳述意見。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申評會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為之。 

九、申訴要件：職工對學校所提供之工作條件及所為之管理認為不當者，得依本要點向

本會提出申訴。 

十、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文件

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服務單位及職稱、住所、電話。 

（二）為原措施之單位。 

（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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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建議。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案件有無提起訴訟。  

十一、提起申訴不合前條規定者，申評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十二、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及其完整資料後，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

求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原措施之單位應自前項書面請求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

送申評會。但原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其原措施並函

知申評會。 

為原措施之單位逾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已依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

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十三、申訴提起後，於函復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後，申評會無

須評決，應即終結，並通知申訴人及原措施之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四、提起申訴之職工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民事或刑事訴

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

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其書面請求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決定，以其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得

在其他訴訟終結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

後繼續評議。  

十五、申評會依前條規定繼續評議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十六、職工之申訴向本校申評會提出；不服申評會函復者，除工友、駐衛警另依其他有

關法令規定外，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十七、申評會之決定，除依第十四條規定停止評議者外，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日起三十日

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十日，並通知申訴人。逾期未為函復，申訴人除工友及駐

警人員外，得逕提再申訴。 

前項期間，於依第十一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第十四條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十八、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處理： 

（一）無具體之事實內容者。 

（二）未具真實姓名、服務單位及住所者。 

（三）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十九、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決定。  

二十、申評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應對外嚴守秘密。 

二十一、申評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

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二十二、申訴案件以函復終結，函復依一般公文程式製作，須附記教示；申訴人除工友、

駐衛警另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外，對評議之決定如有不服，得於評議書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或原措施單位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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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復議者，即為確定。 

二十三、函復以本校名義為之，函送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單位。  

二十四、本校各單位，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應確實執行，如確屬牴觸法律或事實上窒

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理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得交付申評會再議，

但同一案件之再議以一次為限。  

二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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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年資（功）加薪（俸）要點」部分條

文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年資（功）加薪（俸）要點自 95年 12月 13日審議通過施

行迄今，未曾修正其條文內容，爰重新檢視本校前開要點，先予敘

明。 

二、經查教師年資（功）加薪（俸）要點依據未臻明確，爰予修正之。 

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四、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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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年資（功）加薪（俸）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暨說明 

修正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一、為提昇教學績效，並

維護教師年資加薪之權

益，特參照教師待遇條例

及其施行細則，訂定本要

點。 

一、為提昇教學績效，並

維護教師年資加薪之權

益，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辦法之法源

依據。 

二、凡本校教師連續任職

滿一學年（併計公、私立

學校年資），且無第四點

所列情事，由學校按學年

度評定其教學、研究、輔

導、服務等成績，並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教評會）評定審查成

績優良者，晉本薪(年功

薪)一級，至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為限。 

二、凡本校教師連續任職

滿一學年（併計公、私立

學校年資），且無第四點

所列情事，並經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

評會）檢討審查成績優良

者，給予年資（功）加薪

（俸）。 

參照教師待遇條例

第 12條之規定，明

定審查項目並合併

原第二點及第三

點，原條文第四點依

序移列。 

本點與第二點合併，爰刪

除。 

三、教師之年資（功）加

薪（俸），每學年晉一級，

並得按年遞晉至本職年功

薪（俸）最高級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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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年資（功）加薪（俸）要點 

九十三年十月十三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昇教學績效，並維護教師年資加薪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教師連續任職滿一學年（併計公、私立學校年資），且無第四點所列情事，

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檢討審查成績優良者，給予年資（功）

加薪（俸）。 

三、教師之年資（功）加薪（俸），每學年晉一級，並得按年遞晉至本職年功薪（俸）

最高級為限。 

四、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加薪（俸）： 

（一）學年度內升等變俸者。 

（二）已支年功俸最高級者。 

（三）學年度內留職停薪者。 

（四）未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者。 

（五）連續請事病假合計二十一日以上者。 

（六）學年度內違反聘約或有重大過失，經各級教評會認定者。 

五、各系所院教評會應就教師在教學、著述、研究、推廣服務等績效進行審查，並於學

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將審查結果送人事室彙整提校教評會審定。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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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待遇條例           (民國 104 年 06 月 10 日 公布 ) 

第 1 條    教師之待遇，依本條例行之。 

第 2 條    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如下： 

           一、公立學校： 

           （一）國立學校為教育部。 

           （二）直轄市立學校為直轄市政府。 

           （三）縣（市）立學校為縣（市）政府。 

           二、私立學校： 

           （一）專科以上學校為教育部。 

           （二）高級中等學校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教育部。但縣 

                 （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其業務 

                 調整移撥予直轄市前，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三）國民中小學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4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薪：指教師應領取之基本給與。 

           二、年功薪：指高於本薪最高薪級之給與。 

           三、薪級：指本薪（年功薪）所分之級次。 

           四、薪點：指本薪（年功薪）對照薪額之基數。 

           五、加給：指本薪（年功薪）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 

               不同，而另加之給與。 

           六、薪給：指本薪（年功薪）及加給合計之給與。 

           七、獎金：指為獎勵教學、研究、輔導與年度服務績效以激勵教師士氣， 

               而另發之給與。 

第 5 條    本條例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適用之。 

第 6 條    教師之薪給以月計之，並應按月給付，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離 

           職之日停支。 

           前項薪給之支給，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數覈實計支；其每日計 

           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除以該月全月之日數計算。但死亡當月之薪給按 

           全月支給。 

第 7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中小學教師）之薪級，以學經歷及年資 

           敘定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簡稱大專教師）之薪級，以級別、學經 

           歷及年資敘定之。 

           教師之薪級，依附表一規定。 

           教師應敘之薪級，公立學校教師由主管機關敘定，必要時，得委任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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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辦理；私立學校教師由服務學校敘定。 

第 8 條    初任教師，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 

           一、中小學教師以學歷起敘；其起敘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二、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 

               位者，得自三三○薪點起敘。 

           前項第二款大專教師具有較高等級教師聘任資格，而以較低等級教師聘任 

           者，得比照較高等級教師本薪最低薪級起敘。 

第 9 條    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 

           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一、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 

           二、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 

           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 

               提敘一級。 

           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公立大專教師職前於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 

           及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 

           第一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款外，不足一年之月數不予採計。 

           第一項及第二項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私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年資之規定，各校得視財務狀況及需求，於前四項 

           所定範圍內定之。 

第 10 條   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需要，同意其進修、 

           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高學歷者，以現敘薪級為基準，依下列 

           規定改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 

           一、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提敘薪級三級；逕修 

               讀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五級；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 

               級二級。 

           二、依前款規定提敘薪級後，所敘薪級低於較高學歷起敘基準者，按較高 

               學歷改敘。 

           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或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學位者，得適用施 

           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第 11 條   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原敘薪級核敘。但原敘薪級高 

           於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時，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核敘，超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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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至聘任相當薪級職務時再予回復。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依下列規定敘定薪級： 

           一、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起敘，並 

               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其已取得較高學歷 

               者，並依前條規定辦理改敘。 

           二、大專教師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第一 

               項至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 

           公、私立學校教師轉任私立學校教師時，依第八條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 

           第五項規定提敘薪級；中小學教師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並依前條規定辦理 

           改敘。 

第 12 條   公立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級，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規定辦理。 

           公立大專教師服務滿一學年，由學校按學年度評定其教學、研究、輔導、 

           服務等成績，並得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一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 

           高年功薪為限。 

           私立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級，除考核年度、晉級方式比照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外，由各校定之；私立大專教師薪級之 

           晉級，由各校比照前項規定定之。 

第 13 條   加給分下列三種： 

           一、職務加給：對兼任主管職務者、導師或擔任特殊教育者加給之。 

           二、學術研究加給：對從事教學研究或學術研究者加給之。 

           三、地域加給：對服務於邊遠或特殊地區者加給之。 

第 14 條   公立學校教師兼任主管職務及公立中小學教師擔任導師或與特殊教育有關 

           之特定工作者，其職務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數額，由教育部依各級學校 

           、組織層級及職責程度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 15 條   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如下： 

           一、中小學教師：按所支本薪區分四級支給。 

           二、大專教師：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支給。 

           前項學術研究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數額，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 16 條   公立學校教師地域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數額，由行政院參酌服務處所之 

           地理環境、交通狀況、艱苦程度、經濟條件等因素定之。 

第 17 條   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 

           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數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 

           ，不得變更支給數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 

第 18 條   公立學校教師之獎金，政府得視財政狀況發給；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 

           件及程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教育部會商其他 

           相關機關後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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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學校教師之獎金，除由政府依相關規定發給外，由各校視教師教學工 

           作及財務狀況自行辦理；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程序及金額，由各 

           校定之。 

第 19 條   依法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及停聘原因消滅後回復聘任者，依教師法規 

           定發給本薪（年功薪）。 

           停聘教師死亡者，得補發停聘期間未發給之本薪（年功薪），並由依法得 

           領受撫卹金之人具領之。 

           停聘、解聘、不續聘或資遣之教師，依法提起救濟後確定回復聘任關係者 

           ，其停聘、解聘、不續聘或資遣期間未發給之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 

           教師失蹤，自失蹤之日起至民法第八條所定期限屆滿之日止，得發給本薪 

           （年功薪）。 

           教師曠職（課）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數者，以時計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 

           日計，並按第六條第二項所定計算方式，扣除其曠職（課）或請事假超過 

           規定日數之薪給。 

第 20 條   為安定教師生活，激勵教學及工作士氣，政府得視財政狀況，規劃辦理公 

           立學校教師福利措施。 

           私立學校教師之福利措施及津貼，得由各校視財務狀況自行辦理。 

第 21 條   公立學校校長、助教、稀少性科技人員、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 

           管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立學 

           校教師之規定。 

第 22 條   軍警學校及矯正學校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師，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其薪給之給付、薪級之敘定、起敘、提敘、改敘 

           、晉級及加給之給與，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其獎金、福利及津貼之給與， 

           依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軍警學校專任助教，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於準用本條例時，以其所屬主管機關為本條例所稱主 

           管機關。 

第 23 條   私立學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六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薪給支給之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核敘薪級、第十條第一項改敘或第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本文或第十一條第三項有關起敘及改敘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級未比照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或大專教師薪級之晉級，未 

               比照同條第二項按學年度評定成績或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一 

               級之規定。 

           四、違反依第十七條所定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或地域加給之規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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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將上開加給規定納入教師聘約，或未與教師協議前變更支給數額。 

           前項情形同時得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24 條   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給教師薪給時，其所屬學校財團法人全體董事應就未 

           支給部分與學校負連帶責任。 

第 25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 26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4 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50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3條及第 7條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5年 5月 25日臺教高(五)字第 1050053023A號令修正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爰配合修正第 3條及第 7條

規定。 

二、 本案業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四、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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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第三條及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 3條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等，並

應符合下列條款： 

一、升等年資之計算，應以

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

書所載起資年月推算至

該次升等所屬學期開始

前為止（一月或七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所

屬之系、所、中心規定期

限內向該單位主管提

出，服務年資未滿者不得

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及參考著

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

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

外擔任專任教師年資，經

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

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

計。以專利發明、有關技

術移轉、授權之技術報告

亦得作為升等代表著

作，惟專利或技術移轉所

有權應以歸屬本校者方

得送審。 

     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

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

作，其餘列為參考作；

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

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

作。 

第 3條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

等，並應符合下列條

款： 

一、升等年資之計算，

應以教育部所頒現

職教師證書所載起

資年月推算至該次

升等所屬學期開始

前為止（一月或七

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

於所屬之系、所、

中心規定期限內向

該單位主管提出，

服務年資未滿者不

得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應為

送審人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五年內之著

作；參考著作應為

送審人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七年內之著

作。但送審人曾於

前述期限內懷孕或

生產者，得申請延

長前述年限二年。

專利發明、有關技

術移轉、授權之技

術報告亦得作為升

等代表著作，惟專

利或技術移轉所有

權應以歸屬本校者

一、 修正本

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其修

正原因分述如

下： 

(一) 為配合高

等教育制度鬆

綁，及適度調整

教師升等著作

過於著重單一

量化標準，忽略

研究之貢獻與

品質之弊端，並

回歸教師升等

制度審查之精

神，修正明定規

範送審著作期

限為取得前一

等級之後之著

作，並刪除但書

規定因懷孕或

生產者得延長

二年之規定。故

配合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以下

簡稱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二

十一條條文修

正內容，爰修正

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 

(二) 配合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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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規定公開出

版發行。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

開，經學校認定者，得

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

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

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

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

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

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

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

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

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

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

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

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

學校申請展延，經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始

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

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

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必需

具有次一等級教師證書。 

六、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

教師任職須連續一年，方

得升等。 

七、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四學

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八學

分以上，得自行申請以學

位送審本校第一張助理

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

方得送審。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

業刊物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送審

者，其代表著作應

自該刊物出具接受

證明之日起一年內

發表，並自發表之

日起二個月內，將

該專門著作送交學

校查核並存檔；其

因不可歸責於送審

人之事由，而未能

於一年內發表者，

應檢附該刊物出具

未能發表原因及確

定發表時間之證

明，向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申請展

延，並以該刊物出

具接受證明之日起

三年內為限。經評

審通過展延者，應

於一年期限屆滿

前，報教育部備查。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

必需具有次一等級

教師證書。 

六、由他校轉至本校任

同級教師任職須連

續一學年，方得升

等。 

七、兼任教師於連續任

教二學年，授課時

數累積達八學分以

上，得自行申請以

學位送審教師資

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修

正，明定送審之

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及

技術報告至多

五件，以回歸審

查對於品質之

把關，避免審查

著作時以量化

標準作為評估

依據之弊端，爰

訂定本法第三

條第一項第三

款。 

(三) 針對教師

送審之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各研究

(發)成果，以公

開出版為原

則，但涉及機

密、專利事項或

依法不得公

開，並由學校認

定者，得不為公

開出版之例外

情形，爰增訂本

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 

二、 配合教

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二十五條

條文修正，刪

除著作展演應

報本部備查之

程序，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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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

域，送請五位校外學者專

家辦理審查作業。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

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十二

學分以上，得申請以專門

著作送審本校第一張助

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

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

領域，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辦理初審(系、所級)、複

審(院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

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他

院校擔任專職者為限。且

送審審查費用由兼任教

師自行負擔。 

兼任教師資格審查程序

準用本辦法第六條、第七

條及第八條之規定。 

八、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

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

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

之一，經教評會審議確定

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

定，並依各目所定期間，

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

定之申請： 

（一） 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合著人證明

登載不實、代表著

作未確實填載為合

著及繳交合著人證

明、未適當引註、

未經註明授權而重

複發表、未註明其

部分內容為已發表

格，但以未任其他

院校擔任專職者為

限。兼任教師資格

審查程序準用本辦

法第四條、第六

條、第七條及第八

條之規定。 

八、本校於受理教師資

格審查案件期間，

經檢舉或發現送審

人涉及下列情事之

一，應不通過其資

格審定，並依各目

所定期間，為不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

之申請： 

(一)教師資格審查

履歷表、合著人

證明故意登載

不實、代表著作

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

著人證明：一年

至三年。 

(二)著作、作品、展

演及技術報告

有抄襲、剽竊

或其他舞弊情

事：五年至七

年。 

(三)學、經歷證件、

成就證明、專

門著作已為刊

物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

偽造、變造：

自行管控期刊

接受證明展演

事項，爰修正

第三條第一項

第四款。 

三、 經查本

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六款規

定，「由他校轉

至本校任同級

教師任職須連

續一學年，方

得升等」，連續

一學年之法規

解釋未臻明確

且為能符合本

校鼓勵專任教

師升等之原

意，爰修正第

三條一項第六

款。 

四、 本校兼

任教師聘任辦

法第九條規定

修正內容業經

一 0五學年度

第一次主管會

報審議通過，並

依程序提送一

0五學年度第

一次校教評會

審議中，為併同

修正兼任教師

申請教師資格

審查規定之一

致性用語，爰修

正本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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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果或著作或其

他違反學術倫理情

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 著作、作品、展演

及技術報告有抄

襲、造假、變造、

剽竊或其他舞弊情

事：五年至七年。 

（三） 學、經歷證件、成

就證明、專門著作

已為刊物接受將定

期發表之證明、合

著人證明為偽造、

變造、以違法或不

當手段影響論文之

審查：七年至十年。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

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

目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

定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其原經審定

合格發給教師證

書者，應撤銷該等

級起之教師資格

及追繳其教師證

書，並依第一項所

定期間，為不受理

其教師資格審定

申請之處分。 

（二） 其原經審定

不合格者，應依第

一項所定期間，為

不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申請之處

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送審

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

七年至十年。 

(四)其他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者：

一年至五年。 

教師資格經審定

後，經檢舉或發現涉

及第一款各目情形

之一，並經審議確定

者，依下列方式處

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

格發給教師證

書者，應撤銷

該等級起之教

師資格及追繳

其教師證書，

並依第一項所

定期間，為不

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申請之

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

合格者，應依

第一項所定期

間，為不受理

其教師資格審

定申請之處

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

送審中或其教師資

格經審定後，經檢舉

或發現涉及第一款

各目情事之一者，將

審議程序及處置結

果，報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

現涉及第一款各目

第一項第七款

規定。 

五、 配合教

育部審定辦法

第四十三條修

正，爰修正第

三條第一項第

八款規定。條

文內容明定不

受理教師資格

審定期間起算

之起點。另考

量實務上該款

第一目合著人

證明登載不實

難以認定是否

故意，爰修正

以登載不實之

事實認定，刪

除「故意」，並

參考科技部學

術倫理案件處

理及審議要點

中及教育部審

查實務案例增

列，違反學術

倫理樣態，爰

修正第八款第

一目及第三

目，以茲明

確。  

又實務案例上

抄襲、剽竊、

舞弊均屬違反

學術倫理之樣

態之一，並參

照、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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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

一款各目情事之一者，將

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

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

及第一款各目之一情事

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

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九、本校辦理審查完畢，送

審人之代表著作、學位論

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

就證明經審查通過後，且

無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

規定得不予公開之情形

者，應於本校圖書資訊處

公開、保管。 

 

第 7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

規定如下：  

一、初審： 

（一） 由各系（含所及中

心，以下略）依據各

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

點、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等規定辦理初審。 

（二） 系教評會辦理初

審前，得將升等教師

之著作送請適格之校

外學者專家審查，以

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者，送審三位外

審，其審查結果以二

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

為通過。送審教師資

格之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

之一情事者，不得申

請撤回資格審查

案，仍應依程序處

理。 

九、本校辦理審查完

畢，送審人經審查

通過之代表著作、

學位論文、作品、

技術報告或成就證

明應於本校圖書館

公開、保管。但技

術報告有保密之必

要者，得不予公開。 

 

 

 

第 7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

相關規定如下：  

一、初審： 

（一） 由各系（含所

及中心，以下

略）依據各該單

位教評會設置

要點、教師升等

審查要點等規

定辦理初審。 

（二） 系教評會辦

理初審前，得將

升等教師之著

作送請適格之

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以專門著

作、體育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

送審者，送審三

位外審，其審查

結果以二位審

日三國立法例

將造假、變造

及抄襲此三種

類型簡稱 FFP

增列，爰修正

本款第二目。 

六、配合本校組

織規程第五條

修正圖書館為

圖書資訊處，爰

修正第三條第

一項第九款。 

 

 

 

 

 

 

七、基於各類科

教師送審之公

平性原則，以藝

術作品或藝術

成就證明送審

者，其審查委員

人數應與專門

著作、體育成就

證明及技術報

告相同，修正其

審查人數，故為

配合教育部審

定辦法第三十

三條條文修

正，爰修正第七

條第一項各款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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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評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學者

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

同原審查意見由系教

評會決定之。審查人

選由系教評會或推薦

系教評委員選任具有

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

學者專家七至九人，

並得列迴避人選二

人，系教評會或推薦

之教評委員授權系教

評會主席圈定後，辦

理著作外審。外審成

績結果均以密件彌封

送回系教評會初審。

經初審通過之升等

案，系教評會應加註

評語連同評審成績送

請院教評會複審；未

獲通過之升等案，應

敘明理由及救濟方式

通知當事人。 

二、複審： 

（一） 各學院（含中心，

以下略）依據各該單

位 教 評 會 設 置 要

點、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等規定辦理複審。 

（二） 院教評會辦理複

審前，應將初審通過

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

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

審查，以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送審者，送審

三位外審，其審查結

查人給予及格

者為通過；以作

品、藝術成就證

明送審者，送審

四位外審，其審

查結果以三位

審查人給予及

格者為通過。送

審教師資格之

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經系教評

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

學者一人至二

人審查後併同

原審查意見由

系教評會決定

之。審查人選由

系教評會或推

薦系教評委員

選任具有充分

專業能力之校

外學者專家七

至九人，並得列

迴避人選二

人，系教評會或

推薦之教評委

員授權系教評

會主席圈定

後，辦理著作外

審。外審成績結

果均以密件彌

封送回系教評

會初審。經初審

通過之升等

案，系教評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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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

及格者為通過。送審

教師資格之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經院教評會認定

有疑義者，得加送專

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

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

由院教評會決定之。

審查人選由各系教評

會或推薦系教評委員

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

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七

至九人，並得列迴避

人選二人，由院教評

會授權院長圈定決定

後，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成績結果均以密

件彌封送回院教評會

複審。 

（三） 經複審通過之升

等案，院教評會應加註

評語，連同評審成績、

各項表件及其升等著

作依規定時程送人事

室提校教評會決審；未

獲通過之升等案，應敘

明理由及救濟方式通

知當事人。 

三、決審： 

（一） 本校依據「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等規定辦理決審。 

（二） 校教評會辦理決

加註評語連同

評審成績送請

院教評會複

審；未獲通過之

升等案，應敘明

理由及救濟方

式通知當事人。 

二、複審： 

（一） 各學院（含中

心，以下略）依

據各該單位教評

會設置要點、教

師升等審查要點

等規定辦理複

審。 

（二） 院教評會辦理複

審前，應將初審

通過之升等教師

著作送請校外適

格之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

作、體育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者，送審三位

外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人

給予及格者為通

過；以作品、藝

術成就證明送審

者，送審四位外

審，其審查結果

以三位審查人給

予及格者為通

過。送審教師資

格之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經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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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前，應將複審通過

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

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

審查，以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送審者，送審

三位外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

及格者為通過。送審

教師資格之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經校教評會認定

有疑義者，得加送專

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

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

由校教評會決定之。

審查人選由所屬學院

教評會或推薦院教評

委員選任具有充分專

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

家七至九人，並得列

迴避人選二人，由校

教評會授權教務長圈

定後，辦理著作外

審。外審成績結果均

以密件彌封經由人事

室送校教評會決審。 

（三） 經決審通過之升

等案，由人事室依規

定報請教育部核備；

未獲通過之升等案，

應敘明理由及救濟方

式通知當事人。 

 

 

 

 

評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

學者一人至二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

查意見由院教評

會決定之。審查

人選由各系教評

會或推薦系教評

委員選任具有充

分專業能力之校

外學者專家七至

九人，並得列迴

避人選二人，由

院教評會授權院

長圈定決定後，

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成績結果均

以密件彌封送回

院教評會複審。 

（三） 經複審通過之升

等案，院教評會

應加註評語，連

同評審成績、各

項表件及其升等

著作依規定時程

送人事室提校教

評會決審；未獲

通過之升等案，

應敘明理由及救

濟方式通知當事

人。 

三、決審： 

（一） 本校依據「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

師評審委員會組

織規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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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升等審查辦

法」等規定辦理

決審。 

（二） 校教評會辦理決

審前，應將複審

通過之升等教師

著作送請校外適

格之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

作、體育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者，送審三位

外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人

給予及格者為通

過；以作品、藝

術成就證明送審

者，送審四位外

審，其審查結果

以三位審查人給

予及格者為通

過。送審教師資

格之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經校教

評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

學者一人至二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

查意見由校教評

會決定之。審查

人選由所屬學院

教評會或推薦院

教評委員選任具

有充分專業能力

之校外學者專家

七至九人，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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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迴避人選二

人，由校教評會

授權教務長圈定

後，辦理著作外

審。外審成績結

果均以密件彌封

經由人事室送校

教評會決審。 

（三） 經決審通過

之升等案，由人

事室依規定報請

教育部核備；未

獲通過之升等

案，應敘明理由

及救濟方式通知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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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96.06.22.本校 95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7.06.20.本校 96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06.19.本校 97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0.06.17.本校 99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3.06.13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2條、第 4 條 

                105.01.08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4 條、第 7條 

 

第 1 條  本校為辦理教師升等，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須分別合於下列規定：  

一、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

九年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升等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

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五、教師如因生育或長期病假而無法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之期限內升等，

得申請延後一至二年；奉准留職停薪者期限暫停計算。 

第 3 條  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等，並應符合下列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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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等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書所載起資年月推算至該次

升等所屬學期開始前為止（一月或七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所屬之系、所、中心規定期限內向該單位主管提出，

服務年資未滿者不得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

參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

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專

利發明、有關技術移轉、授權之技術報告亦得作為升等代表著作，惟專

利或技術移轉所有權應以歸屬本校者方得送審。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

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

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

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

證明，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

起三年內為限。經評審通過展延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報教育部備

查。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必需具有次一等級教師證書。 

六、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連續一學年，方得升等。 

七、兼任教師於連續任教二學年，授課時數累積達八學分以上，得自行申請以

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但以未任其他院校擔任專職者為限。兼任教師資格

審查程序準用本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 

八、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

一，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依各目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

定之申請： 

（四）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

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一年至三年。 

（五）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五年

至七年。 

（六）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七年至十年。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情形之一，並經

審議確定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三）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

繳其教師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

請之處分。 

（四）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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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申請之處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

款各目情事之一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

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九、本校辦理審查完畢，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代表著作、學位論文、作品、技

術報告或成就證明應於本校圖書館公開、保管。但技術報告有保密之必

要者，得不予公開。 

第 4 條  本校自九十六學年度後，新聘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應於到任七年內通過升等，

如七年內未通過升等者，由所屬學術單位協助，限期於第八年內通過升等。如

仍未於期限內通過升等者，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一定期間不得晉薪

級、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出國講學、出國研究、超支鐘點費、校外兼課、兼

職、兼任行政及借調等處置或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第 5 條  服務年資為申請升等之基本條件，學術研究、教學績效及服務成績為決定升

等之依據，各項目評分細目由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另訂之。 

其計分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分比率如下：  

一、學術研究佔百分之六十。 

二、教學績效、服務與輔導成績佔百分之四十。 

以上各項成績評分比例及其施行細則，授權由各級學術單位得視其需要自行訂

定，並經上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 6 條  升等審查分初審、複審、決審三級，分別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第 7 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初審： 

（三）由各系（含所及中心，以下略）依據各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點、教

師升等審查要點等規定辦理初審。 

（四）系教評會辦理初審前，得將升等教師之著作送請適格之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

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以作品、藝術

成就證明送審者，送審四位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三位審查人給予及

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

系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審查後併同原

審查意見由系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系教評會或推薦系教評委

員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得列迴避人

選二人，系教評會或推薦之教評委員授權系教評會主席圈定後，辦

理著作外審。外審成績結果均以密件彌封送回系教評會初審。經初

審通過之升等案，系教評會應加註評語連同評審成績送請院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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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未獲通過之升等案，應敘明理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二、複審： 

（四）各學院（含中心，以下略）依據各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點、教師升

等審查要點等規定辦理複審。 

（五）院教評會辦理複審前，應將初審通過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外適格

之學者專家審查，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

送審三位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以作

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送審四位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三位審查

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經院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審查

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院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各系教評會或推

薦系教評委員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

得列迴避人選二人，由院教評會授權院長圈定決定後，辦理著作外

審。外審成績結果均以密件彌封送回院教評會複審。 

（六）經複審通過之升等案，院教評會應加註評語，連同評審成績、各項

表件及其升等著作依規定時程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決審；未獲通過

之升等案，應敘明理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三、決審： 

（四）本校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等規定辦理決審。 

（五）校教評會辦理決審前，應將複審通過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外適格

之學者專家審查，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

送審三位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以作

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送審四位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三位審查

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經校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審查

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校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所屬學院教評會

或推薦院教評委員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

人，並得列迴避人選二人，由校教評會授權教務長圈定後，辦理著

作外審。外審成績結果均以密件彌封經由人事室送校教評會決審。 

（六）經決審通過之升等案，由人事室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備；未獲通過

之升等案，應敘明理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第 8 條  各級教師（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升等審查時，各委員對其配偶或親屬

之升等案件，應予迴避。 

第 9 條  教評會對升等申請人之升等資料，如有認定之疑義，應邀請升等申請人提出

書面或列席說明。 

第 10 條  教師對於升等決審結果等處分如有異議，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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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及評議要點」有關申訴程序之規定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

理由以書面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外，亦得先選擇下列程序提

出申覆： 

一、申請人不服初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

明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申覆，院教評會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送回系教評

會再審議。 

二、申請人如不服複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校教評會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送回院教

評會再審議。 

三、申請人如不服決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校教評會申請再審議；校教評會應由召集人聘請該會委員三

人組成專案小組，於十四日內完成審議，提出書面具體處理結論，校教

評會針對專案小組所提出結論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重行審議該升等案。

並將結果通知當事人及其所屬系所（中心）。 

各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惟如需組專案小

組查處，必要時得延長十四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申覆成立。 

申請升等教師不服教評會決審結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者，不得

再向教評會提出申覆，已進行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審議。 

第 11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86年 3月 19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本辦法、大

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限制。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第 12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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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一章 

送審要件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及教師法第十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資格審定： 

一、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學年學生尚未入學前，經學

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二、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一學分。在國立、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

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 學校兼任之面授教師，每學期已實

際任教滿二學分。 

三、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款授課時數。 

前項申請，教師應經專任服務學校為之，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得經原服務學校

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由借調學校為之；無專任服務學校者，

得經由兼任服務學校為之。 

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 出申請送審

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 

第三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教學工作，其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曾任某一等級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年月起計。 

但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年資起計之年月，後於教師證書所載年月，從該教師職級證明所

載年月起計。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

或學術交流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且 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者，

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 採計二年。 

前項第一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者， 境外學校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參考名冊（以下簡稱參考名冊）所列

之學校；非參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本部審查認定。 

二、本部公告之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可名冊)所列之學

校。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依服務

機關（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並由學校依本條例 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按送審人經歷自行認定。 

第四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本部核發助教證書或講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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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

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五條 

前條所定繼續任教未中斷，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專任教師：每學期應實際任教。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實際任教者，不

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連續每學期應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一學分。 

三、國立或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

校兼任面授教師：每學期應至少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四、專任助教：每學年應均有聘書，且協助教學及研究。 

第二章送審表件 

第六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

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

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七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

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

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與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

學士學位證書、助教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八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

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成績證

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

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

明及專門著作。 

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四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

專門著作。 

第九條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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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相關服務年

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助理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

專門著作。 

第十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

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

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 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

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送審者：

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十一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申請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

書件： 

一、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

明及其創作、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之證明或重要之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副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重

要之專門著作。 

第十二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 其他學術、專

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 

第三章送審類別 

第十三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 究或研發成果送審

教師資格。 

第十四條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第十五條 

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

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第十六條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 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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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二。 

第十七條 

藝術類科教師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 獻者，得以作

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類科範圍，包括美 術、音樂、舞蹈、民

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圍 及基準如附表三。 

第十八條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 名次者，該教

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四。 

第十九條 

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以學位送審者，

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替代

專門著作送審。 

第二十條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學 校應依本辦法

規定，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該領域學者專家審查，經學校初 審通過，報本部複審者，

連同其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部審定之。 

第四章送審著作及學歷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

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

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參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

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

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

或於網路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

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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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第二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

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

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

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參與部分，並由 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

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參

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

免附。 

第二十四條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之代表作及本

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持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

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 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

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 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

表者，應於一年 

期限屆滿前，檢 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

經校級教評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 日起三年

內為限。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

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

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二十六條 

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修業期間

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以下合稱採認辦法）之規定。

但送審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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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期間達採認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合格者，不在此限。 

前項複審程序，其屬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者，由學校為之。 

第二十七條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由學校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 

但該國外及香港、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公告者， 得以驗證替

代查證(檢覈)。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條規定外，其認

定原則，由本部公告之。 

學校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應依採認辦法規定向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提校級教評會認定。 

未列入第一項及第二項本部公告之境外學校學位或文憑，學校應函請駐外館處或相關單

位查證後，送本部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審查認定。 

第二十八條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送審學校查證後得依其所載取得該學

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於一個月內送交學校查核並影印存

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學位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

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 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

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五章審查程序 

第二十九條 

教師資格審定，由學校辦理初審及本部辦理複審；其屬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

校）者，複審程序由本部授權學校為之。 

第三十條 

學校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規劃多元教師升等制度，並納入校內相關章則。 

學校初審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 評量、審查程

序、決定、疑義處理、申訴救濟機制等訂定規範，納入校內章 則並公告。 

學校對於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評審，應兼顧質與量，建立符合

專業評量之外審程序、外審學者專家人選之決定程序、迴避 原則、審查方式及評審基

準，據以遴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評審，教 評會對於外審學者專家就研究成果

之專業審查意見， 

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

其判斷， 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表決。 

第三十一條 

本部複審作業，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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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其

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落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

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具

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審查。 

本部得委由審查制度健全之學校、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代審機構)，代為辦理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外審程序。 

第三十二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與技術報告之評審項目及審查評定基準，

由本部公告之。 

第三十三條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由本部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人

不得低階高審。 

第三十四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分數以七十分為及格，

未達七十分者為不及格。 

任教學校採計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者，前項審查及格分數以七十分及學校所報教學、

服務與輔導成績及比率，換算送審人及格底線分數。但經換算後及格底線分數低於六十

五分者，以六十五分為及格底線分數。 

前項及格底線分數之換算方式，以評分總分一百分為滿分計算，學校教學、服務及輔導

成績占總成績之比率，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於學校章則定之；學校得考

量專任、兼任及新聘教師差異性，明定於校內章則。 

第三十五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其審查結果，二位

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送審教師資格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審查或審定後認定有疑義者，

由本部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本部決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部處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自本部收文之日起四個月內審定完成，遇寒暑假期得予

順延。但案情複雜、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 者，其審定期間得予延長，並通

知送審人。 

本部辦理複審時，遇有需補件或說明之案件，學校應自本部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送或

說明；屆期未補送或說明或未符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者，

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但因情形特殊，報本部核准延期者，不在此限。 

本部複審程序尚未完成前，送審人不得再次申請同一等級教師資格審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4 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73 

 

第三十七條 

本部審定完成後，應以書面函復學校審定結果；學校應自收受審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

以書面通知送審人。 

第三十八條 

本部辦理複審完畢，應選擇適當之地點，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專門著作、學

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其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之學校複審通過，且無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該 校圖書館公開、保管。 

第三十九條 

學校與本部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評審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 

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

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四十條 

本部得授權學校自行辦理教師資格部分或全部之複審；其授權基準、範 圍、作業規定

及教師證書年資核計方式，由本部公告之。 

自審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有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 

二、第十七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除附表三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送繳資料及審查

基準。 

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送審著作件數及第二項有關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 四、

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資格

之教師，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 程序；其資格如下： 

（一）諾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 

第四十一條 

教師資格經審定合格者，發給送審等級之教師證書。教師證書格式，由本部定之。 

第四十二條 

教師證書所列年資起算年月之核計方式如下： 

一、新聘教師依法自起聘三個月內報本部複審，經審定通過者，以聘書起聘年月起計。 

二、升等教師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本部複審，經審定通過者，以學期開始年月起計。 

三、未依前二款規定期限報本部複審，其經審定通過者，依學校實際報本部複審年月起

計。但因特殊情形或新聘教師因境外學位或文憑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未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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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聘三個月內完成查證，經學校報本部核准延期送審，並經審定通過者，得依前二款規

定起計。 

四、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之升等教師，於學年度當學期內報本部者，以

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但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

師升等案時間晚於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本部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

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升等教師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通過者，其年資得依前項

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起計。 

第六章附則 

第四十三條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並經本部

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 之日起，依各款所定期間，不

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 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

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

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

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 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者，依下

列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

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學校於報本部複審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議。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

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 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準用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並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 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

序處理。 

第四十四條 

本部依前條規定為不受理之處分後，應通知學校依本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五條 

學校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仍不辦理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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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評會重為審查程序；

其屬校級教評會未依相關送審法令辦理者，本部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第

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學校並將另為適法處理機制，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教師同一案件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判定違法達二次以上者，該教師

得向本部申請代審，經本部認定有必要者，本部得委 由代審機構辦理其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替代學校外審程序。 

第四十六條 

本部得定期評鑑學校辦理教師資格審定之績效。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

辦理審定，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期未改善之情形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

助或行政考核之依 據，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有前項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授權

其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之教師資

格送審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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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 19條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於 100年 9月 23日臺人(二)字第 1000151074號函請各國立

大專校院，秉權責建立妥切之教師懲處機制，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納

入聘約（如不得兼職、兼課、不得年資晉薪、不得接研究計畫案等）

並配合教師法第 18條規定，增列教師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時，得視

情節輕重之處置項目，爰修正聘約第 19條規定。 

二、 本案業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四、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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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第十九條修訂條文表暨說明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 19條 

教師接受聘任後，須遵守

本聘約所載事項，其享有

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並依

政府法令及本校有關規章

辦理；除有教師法第十四

條各款規定，報經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者外，不

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並得依教師法第十八條規

定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

節輕重，處以一定期間不

得提升等、晉薪級、休假

研究、出國進修、出國講

學、出國研究、承接研究

計畫案、超支鐘點費、校

外兼課、兼職、兼任行政

及借調等處置。 

第 19條 

教師接受聘任後，須遵守

本聘約所載事項，其享有

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並依

政府法令及本校有關規章

辦理；除有教師法第 14條

各款規定者，報經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者外，不

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育部於一 OO年

九月二十三日臺人

(二)字第一 OOO一五

一 O七四號函請各國

立大專校院，秉權責

建立妥切之教師懲處

機制，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納入聘約（如不

得兼職、兼課、不得

年資晉薪、不得接研

究計畫案等）並配合

教師法第十八條規

定，增列教師違反相

關法令規定時，得視

情節輕重之處置項

目，爰修正本條文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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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101.01.06.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06.13.本校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19 條 

                 105.01.08 本校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4條、第 15 條 

 

1. 貴專長領域係由«單位»聘任，員額隸屬«院»，得依學院教學需要協調授課。 

2. 待遇依政府所定標準按月支給。新聘教師到職及教師學期中獲准辭職者，其待遇另

依有關規定辦理。 

3. 教師應於規定上班時間內到校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課程編排每週以不少於 4天

為原則。每週基本授課時數：教授 8小時、副教授 9小時、助理教授 9至 10小時、

講師 10小時，如兼任本校行政職務，另依規定酌減授課時數。 

4. 教師應依本校教學需要接受排定地點授課為原則，本校教師授課地點有二：1、和

平校區：高雄市和平一路 116號。2、燕巢校區：高雄市燕巢區深中路 62號。 

5. 本校教師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其經獲准校外兼課者，併校

內超支時數至多以 4小時計支鐘點費。 

6. 本校教師均負有教學、研究、推廣服務、支援推廣教育教學、擔任導師及協助招生、

監考等義務。 

7. 教師有親自授課、監考、閱卷、按規定時限繳交成績、指導學生學習及進修之義務。

聘期內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隨時隨地均應擔負輔導之責，並以身作

則。 

8. 教師出差請假應依本校教師請假及調補課實施要點辦理，不得任意調動授課時段，

如有奉准之差假調課情形，應定期及時補授。 

9. 教師均應接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所進行之教學專業視導及教師評量。 

10. 在聘約期限屆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屆滿 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

聘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經學校同意，並將經辦事項及經管財物交代完成取具證明

後，始得離職。經同意借調期滿而未歸建者，視為辭職。 

11. 教師有連續兩學期授課時數未達規定標準，且已無其他時數抵授時，依本校有關規

定得改聘為兼任教師。 

12. 本校專任教師須接受教師評鑑，並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 

13. 下列教師：1.本校新進初任講師及助理教授級之教師。2.教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

教師。須參與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 8小時教學專業相關研習，惟新進教師原先已修

習過師資培育相關課程之教師，於提出相關證件後，可彈性參加。 

14. 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

約，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15. 教師在職期間需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制

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16.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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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17.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18. 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

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落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原則及精神。 

19. 教師接受聘任後，須遵守本聘約所載事項，其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並依政府法

令及本校有關規章辦理；除有教師法第 14 條各款規定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定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20. 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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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料【教師法】 

第 18條:  

教師違反第十七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由 

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 17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精神。 

七、依有關法令參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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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條、第 9條及第

10條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4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決議及 105年 7月 8日校長簽准案

辦理。 

二、為統整本校校教評會歷次會議攸關兼任教師聘任相關決議，爰訂定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並規定日間學制兼任教師不得超過七十歲，

進修學院除外，且經本校 104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及 104學年度

第 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5年 6月 6日高師大人字第

1051004522號函知全校各學系(所、中心)實施在案，先予敘明。惟

復經本校 104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臨時動議決議，請人事室蒐集

他校資料，調查他校聘 70歲以上之兼任教師是否須具備何種條件，

如曾獲頒國家文藝獎或學術上卓越貢獻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資格等。

經本室調查他校兼任教師相關辦法，他校並無於辦法中明定兼任教

師年齡限縮之規範，且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決議刪

除兼任教師年齡之限制，爰配合刪除第 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三、本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有關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證書之

規定，經部分系所主管反映為避免本校兼任教師資格審查寬濫，爰

經本室依 105年 7月 8日校長簽准案，將助理教授職級納入規範兼

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證書之門檻規定，以符立法意旨，爰修正第 9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四、另考量本校聘任兼任專業技術人員係依所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

之專業性工作年資辦理外審並得以比照教師職務等級聘任之。爰檢

視本法第 10條規定，其聘書(函)之核發標準，亦應考量專業性工作

性年資及教師資格審查之職級，爰配合修正本法第 10條規定。 

五、本案業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 

六、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七、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4 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8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修訂條文對照表暨說明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應由各

教學單位經系(所、中

心)、院、校教評會審議

下列事項： 

一、系(所、中心)專任教

師無授課時數不足

情形。 

二、擬聘兼任教師任教之

課程，在該學期有開

授之必要性。 

 

第五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應由

各教學單位經系(所、

中心)、院、校教評會

審議下列事項： 

一、系(所、中心)專任

教師無授課時數不

足情形。 

二、擬聘兼任教師任教

之課程，在該學期

有開授之必要性。 

 

1.為統整本校校教評會歷次

會議攸關兼任教師聘任相關

決議，爰訂定本校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並規定日間學制兼任

教師不得超過七十歲，進修學

院除外，且經本校 104學年度

第 3次校教評會及 104學年度

第 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

於 105年 6月 6日高師大人字

第 1051004522號函知全校各

學系(所、中心)實施在案，先

予敘明。 

2. 惟復經本校 104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臨時動議決議，

請人事室蒐集他校資料，調查

他校聘 70歲以上之兼任教師

是否須具備何種條件，如曾獲

頒國家文藝獎或學術上卓越

貢獻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資

格等。經本室調查他校兼任教

師相關辦法，他校並無於辦法

中明定兼任教師年齡限縮之

規範，且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決議刪除兼任

教師年齡之限制，爰配合刪除

第 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第九條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四學

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八學

分以上，得自行申請以學

位送審本校第一張助理

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

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

域，送請五位校外學者專

第九條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四

學期，授課時數累積達

八學分以上，得自行申

請以學位送審本校第

一張教師資格證書；兼

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

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十

本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有

關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

格證書之規定，經部分系所主

管反映為避免本校兼任教師

資格審查寬濫，爰經本室依

105年 7月 8日校長簽准案，

將助理教授職級納入規範兼

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證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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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辦理審查作業。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

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十二

學分以上，得申請以專門

著作送審本校第一張助

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

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

領域，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辦理初審(系、所級)、複

審(院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

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他

院校擔任專職者為限。且

送審審查費用由兼任教

師自行負擔。 

 

二學分以上，得申請以

專門著作送審本校第

一張教師資格證書，且

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

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初

審(系、所級)及複審

(院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

格之兼任教師，以未任

其他院校擔任專職者

為限。且送審審查費用

由兼任教師自行負擔。 

門檻規定，以符立法意旨，爰

修正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

定。 

 

 

 

 

 

 

 

 

 

 

第十條 

兼任教師具有博士候選

人以上資格或有講師以

上之教師證書者，發給聘

書；未具前項資格者，發

給聘函。 

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兼任

專業技術人員，發給聘

書；講師級之兼任專業技

術人員，則依本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  

第十條 

聘任之兼任教師具有

博士候選人以上資格

或有講師以上之教師

證書者，發給聘書；未

具前項資格者，發給聘

函。 

考量本校聘任兼任專業技術

人員係依所從事與應聘科目

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年資

辦理外審並得以比照教師職

務等級聘任之。爰檢視本法第

10條規定，其聘書(函)之核

發標準，亦應考量專業性工作

性年資及外審委員審查之職

級，爰配合修正本法第 10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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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105.06.01 本校 104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各教學單位為教學或研究需要，得聘任兼任教師，其聘任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

法令之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教師，指以部分時間在本校擔任教學工作，以支援教學單位專

任師資人力不足，輔助教學研究或專業需要，並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之

教師分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本校「聘任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教學實

施辦法」所定資格聘任者。 

第四條 兼任教師聘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惟新聘兼任教師聘期一律為一學期，且需視

教學績效提續聘案。 

第五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應由各教學單位經系(所、中心)、院、校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系(所、中心)專任教師無授課時數不足情形。 

二、擬聘兼任教師任教之課程，在該學期有開授之必要性。 

三、日間學制兼任教師不得超過七十歲，進修學院除外。 

                                                                                                                                                                                                                                                                                                                                                                                                                                                                                                                                                                                                                                                                                                                                                                                                                                                                                                                                                                                                                                                                                                                                                                                                                                                                                                                                                                                                                                                                                                                                                                                                                                                                                                                                  

第六條 各教學單位依本辦法提聘兼任教師，須檢附擬聘之兼任教師建議表、教師開授

課程教學綱要，並查驗其最高學歷證書、教師證書或其他證照等相關證明資料，

供各級教評會審議。 

第七條  各教學單位兼任教師聘任案應於聘期前一學期結束前，配合教評會審議期程，

完成聘任程序。如因特殊情形需辦理補聘案時，聘任單位應敘明具體事由簽請

校長核准且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八條  聘任之兼任教師日間授課以每週四小時為原則，但考量師資遴聘與課程安排因

素，得另案簽准授課時數。 

各系(所、中心)聘任現職公教人員或其他私立學校專任教師至本校授課，應

依規定發函徵求現職服務機關或學校同意。 

第九條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四學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八學分以上，得自行申請以學位送

審本校第一張教師資格證書；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期，授課時數累積達十二

學分以上，得申請以專門著作送審本校第一張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

域，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初審(系、所級)及複審(院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他院校擔任專職者為限。且送

審審查費用由兼任教師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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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聘任之兼任教師具有博士候選人以上資格或有講師以上之教師證書者，發給聘

書；未具前項資格者，發給聘函。 

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職員工於校內兼課，應先經簽准並依所聘兼任教師職級支給鐘點費，

如須於上班時間授課，應依規定請假。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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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條

文案，請討論。 

說明： 

一、經查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自 87年 1月 9日審議

通過施行迄今，未曾修正其條文內容，爰依據教育部頒之「大學研究

人員聘任辦法」相關規定檢視本校前開辦法，修正條文重點說明臚列

如下： 

（一） 第一條：明訂本辦法訂定之授權依據。 

（二） 第三條：明定本校研究人員定義及聘任之編制規定。 

（三） 第四條：明定研究人員級別及應具備資格條件及研究人員與教

師等級之比照規定。 

（四） 第五條：明定研究人員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申訴、獎懲、進修及其他與研究人員有關人事事項由各單位研

究人員評審委員會比照本校教師規定程序辦理。 

（五） 第六條：明定研究人員聘任比照本校教師聘任程序應經各級教

評會審議。 

（六） 第九條：明定研究人員升等審查作業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辦理。 

（七） 第十條：明定研究人員升等項目評分比例標準係比照本校專任

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5條規定辦理。 

（八） 第十一條：明定升等時所送審著作或研究成果係送審人取得前

一等級資格後在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

者。 

（九） 第十三條:規範本校研究人員除從事研究計畫工作外，得配合

學校業務需要與人力調配運用之需，協辦有關行政業務。 

（十） 第十五條：明定研究人員之待遇待遇、福利、進修、年資晉薪、

退休、撫卹、資遣、休假研究等事項，除有關增加退休給與及

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十一）第十六條：明定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接受評鑑，並規定各單位、

學院應分別訂定其研究人員評鑑要點，包括評鑑項目、標準及

程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十二）第十七條：明定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第十八條：明定本辦法訂定及修法程序。 

二、 本案業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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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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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暨說明 

修正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員從事

研究之需要，依教育部頒

之「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

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

法令規定訂定「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聘任、

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

員從事研究之需

要，依「大學研究

人員聘任辦法」規

定訂定「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研究人員

聘任、升等及資格

審查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本辦法係依據部頒之「大學研

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八條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訂定

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人員，係

指本職為從事研究及相關

工作之本校編制內專任人

員。各單位延聘研究人

員，依本校組織規程及編

制員額辦理。 

第三條 

各單位延聘研究人

員，以專職從事研

究工作為限，應明

訂於本校組織規程

及其設置辦法，並

在編制(配置)員額

內為之。 

本條文參照部頒之「大學研究

人員聘任辦法」第二條規定，

明定本校研究人員定義及聘

任之編制規定。 

第四條 

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

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

助理四級，應分別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

之一： 

1.任大學副研究員三

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有重要研究成果或

專門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

同等學歷證書，曾在

大學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之研究工作

第四條 

研究人員分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及研究助

理四級，其聘任、

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申訴、獎

懲、進修及其他與

研究人員有關之人

事事項，由各單位

研究人員評審委員

會比照本校教師規

定之程序辦理。 

各單位研究人員評

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依據部頒之「大學研究人

員聘任辦法」第四條至第

七條規定，修正本辦法第

四條條文內容，於條文第

一項明定研究人員級別及

應具備資格條件。 

二、依據部頒之「大學研究人

員聘任辦法」第十一條規

定，於第二項明定研究人

員與教師等級之比照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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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以上，並有重要

研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二）副研究員應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 

1.任大學助理研究員

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重要研究成

果或專門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

同等學歷證書，曾在

大學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之研究工作

四年以上，並有重要

研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三）助理研究員應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研究助理

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重要研究

成果或專門著作

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3.具有碩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在大學或研

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

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四）研究助理應具下列

另訂之，經行政會

議通過送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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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之一： 

1.具有碩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2.具有學士學位

後，曾在大學或研

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六年

以上，並有研究成

果或專門著作者。 

前項人員與教師等級之比

照，研究員比照教授、副

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理

研究員比照助理教授、研

究助理比照講師。 

第五條 

研究人員之聘任、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申

訴、獎懲、進修及其他與

研究人員有關之人事事

項，由各單位研究人員評

審委員會比照本校教師規

定之程序辦理。 

各單位研究人員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

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第五條 

研究人員之聘任，

應本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經各

單位研究人員評審

委員會、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送請校長

核定後聘任之。 

 

一、本條文明定研究人員之聘

任、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申訴、獎懲、進

修及其他與研究人員有

關人事事項由各單位研

究人員評審委員會比照

本校教師規定程序辦

理。各單位研究人員評審

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原第五條條文內容調整條

次為第六條。 

第六條 

研究人員之聘任，應本公

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經各單位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研究領域相關學院

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第六條 

各級研究人員聘任

之資格審查，依「大

學研究人員聘任辦

法」規定辦理。 

 

一、原第六條條文內容規範研

究人員聘任資格業已於

本辦法第四條明定之，故

刪除其文字用語。 

二、依據「大學研究人員聘任

辦法」第八條及比照本校

教師聘任程序，爰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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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送

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辦法第六條條文內容，明

定研究人員聘任應經各級

教評會審議。 

第九條 

申請升等之研究人員，應

於所屬單位規定期限內向

其主管提出，並依第四條

規定辦理審查，經審查通

過後併送審之各種表件，

於每年五月一日及十一月

一日前由所屬單位主管送

研究領域相關之學院審查

後，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升

等審查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作業。 

第九條 

申請升等之研究人

員，應於所屬單位

規定期限內向其主

管提出，並依第四

條規定辦理審查，

經審查通過後併送

審之各種表件，於

每年五月一日及十

一月一日前由所屬

單位主管送研究領

域相關之學院審查

後，核轉人事室，

比照教師升等規定

辦理升等審查作

業。 

  本條文規範研究人員

升等審查作業，係比照教師升

等規定辦理，故簡化修正其文

字用語，爰修正本辦法第九條

條文內容，明定研究人員升等

審查作業比照本校專任教師

升等審查辦法辦理。 

第十條 

研究人員升等評審項目，

以研究績效為重，服務項

目為輔，評分比例標準比

照本校專任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前項各項成績評分比例規

定，由審查單位、學院得

視其實際需要訂定之，並

經上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 

第十條 

研究人員升等評審

項目，以研究績效

為重，服務項目為

輔，評審標準另訂

之。 

研究人員升等程序比照本校

教師升等作業，須經初審、複

審及決審等程序，爰修正本辦

法第十條條文內容，明定研究

人員升等項目評分比例標準

係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第五條規定，評分比例

為研究績效佔百分之六十；服

務項目成績佔百分之四十。並

明定授權審查單位、學院得另

訂成績評分標準。 

第十一條 

各級研究人員升等所需具

備之專門著作、重要研究

第十一條 

各級研究人員聘任

及升等所需具備之

一、有關研究人員聘任及其他

與研究人員有關之人事

事項係比照本校教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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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或研究成果，必須與

所從事研究之領域有關，

係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資

格後在國內外知名學術刊

物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

者。 

專門著作、重要研

究成果或研究成

果，必須與所從事

研究之領域有關，

係送審前五年內在

國內外知名學術刊

物發表或經出版公

開發行者。 

定程序辦理且業規範於

本辦法第五條條文內

容。爰修正本辦法第十一

條內容，刪除「聘任」之

文字用語。 

二、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條

文修正內容，爰修正本辦

法第十一條內容，明定升

等時所送審著作或研究成

果係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

資格後在國內外知名學術

刊物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

行者。 

第十三條 

研究人員以從事研究計畫

工作為主，各單位應依其

單位需要及本校年度計畫

提供研究人員專題研究，

並於每學年度終了，提出

研究成果，以為續聘及年

資加薪評量之依據。 

本校因業務需要，得請研

究人員協辦有關行政業

務。 

第十三條 

研究人員以從事研

究計畫工作為主，

各單位應依其單位

需要及本校年度計

畫提供研究人員專

題研究，並於每學

年度終了，提出研

究成果，以為續聘

及年資加薪評量之

依據。 

本校因業務需要，

得聘研究人員兼任

有關行政職務。 

規範本校研究人員除從事研

究計畫工作外，得配合學校業

務需要與人力調配運用之

需，協辦有關行政業務。 

第十五條 

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

進修、年資晉薪、退休、

撫卹、資遣、休假研究等

事項，除有關增加退休給

與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

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

照教師之規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

依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一、依據部頒之「大學研究人

員聘任辦法」第十一條規

定，修正本辦法第十五條

條文內容，明定研究人員

之待遇待遇、福利、進

修、年資晉薪、退休、撫

卹、資遣、休假研究等事

項，除有關增加退休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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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

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

照教師之規定。 

二、原第十五條條文內容調整

條次為第十七條。 

第十六條 

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接受

評鑑，由各單位、學院分

別訂定其研究人員評鑑要

點，包括評鑑項目、標準

及程序，並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送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一、參照各校研究人員聘任相

關規定，修正本辦法第十

六條條文內容，明定研究

人員應比照教師接受評

鑑，並規定各單位、學院

應分別訂定其研究人員評

鑑要點，包括評鑑項目、

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二、原第十六條條文內容調整

條次為第十八條。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本條文原係本辦法第十五條

條文內容，明定本辦法未盡事

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因

增修正條文之故，調整條次為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本條文原係本辦法第十六條

條文內容，明定本辦法訂定及

修法程序。因增修正條文之

故，調整條次為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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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 

        87.01.09 八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之需要，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訂

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各單位延聘研究人員，以專職從事研究工作為限，應明訂於本校組織規程及

其設置辦法，並在編制(配置)員額內為之。 

第四條   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四級，其聘任、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申訴、獎懲、進修及其他與研究人員有關之人事事項，

由各單位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比照本校教師規定之程序辦理。 

         各單位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第五條   研究人員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經各單位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之。 

第六條   各級研究人員聘任之資格審查，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研究人員之聘期，比照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

次均為二年。 

第八條   各級研究人員之升等，須分別符合「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四條第一款、

第五條第一款及第六條第一款資格之規定。其升等年資之計算，推算至該次

升等所屬學期開始前為止(一月或七月)，凡在國內外全時進修之年資，均不

予列計。 

第九條   申請升等之研究人員，應於所屬單位規定期限內向其主管提出，並依第四條

規定 辦理審查，經審查通過後併送審之各種表件，於每年五月一日及十一月

一日前由所屬單位主管送研究領域相關之學院審查後，核轉人事室，比照教

師升等規定辦理升等審查作業。 

第十條   研究人員升等評審項目，以研究績效為重，服務項目為輔，評審標準另訂之。 

第十一條 各級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所需具備之專門著作、重要研究成果或研究成果，

必須與所從事研究之領域有關，係送審前五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發表

或經出版公開發行者。 

第十二條 在研究上有特殊貢獻，並獲得國內外重要研究機構獎勵者，經校教評會全體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得聘任為相當

等級之研究人員。其特殊貢獻之認定及國內外重要研究機構獎勵之界定，由

校教評會審查之。 

第十三條 研究人員以從事研究計畫工作為主，各單位應依其單位需要及本校年度計畫

提供研究人員專題研究，並於每學年度終了，提出研究成果，以為續聘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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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加薪評量之依據。 

         本校因業務需要，得聘研究人員兼任有關行政職務。 

第十四條 研究人員如具有教師資格，且因研究之需要須授課者，以在本校兼課為原則，

並應循本校兼任教師聘任程序辦理。如確有需要在校外兼課，須徵得本校同

意，並受校內外兼課合計不得超過四小時限制。 

         研究人員轉任專任教師時，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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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105 年8 月1 日修正後全文) 

教育部97年2月12日台高(二)字第0970021559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八條、第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97 年9 月1 日台高(二)字第0970169386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條文 

教育部97 年9 月19 日台高(二)字第0970182995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條文 

教育部98 年7 月21 日台高(二)字第0980123396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六條條條文 

教育部100 年9 月6 日臺高字第1000157738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二十四、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100 年9 月13 日臺高字第1000164944 號函核定修正第二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100 年9 月13 日臺高字第1000164977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100 年10 月11 日臺高字第1000183021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100 年12 月16 日臺高字第1000229802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條條文 

教育部101 年1 月30 日臺高字第1010014905 號函核定修正第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101 年3 月26 日臺高字第1010053570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101 年8 月10 日臺高字第1010149457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七、十七之一、二十五條條文 

教育部102 年10 月7 日臺教高（一）字第1020138024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十九、二十四、三十條 

條文 

教育部102 年11 月21 日臺教高（一）字第1020171846 號函核定修正第二十九條條文 

教育部102 年12 月23 日臺教高（一）字第1020189532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103 年9 月23 日臺教高（一）字第1030140895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六條條文 

教育部104 年1 月23 日臺教高(一)字第1040009603 號函核定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104 年6 月25 日臺教高(一)字第1040078194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105 年6 月14 日臺教高(一)字第1050069950 號函核定修正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 

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二、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二十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有關事宜，得分組

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

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專業輔導人員若干人。 

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心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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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95 年 06 月 23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教育部 ＞ 人事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人員，係指在大學本職為從事研究工作之專任人員。 

研究人員如具有教師資格者，得兼任教學工作。 

第 3 條 

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四級。 

第 4 條 

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八年以

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5 條 

副研究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

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6 條 

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

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7 條 

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學士學位後，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六年以上，並有研究成

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8 條 

研究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聘期及升等有關事項，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其辦法由

各校定之。 

本辦法有關專門著作、重要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特殊貢獻之認定及國內外重要研究機

構獎勵之界定，由各校定之。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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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上有特殊貢獻，並獲得國內外重要研究機構獎勵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得聘任為相當等級之研究人

員。 

第 10 條 

研究人員之解聘、停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 11 條 

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資遣、休假研究等事項，除有

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前項人員與教師等級之比照，研究員比照教授、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理研究員比照

助理教授、研究助理比照講師。 

第 12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進用之現職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如繼續任職而未中斷，得比照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逕依相當等級教師原升等辦法之規定辦理升等。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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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及第 6

條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31條規定訂定

之，先予敘明。 

二、 經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規定，當然委員由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各學院院長擔任之。本校

組織規程第 31條規定中業經明訂進修學院院長為本校教評會當然委

員且教育部 105 年 6 月 14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69950 號函業經

核定修正本校組織規程在案，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 2條規定。 

三、 依據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142481 號依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更一字第 104號判決意旨，教師重大事項經

三級審議，應以最後層級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為最終確定意見，

始合於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之功能與目的，惟其重大事項並不限於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事項，爰修正本辦法第 6條規定。 

四、 本案業經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 

五、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六、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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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及第六條修訂條文表暨說明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至二十

九人，分設當然委員及票

選委員，任期一年，應具

有教授資格，其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研究發展處處

長、進修學院院長、

各學院院長擔任。 

二、票選委員：其人數應

佔全體委員二分之ㄧ

以上。各學院至少推

選二名委員，於當年

度第一次會議開議

前，由各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含師資培

育中心）按其所屬教

師人數依比例增配票

選委員，委員人數協

商定之，各學院應依

公平公開之程序辦理

選舉。 

三、任一性別委員應達當

然委員及票選委員之

總數三分之ㄧ，核算

當然委員性別人數後

不足之數，由各學院

協調分配由票選委員

中選出。 

依前項規定，各推選單位

應同時選出候補委員。 

本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至二十

九人，分設當然委員及票

選委員，任期一年，應具

有教授資格，其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研究發展處處

長、各學院院長擔任。 

二、票選委員：其人數應

佔全體委員二分之ㄧ

以上。各學院至少推

選二名委員，於當年

度第一次會議開議

前，由各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含師資培

育中心）按其所屬教

師人數依比例增配票

選委員，委員人數協

商定之，各學院應依

公平公開之程序辦理

選舉。 

三、任一性別委員應達當

然委員及票選委員之

總數三分之ㄧ，核算

當然委員性別人數後

不足之數，由各學院

協調分配由票選委員

中選出。 

依前項規定，各推選單位

應同時選出候補委員。 

本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

員。 

1.  經查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當然委員由

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研究發展

處處長、各學院院長

擔任之。為明確規範

前開各學院院長中

係包含進修學院院

長，爰於本校組織規

程第 31條規定中明

訂進修學院院長為

本校教評會當然委

員。 

2.  依據教育部 105年 6

月 14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50069950號

函業經核定修正本

校組織規程在案，爰

配合修正本辦法第 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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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本校各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人數應達七人以上。各級

教評會如組成人數不足，

應經行政程序簽准補足。 

 

本校各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人數應達七人以上。各級

教評會如組成人數不足，

應經行政程序簽准補足。 

第六條 

本會審議第 1條所訂定之

事項，各系所應依相關法

令、要點規定提交該所屬

教評會審議，次送所屬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再送

人事室提送本會審議。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教

師之基本權益及尊重大學

自主之衡平原則，院教評

會有關教師重大事項案件

之決議如事證明確，而院

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

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

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

變更之。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款情形者，學校

應立即通知本會，本會並

於學校知悉之日起 1個月

內經審議通過依法處置。 

第六條 

本會審議第 1條所訂定之

事項，各系所應依相關法

令、要點規定提交該所屬

教評會審議，次送所屬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再送

人事室提送本會審議。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教

師之基本權益及尊重大學

自主之衡平原則，院教評

會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案件之決議如事證

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

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

或顯有不當時，本會得逕

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款情形者，學校

應立即通知本會，本會並

於學校知悉之日起 1個月

內經審議通過依法處置。 

依據教育部 105年 11月

2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142481號依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更

一字第 104號判決意

旨，教師重大事項經三

級審議，應以最後層級

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

為最終確定意見，始合

於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之功能與目的，惟其重

大事項並不限於教師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事

項，爰修正本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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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6.06.22.本校 9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7.06.20.本校 96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3.01.15.本校 102學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修正 

103.06.13.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第 2條、第 3條、第 4條、第 6條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聘任、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延長服

務、借調、休假研究、出國講學、進修、研究年資加薪及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之

事項，依據大學法第 20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31條規定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至二十九人，分設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任期一年，應具有

教授資格，其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各學院院

長擔任。 

二、 票選委員：其人數應佔全體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各學院至少推選二名委員，

於當年度第一次會議開議前，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含師資培育中心）

按其所屬教師人數依比例增配票選委員，委員人數協商定之，各學院應依

公平公開之程序辦理選舉。 

三、任一性別委員應達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之總數三分之ㄧ，核算當然委員性

別人數後不足之數，由各學院協調分配由票選委員中選出。 

依前項規定，各推選單位應同時選出候補委員。 

本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本校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人數應達七人以上。各級教

評會如組成人數不足，應經行政程序簽准補足。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如該學年度有二位副校長時，主任委員

職務由校長指派擔任，當次會議副校長缺席時代理順序分別為第二位副校長、

教務長。 

校教評會通過之決議送請校長核備，如校長認定決議案具有程序瑕疵、未符相

關法規、顯不適當之虞時，應於會議後 30日內移送校教評會覆議，覆議時若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維持原決議，或校長未於規定期間內提出覆議，決議案自

動生效。惟校長對同一案提起覆議，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本會於學年度每學期開會一至三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本會

開會時，校長得出席並參與討論，惟不得參與表決，並遵守迴避原則。 

第五條  本會依據「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教師法」及其施

行細則、「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分別審

議左列事項： 

關于專任教師之聘請及其資歷等級。 

關于專(兼)任教師之升等事項。 

第六條  本會審議第 1條所訂定之事項，各系所應依相關法令、要點規定提交該所屬教

評會審議，次送所屬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再送人事室提送本會審議。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教師之基本權益及尊重大學自主之衡平原則，院教評會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件之決議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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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款情形者，學校應立即通知本會，本會並

於學校知悉之日起 1個月內經審議通過依法處置。 

第七條  本校教師升等，由各級教評會依據其自訂之升等要點審查教師資歷、教學成績、

研究成果、服務精神及其他足以表彰之績效辦理之。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人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 

本會開會審議時，各委員對於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之案件，應予迴避。 

第九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第十條  本會開會時，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一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4 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10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105 年 8 月 1 日修正後全文) 

教育部 97年 2月 12日台高(二)字第 0970021559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八條、第三十條、第
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97年 9月 1日台高(二)字第 0970169386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條文 
教育部 97年 9月 19日台高(二)字第 0970182995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條文 

教育部 98年 7月 21日台高(二)字第 0980123396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六條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9月 6日臺高字第 1000157738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二十四、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9月 13日臺高字第 1000164944 號函核定修正第二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9月 13日臺高字第 1000164977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10月 11日臺高字第 1000183021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12月 16日臺高字第 1000229802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條條文 

教育部 101 年 1月 30日臺高字第 1010014905 號函核定修正第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101年 3月 26日臺高字第 1010053570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1 年 8月 10日臺高字第 1010149457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七、十七之一、二十五條條文 
教育部 102年 10月 7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38024號函核定修正第五、十九、二十四、三十條條文 

教育部 102年 11月 2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1846號函核定修正第二十九條條文 
教育部 102年 12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89532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3年 9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40895號函核定修正第四、六條條文 
教育部 104年 1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09603 號函核定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104年 6月 2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78194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5年 6月 14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69950 號函核定修正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至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二、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

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本大學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管

理單位。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參與。

委員任期兩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進修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含師資培育中心）等分別票選教授代表若

干人組成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本會

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委員會委員，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

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獎懲、進修、延長服務、資遣

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學術單位代表列席說明，其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院長、系、所主管及所屬教師代表若干人

組織之；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系(所、中心）主管及所

屬教師代表若干人組織之；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

聘、停聘、不續聘、獎懲、進修、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

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事項等之建議案，其組織由各單位另訂之。 

              三、課程委員會：研議本校共同必修科目及審定各系、所專門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及教育專業科目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各學院、系、

所課程評審委員會組織由各單位另訂之。  

    四、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由未兼行政職務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行政人員代表、校外教育學者

代表、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擔任之，其中任一性

別委員應佔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但就申訴案件之性質並得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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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增聘有關之專家若干人。評議有關本校專任教師申訴之案件，其

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本校軍

訓教官申訴案件準用之。 

              五、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評會置委員若干人，均為無給職，由校

長遴聘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及學校教師代表、學生自治會代表

等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至少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以審議學生、學

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有關之懲處、其他措

施或決議，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學校

學生申訴辦法或相關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其

申訴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由職員及工友駐警

代表、相關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及學者專家等（其中校外具有法律

專長者至少一人）擔任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評議職工申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實施。 

              七、環境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及建議本校環境保護及實驗（習）場

所安全、衛生等重要事務。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統整及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業務，置委員五

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

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

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為委員，其設置要點另訂定。 

              本大學於必要時得另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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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檢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份，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本校進修暨推廣部已改置為進修學院，並為免申評會設置要點

之法源依據受條文修正拘束，爰修訂如草案總說明。 

二、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因應本校進修暨推廣部已改置為進修學院，並為免申評會設置要點之法

源依據受條文修正拘束，爰修訂要點如下： 

一、為免申評會設置要點之法源依據受條文修正拘束，刪除條號及條文次

序體例修正。（第一條） 

二、配合本校進修學院改置修正單位名稱，及條文次序體例修正。（第二

條） 

三、申評會設置要點條文次序體例修正。（第三條至第五條） 

四、修正申評會設置要點核定實施程序規定，及條文次序體例修正。（第

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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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逐條說明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 為保障本校教師權益及

處理教師申訴事項依教師

法、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設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申評會）。 

第 一 條 為保障本校教師權

益及處理教師申訴事項依教

師法第廿九條、教育部「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七條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卅一條一項三款設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

會）。 

教育部「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第七條

已修正，為免受條

文修正拘束，爰刪

除條號及條文次序

體例修正。 

二 、 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

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

校長遴聘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 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

十一人：各學院各遴薦

男、女各一人，進修學

院、通識教育中心、師資

培育中心遴薦一人。 

(二) 本校行政人員代表一

人：由校長或其指定行政

人員（含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一人擔任之。  

(三) 校外教育學者代表一

人：遴聘高屏地區大專院

校專任教師擔任。 

(四) 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

人：商請高雄市教師相關

組織遴薦之。 

(五)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

人：本校法律顧問一人擔

任。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

第 二 條 申評會置委員十五

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

校長遴聘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十

一人：各學院各遴薦男女各一

人，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及進修暨推廣部共同遴薦一

人。  

（二）本校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由校長或其指定行政人員（含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一人擔任之。  

（三）校外教育學者代表一人：

遴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專任教

師擔任。  

（四）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

人：商請高雄市教師相關組織遴

薦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人：

本校法律顧問一人擔任。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

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一、 本校進修暨

推廣部已改置

為進修學院，爰

予修正之。 

二、 酌作文字及

標點符號及條

文次序體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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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逐條說明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任一性別委員

人數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以上。  

數三分之一以上。  

三、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

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校長不得為主

席。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主席。 

第 三 條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

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校長不得為

主席。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主席。 

條文次序體例修

正。 

四、 有關本校申評會辦理教師

申訴及評議相關事項，悉依

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準則」辦理。 

第 四 條 有關本校申評會辦

理教師申訴及評議相關事

項，悉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辦

理。 

條文次序體例修

正。 

五、 有關軍訓教官申訴及評議

相關事項，另增設軍訓教官

代表一人擔任委員。 

 

第 五 條 有關軍訓教官申訴

及評議相關事項，另增設軍訓

教官代表一人擔任委員。 

 

條文次序體例修

正。 

六、 申評會設置要點，經本校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 六 條 申評會設置要點，經

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並報經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參考國立成功大學

等校並無陳報教育

部核定之規定及條

文次序體例修正，

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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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6年 1月 17 日本校校務會議制定  

教育部 86.2.14 台（86）申字第 86013568 號同意核定  

94年 6月 18 日本校校務會議修正  

教育部 94.7.15 台申字第 0940098509 號同意核定  

100年 1月 7 日本校校務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為保障本校教師權益及處理教師申訴事項依教師法第廿九條、教育部「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七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卅一條一項三款

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第 二 條 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校長遴聘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十一人：各學院各遴薦男女各一人，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及進修暨推廣部共同遴薦一人。 

（二）本校行政人員代表一人：由校長或其指定行政人員（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一人擔任之。 

（三）校外教育學者代表一人：遴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擔任。 

（四）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人：商請高雄市教師相關組織遴薦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人：本校法律顧問一人擔任。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第 三 條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校長不得

為主席。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第 四 條 有關本校申評會辦理教師申訴及評議相關事項，悉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辦理。   

第 五 條 有關軍訓教官申訴及評議相關事項，另增設軍訓教官代表一人擔任委員。 

第 六 條 申評會設置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並報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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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

（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原經費分配及使用標準訂於本校「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暨

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附件 1)，為使境外學生來校交換收入

得以合理收取、分配、使用，刪除原要點之規定，新訂定本校境外

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本原則業經 105年 11月 23日國際事務委員會、105年 12月 6日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草案暨說明表如下(附件 2)。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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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

要點 

94年 03月 18日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95年 05月 26日 9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 年 07月 20日台中(二)字第 0950096369 號函備查 
96年 05月 09日 95 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5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1月 23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5月 27日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9月 01日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 年 09月 11日台高(三)字第 0970178500 號函備查 
98年 06月 25日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 年 09月 22日台高（三）字第 0980158615 號函備查 
101 年 5月 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1年 05 月 16日台高（三）字第 1010088259 號函備查 
102年 3月 2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2年 04 月 29日台高（三）字第 1020059846 號函備查 
102年 12月 3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4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3年 05 月 6日臺教高（三）字第 1030064209 號函備查 
104年 11月 18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04年 12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4月 7 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暨「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九條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與「產學合作辦法」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暨產學合作計晝（以下簡稱各類

計畫）服務項目包含： 

（一）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及企業委託或補助之專案研究計畫。 

（二）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及企業委託辦理之研討會或研習會。 

（三）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及企業委託本校辦理之技術服務案件。 

（四）透過經濟部、科技部、農委會等政府機構所委託之產學合作或科

技專案計畫，其民營機構或企業出資部分。 

（五）教育部、經濟部、科技部、農委會、環保署及衛生署等中央政府

單位所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從其規定辦理。 

（六）與本校有簽訂合作關係合約之民營機構，得另案簽請辦理。 

（七）本校與境外學校之境外交換研修生計畫。 

三、本要點之各類計畫，其主持人所需之經費項目，依一定之行政程序簽

辦，作為計畫執行之依據。本校同仁不得利用學校設備及人力私自承

接委託計畫。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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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與境外學校之境外交換研修生計畫外，申請各類計畫，其行政管理

費應依計畫之總經費編列，行政人員辦理各類計畫收入業務有績效之

工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以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

六十為限。本要點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非法定給與、辦理各類計畫

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給與總額之比率上限，

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有關行

政管理費編列及分配標準如下： 

（一）管理費分配前得先扣除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份、專任助理勞退

金、離職儲金，及符合補助之科技部計畫所衍生之專利權費用。 

（二）科技部計畫行政管理費，依下列比率分配： 

1.水電費 75%。 

2.工作酬勞 25%，其分配如下： 

（1）計畫所屬單位：以工作酬勞 13%以編列。 

（2）行政支援單位主管：以工作酬勞 42.5%編列。 

（3）行政支援單位：以工作酬勞 44.5％編列。 

3.科技部計畫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分，得由計畫管理費項下支

應。 

4.科技部計畫所衍生之專利費用，經依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發成果

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向科技部提出申請，但未獲補助者，得於

計畫管理費項下報支（經費結報時，應載明計畫編號）。 

（三）非科技部計畫行政管理費之提撥，另依下列標準及分配： 

1.總經費在 100 萬以下者，以總經費 15％編列為原則。採累進制

計算，總經費超過 100萬之部份，以 10％編列；總經費超過（含）

200 萬之部份，以 5％編列。惟各類計畫合作機構如另有規定，

從其規定。 

2.行政管理費項下分水電費及工作酬勞，水電費以 70％編列；工

作酬勞以 30％編列。 

3.工作酬勞編列依下列分配： 

（1）計畫所屬單位：以工作酬勞之 34％編列。 

（2）行政支援單位主管：以工作酬勞之 20%編列。 

（3）行政支援單位：以工作酬勞之 46％編列。 

以上計畫研究人員，不得重複支領管理費。 

4.有關非科技部計畫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規定如下： 

（1）教育部計畫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分，得依科目屬性，由計

畫業務費或人事費項下支應。 

（2）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計畫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分，可

自計畫管理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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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計畫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分，得

在原計畫經費額度內於人事費及業務費項下核實編列。 

（4）本校與私人企業或公司等合作之產學合作計畫，二代健保機

關負擔款部分，皆由業務費項下支應。 

（5）其他機關補助之計畫，對於計畫二代健保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唯若依本校行政程序簽准之計畫管理費比例，金額

100 萬以內未提撥至 10%者，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分，由

業務費項下支應。  

（四）各類計畫全案經費如有賸餘，得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保留，並作

為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發展使用（如參與國、內外學術活動），

以三年為限並不超過 70％，餘納入改善研發環境經費項下。 

（五）技術服務案件之收費標準由各執行單位自訂，其應提列行政管理

費供學校統籌運用（分配比率得參考第四點第一款簽准編列）。

且應提列部分經費由執行單位統籌運用，用以支付儀器設備維護

等費用，該比率則由各單位自訂經費使用原則規範之。 

（六）境外交換研修生計畫當學期學費（學雜、學分）收入，分配及用

途如下： 

分配比例： 

1.30%撥予業務單位。 

2.扣除符合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及超支鐘點費實施要點」

第三點第五項規定之超支鐘點費及為境外學生開課（含語教中心）

之鐘點費後，依每學期來校之境外交換生人數撥予系所，每接待

1位交換生撥給系所上限 2500元，本項次費用至多以 30%為限。 

3.40%及結餘款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用途及標準： 

1.撥予系所及業務單位之經費用於辦理學術活動、交流、鼓勵本校

學生接待境外交換生之獎助學金、本校與境外學術單位之師生互

訪、交流及辦理境外生各項業務等事宜。 

2.撥予系所及業務單位之經費支給每個便當、餐盒不超過貳佰伍拾

元；每份茶點、水果不超過壹佰元；飲宴不超過壹萬伍仟元（每

桌 10人）、宣傳品、紀念品、獎牌等實報實銷。 

五、計畫結餘款納入校務基金部分，其運用範圍為 

（一）改善研發環境經費。 

（二）其他與推動校務發展有關之經費。 

六、依本要點執行之各類計畫成果，其技術移轉或專利權收益之分配，除

依政府之相關規定處理外，餘應依合約規定辦理。其中，本校所得之

技術移轉或專利權收益，其分配及運用另訂細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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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類計畫案結束後，計畫主持人除依合約規定向委託單位繳交成果報

告外，並副知研究發展處，以利績效管理及成果轉移。 

八、各類計畫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國立大學校院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十七條規定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

限保存；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

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九、各類計畫之收支運用，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

資產人員，應負其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

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以利本校稽核人員監督。 

十、稽核人員應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任務，相關單位執行若有缺失或異常

等違法事宜，應命相關人員限期改善，必要時得依規定懲處。 

十一、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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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草案） 

 

一、為使境外學生來校交換收入得以合理收取使用，特訂定境外交換研修

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所稱交換研修生，係指境外學生來校交換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者。 

三、收費標準： 

(一)母校已與本校簽約姐妹校之境外學生至本校交換，學雜費之繳交

依雙方協議內容外，依以下規定辦理： 

1.不分學制，按本校入學當學年度學士班外國學位生最低收費標準

收費(內含電腦實習費)。 

2.每學期選讀學分以 25學分(含)為限，超過 25學分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3.學士班學生上修研究所課程依規定申請外，另收學分費 1960元/

學分。 

(二)各系所另有收費標準者，依各系所規定辦理(附件 1)。 

四、退費標準：比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 

五、經費分配及使用標準等如下： 

（一）分配比例： 

1. 30%撥予業務單位(國際事務處)。 

2. 扣除符合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及超支鐘點費實施要點」

第三點第五項規定之超支鐘點費及為境外學生開課（含語教中

心）之鐘點費後，依每學期來校之境外交換生人數撥予系所，

每 1位交換生撥給系所上限 2500元，本項次費用至多以 30%為

限。 

3. 20%提撥外國學生獎學金。 

4. 20%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二）用途： 

1.辦理境外招生相關費用。 

2.國外與大陸地區差旅費。 

3.辦理學術活動、鼓勵本校學生接待境外生之獎助學金、外國學

生獎學金、本校與境外學術單位之師生互訪、交流及各項相關業

務等事宜。 

（三）業務單位及接待系所分配款項年度執行如有結餘專帳繼續運用，

其餘結餘款納入校務基金專款運用，其運用範圍為推動國際學術

交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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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原則經國際事務委員會、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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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草案） 

說 明 表 

條文內容 說明（修訂依據或理由） 

一、為使境外學生來校交換收入得以合

理收取使用，特訂定境外交換研修

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以下

簡稱本原則）。 

訂定本原則緣由。 

二、所稱交換研修生，係指境外學生來

校交換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者。 

為使本原則所提之來校交換研修

生有清楚規範，爰於本條敘明交換

學生及交換期間之定義。 

三、收費標準： 

(一)母校已與本校簽約姐妹校之境

外學生至本校交換，學雜費之繳

交依雙方協議內容外，依以下規

定辦理： 

1.不分學制，按本校入學當學年

度學士班外國學位生最低收費

標準收費 (內含電腦實習費)。 

2.每學期選讀學分以25學分(含)

為限，超過 25學分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3.學士班學生上修研究所課程依

規定申請外，另收學分費 1960

元/學分。 

(二)各系所另有收費標準者，依各

系所規定辦理(附件 1)。 

為尊重與姐妹校簽訂之協議，爰規

定收費以雙方協議為原則，協議免

費身分外，餘則參照本校相關收費

標準。 

四、退費標準：比照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 
明訂退費標準俾供遵循。 

二、 經費分配及使用標準等如下： 

（一）分配比例： 

1. 30%撥予業務單位(國際事

務處)。 

2. 扣除符合本校「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數及超支鐘點費

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五項規

定之超支鐘點費及為境外

1.為使來校交換收入能符合專款

專用之精神，使本項收入能有效

用於境外交流，協助各系所交流

業務推展，爰訂立本條。 

2.原經費分配及使用標準置於「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暨

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

援用原要點規定並做部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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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開課（含語教中心）之

鐘點費後，依每學期來校之

境外交換生人數撥予系

所，每 1位交換生撥給系所

上限 2500元，本項次費用

至多以 30%為限。 

3. 20%提撥外國學生獎學金。 

4. 20%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

用。 

（二）用途： 

1.辦理境外招生相關費用。 

2.國外與大陸地區差旅費。 

3.辦理學術活動、鼓勵本校

學生接待境外生之獎助學

金、外國學生獎學金、本校

與境外學術單位之師生互

訪、交流及各項相關業務等

事宜。 

（三）業務單位及接待系所分配款

項年度執行如有結餘專帳繼

續運用，其餘結餘款納入校

務基金專款運用，其運用範

圍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刪，使茲更明確。  

 

 

 

 

 

 

 

 

 

 

 

 

 

 

 

 

 

1.業務單位及接待系所結餘款專

款繼續運用。 

2.其餘結餘款比照改善研發環

境，做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專款

專用。 

六、本原則經國際事務委員會、行政會

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原則訂定、施行、修正之相關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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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收錄本校音樂系收費標準 

104.6.3 103學年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音樂系(自 104學年起實施) 

1.主修個別指導費： 

各年級之學生每修讀一門「主修」課程，收取 10,500元之主修個別指

導費；如修讀二門「主修」課程，則收取 21,000元。其餘依此類推。 

 

2.副修個別指導費： 

(1)大一學生每人收取 6,165元。 

(2)大二以上之學生，依實際修課情形，每修讀一門「副修」課程，收

取 6,165元；如修讀二門「副修」課程者，則收取 12,330元。其餘

依此類推。 

3.鍵盤維護費：各年級之學生均須收取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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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定 

附表二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 

學生休、退學時間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備註  

一、註冊日（含當日）前申

請休退學者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二、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

課（開學）日之前一日

申請休、退學者  

學費退還三分之二，雜費全部退

還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

費基數核算者，退還學分

費全部、學雜費基數（或

學分學雜費）三分之二  

三、於上課（開學）日（含

當日）之後而未逾學期

三分之一申請休、退學

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二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

費基數核算者，退還學分

費、學雜費基數（或學分

學雜費）各三分之二  

四、於上課（開學）日（含

當日）之後逾學期三分

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

之二申請休、退學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一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

費基數核算者，退還學分

費、學雜費基數（或學分

學雜費）各三分之一  

五、於上課（開學）日（含

當日）之後逾學期三分

之二申請休、退學者  

所繳學費、雜費，不予退還     

備註：  

一、表列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各校正式公告之行事曆認定之；

學校未明定註冊日者，以註冊繳費截止日為註冊日。  

二、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應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受理單

位正式提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勒令退學者，退學時間應依學

校退學通知送達之日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行退學申復（訴）而繼續留校上課者，

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三、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而

延宕相關程序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各校不得於學校行事曆所定該學期開始日前預收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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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要點」， 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研發處 105年 6月 4日簽核外籍生學雜費減免優惠案辦理。 

二、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外國學

生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 

 

二、申請對象：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

學辦法申請入學者，由本

校於學生入學前核定獎助

方式及名額。 

 

三、申請資格: 

 (一)前一學年度之學業

成績，大學部….研究所…

且操行成績每學期均須達

85分以上… 

 

五、奬學金額度及核給年

限： 

(五)凡各系、所、院有勸

募款可支付外籍學位生

全額或部份學雜費、學雜

費基數者，學校提供免收

取學分費(每學期至多

12學分)、宿舍減半之優

惠，受獎期限制至多 2

學年，每學院、每屆至多

推薦 3位受獎學生，受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外國學

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要點 

 

二、申請對象： 

就讀本校學位之在學外國

學生，且未獲……. 

 

 

 

三、申請資格: 

 (一)前一學年度之學業成

績，大學部….研究所…且

操行成績每學期均須達 80

分以上… 

 

五、奬學金額度及核給年

限： 

(一)本獎學金每次核定一

學年，須逐年申請。每學

年核定後按月發給……. 

(二)大學生每名每月核給

新台幣 4,000 元、…….。 

(三)大學生受獎期限至多

四學年、……….. 

(四)依本校「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方式入學之外國

修改本要點名稱 

 

 

 

申請對象新增「新

生」 

 

 

 

 

 

操行成績 80分改

為 85分 

 

 

 

 

依據 105學年度外

國學生申請入學審

查會議及國際事務

委員會 105學年度

第 1次會議決議增

列條文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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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名額各學院可相互留

用，評選標準依各學院發

展需求自訂之。 

 

 (六) 依本校與國外聯盟 

合作學校協議入學或經

本校專案核定之外國學

生，得依協議或專案規定

給予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數減免。名額及減免額度

另訂之。 

(七)獲獎學生如辦理休學

或保留學籍，原核定獎學

金之資格即予取消，待復

學後，再於指定申請期間

重新提出申請。 

(八)偽造報名資格及陳報

不實之情事者，撤銷其獲

獎資格。 

新生，得……  

 

 

 

 

 

 

 

 

 

 

(五)獲獎學生如辦理休學

或保留學籍，原核定獎學

金之資格即予取消，待復

學後，再於指定申請期間

重新提出申請。 

(六)偽造報名資格及陳報

不實之情事者，撤銷其獲

獎資格。 

 

 

 

 

 

將聯盟合作協議者

列入考量，擴大招生

管道 

 

 

 

 

(七) (八) 

原條文順移 

六、審核方式： 

本校置「外國學生獎助學

金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查

核定本獎助學金名額及獲

獎學生名冊或相關事宜。

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召集，

副校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教務長、學務長、申

請學生所屬系所主管、主

計室主任、國際事務處學

生事務與國際開發組組長

組成之。 

六、審核方式： 

本校置「外國學生獎學金

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查核

定本獎學金名額及獲獎學

生名冊或相關事宜。審查

委員會由學務長召集，教

務長、研發處處長、申請

學生所屬系所主任(所

長)、主計室主任、生活輔

導組組長、課外活動組組

長組成之。 

本校今(105)年 8月

1日成立國際處，將

外籍生學獎金業務

自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轉撥給國際事務

處學生事務及國際

開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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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饋服務： 

(一) 依第五條第五款規

定領取之受獎生，須提供

系、所、院或國際事務處

等每學期 50小時之服務。 

(二) 依第五條第六款規

定領取之受獎生，須提供

系、所、院或國際事務處

等每學期 80小時之服務。  

(三)回饋服務成果納入下

學年申請本獎助學金審查

要件。 

八、經費來源:本獎助學金

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

構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核

撥，若有不足得由本校校

務基金、境外交換研修生

經費或其他自籌、補助

款、捐贈款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七、經費來源:本獎學金經

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

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核

撥，若有不足得由本校校

務基金項下支應。 

係新增條列，學雜費

減免之回饋服務 

 

 

 

 

 

 

 

 

 

 

條文順移 

為使經費充裕，擬新

增經費來源 

 

 

 

 

 

條文順移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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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草案） 

一、本校為推動國際化之發展，吸引優秀外國學生至本校就讀，並配合「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及其附設國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規定」，特訂定本要

點。 

二、申請對象：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申請入學者，由本校於學生入學前核定獎助方式及名

額。 

(二)就讀本校學位之在學外國學生，且未獲教育部、外交部、其他政府機關之獎學金

或校內外其他單位之獎助學金，但不包括交換學生、雙聯學制學生、僑生身分且

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三、申請資格： 

(一)前一學年度之學業成績，大學部平均需達 75 分以上，研究所平均需達 80 分以

上且操行成績每學期均須達 85分以上，無受學校申誡以上懲戒處分者(新生免)。 

(二)已修滿畢業學分之研究所學生，於撰寫論文期間得以論文研究計畫提出申請，並

應於受理申請期限內，提交指導教授推薦函及論文撰寫計畫（包括研究動機與目

的、文獻探討大綱、研究架構與設計、參考書目等）。 

四、申請表件： 

檢附申請表、前一學年度成績單(新生免)、學生證影本、切結書。 

五、奬學金額度及核給年限： 

(一)本獎學金每次核定一學年，須逐年申請。每學年核定後按月發給。第一學期(秋

季班)為 9~12月、第 2 學期(春季班)為 3~6月，共計核給 8 個月。 

(二)大學生每名每月核給新台幣 4,000 元、碩士生每名每月核給新台幣 5,000 元、

博士生每名每月核給新台幣 6,000 元。 

(三)大學生受獎期限至多四學年、碩士生至多二學年、博士生至多四學年。 

(四)依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方式入學之外國新生，得優先核給第一學年度獎學

金。 

(五)凡各系、所、院有勸募款可支付外籍學位生學雜費、學雜費基數者，學校提供免

收取學分費(每學期至多 12學分)、宿舍減半之優惠，每學院、每學年至多推薦 3

位受獎學生，受獎期限制至多 2學年，評選標準依各學院發展需求自訂之。 

(六)依本校與國外聯盟合作學校協議入學或經本校專案核定之外國學生，得依協議或

專案規定給予學雜費、或學雜費基數減免。名額及減免額度另訂之。 

(七)獲獎學生如辦理休學或保留學籍，原核定獎學金之資格即予取消，待復學後，再

於指定申請期間重新提出申請。 

(八)偽造報名資格及陳報不實之情事者，撤銷其獲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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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核方式： 

本校置「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查核定本獎助學金名額及獲獎學生

名冊或相關事宜。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召集，副校長、國際事務處處長、教務長、學

務長、申請學生所屬院系所主管、主計室主任、國際事務處學生事務與國際開發組

組長組成之。 

七、回饋服務： 

(一) 依第五條第五款規定領取之受獎生，須提供系、所、院或國際事務處等每學期

50小時之服務。 

(二) 依第五條第六款規定領取之受獎生，須提供系、所、院或國際事務處等每學期

80小時之服務。  

(三)回饋服務成果納入下學年申請本獎助學金審查要件。 

八、經費來源： 

本獎助學金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國學生獎學

金核撥，若有不足得由境外交換研修生經費或其他自籌、補助款、捐贈款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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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與香港樹仁大學簽署學術、學生交流合作書案，請  討論。 

說明： 

一、香港樹仁大學於 1971年創辦，原為香港樹仁學院，2007年正式更名，

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 

二、該校所有課程為文科，社會科學與商科課程，暫無工程學、理學及

醫學。學術宗旨以「敦仁博物」之校訓推行仁者教育，冀培養仁人

君子，弘揚中華文化，訓練有能力及均衡發展的年輕人。 

三、兩校合作書（草案）如附件。 

四、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

政會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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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香港樹仁大學於 201X 年 XX月 XX日簽署本備忘錄，雙方同意根據

以下條件深化合作關係： 

1. 雙方透過學術互動，文化交流，合作研究等不同形式的學術合作，達致互惠互利的

效果。 

2. 雙方確認下列項目為可行及可取的合作範疇﹕ 

(i) 師生交流計劃﹔ 

(ii) 合作研究及學術論文交流﹔ 

(iii) 協助籌辦研討會、會議、論壇及工作坊﹔ 

(iv) 學術刊物或學術資料的交換﹔ 

(v) 專題文化發展項目的協作﹔ 

(vi) 其他合作形式，如暑期課程及考察團。 

3. 於任何計劃開展前，雙方須就具體合作範疇的條款作協商同意，並以書面確認。 

4. 任何具體計劃必須經雙方同意，考量資金情況後由雙方分別批准。 

5. 本備忘錄僅記錄了雙方訂立協議的目的和承諾。雙方同意本備忘錄並不是正式法律

協議，不會引起任何法律關係、權利、義務或後果。 

6. 本備忘錄經雙方代表簽署後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除非另行約定，本備忘錄到期

後可自行延長五年。 

7. 經協議一方提前六個月書面通知，可終止本備忘錄。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學術交流合作書 (草案)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香港樹仁大學 

常務副校監：胡懷中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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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總條款 

雙方將致力於本項目的順利進行，並按各自規定承認本校學生在對方交流期間所獲學

分。 

第二條   項目細則 

1. 名額 

雙方將每年最多接受對方 4名交換生。原則上， 

雙方學生交流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但名額不必每年對等，只需取得長期平衡

即可。 

2. 要求 

2.1 本項目針對協議雙方全日制的各學院優秀大學生。 

2.2 本項目由派出方負責遴選並推薦。申請人必須符合接收方的交換生入學

資格，包括語言要求，以及符合下列條件： 

(i)  於過去一學年於原就讀學校取得平均積點 2.5 或以上﹔ 

(ii)具有良好的品格和學習態度。 

接收方有權決定是否錄取被推薦的學生及其入讀年級。 

2.3 交換生須自行安排在外學習期間的醫療保險，並向接收方提供有關保險證

明。 

3. 交換期限 

參加本項目的交換生在外學習時間為一至兩個學期。 

4. 權利與責任 

在外學習期間，交換生必須遵守接收方的規章制度，同時亦享有與其他就

讀該校學生同等的權利。 

5. 費用 

5.1 在外學習期間，交換生將向原就讀學校交付學費，接收方免收其學費。 

5.2 食宿、交通、書本、醫療、保險和其他生活所需費用由交換生自行承擔。 

6. 簽證  

接收方將協助交換生申請學生簽證或相關許可證。 

7. 住宿 

接收方將協助交換生尋找合適的住所。 

8. 成績單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學生交流合作書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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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順利完成學習後，接收方將於一個月內為其發出相應的成績單。 

 

第三條 其他條款 

9. 本協議僅記錄了雙方訂立協議的目的和承諾。雙方同意本協議並不是正式法律協

議，不會引起任何法律關係、權利、義務或後果。 

10. 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署後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除非另行約定，本協議到期後

可自行延長五年。 

11. 經協議一方提前六個月書面通知，可終止本協議。 

 

 

 

 

 

 

 

 

 

 

  

  

香港樹仁大學 

常務副校監：胡懷中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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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與日本岩手大學續簽學術交流合作書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與岩手大學於 2011年簽署學術交流合作成為姐妹校以來，本校

學生多人至該校交換研修，該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亦造訪本校進行學

術交流。由於兩校交流頻繁、情誼深厚，原合作期限已過，擬請同

意續簽學術交流合作書並追溯至 2016年 7月生效。 

二、兩校合作書（草案）如附件。 

三、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

政會議。 

決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4 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13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岩手大學 

學術交流協定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岩手大學為通過教育研究合作，增進兩校學術交

流，繼續簽署 2011 年開始實施的如下協議： 

1.兩校本著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的原則，同意實施並推進下列交流項

目： 

(1) 教師、研究員之間的交流 

(2) 本科生及研究生之間的交流 

(3) 學術資料、學術刊物的交換 

(4) 共同研究以及國際學術會議的合作 

2.在實施上述項目前，須經兩校有關人員具體協商，特別是在開始實施

(2)項目時，需要簽署書面備忘錄。 

3.本協議由兩校代表簽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5年，經雙方協商同意，

有效期每隔 5 年更新一次。即使在協議有效期間，任何一方有權利

要求解除協議，但須提前 6 個月通知對方。 

4.本協議由日語與漢語各兩部作成，兩種文本具有同樣效力。兩校各保

留一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岩手大學 

校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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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與日本滋賀大學 Shiga University簽署學術交流合作書案，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立大學法人滋賀大學 Shiga University位於日本滋賀縣，學校建

立於 1875年，1949年正式變更為國立大學。本部、經濟學院和經濟

學研究生院在彥根市，教育學院和教育學研究生院在大津市。兩校

區距離相當遠。該校目前設有教育學部、經濟學部、大學院設有教

育學研究科、經濟學研究科。其經濟學部擁有日本最大規模的 6學

科（經濟學科、會計學科、企業經營學科、會計情報學科、情報管

理學科、社會系統學科），教員數約 400名，學生數約 4000名。 

二、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

政會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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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SHIG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hig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hereinafter the 

“parties”), in the firm conviction that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ill 

promote academic research and other activities, hereby conclude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Article 1. The parties agree to implement exchanges and other activities in areas of academic 

research of mutual interest through the following. 

 

(1)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researchers. 

(2) Exchange of students. 

(3) Conduc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4) Holding joint lectures and symposia. 

(5)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Article 2. Actual projects to be implemente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pecific exchange activities 

as defined in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be decided through discuss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rticle 3. In the case that research results impacting upon matte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expected to arise in the course of collaborative projects carried out under the 

terms of Article 1 above, the parties shall discuss in good faith and agree in a separate 

document the conditions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o arising,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collaborative project in ques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ies of each party. 

 

Article 4.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five years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affixed below by the parties hereto (hereinafter the “term”).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may be extended upon agreement by both parties.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during its term by giving six months advance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is created in duplicate in English, each of those duplicates being 

deemed original. 

 

The parties hereby establish this Agreement by duly signing it, as of the respective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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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ident Lien-shang Wu 

   /    /      

Shiga University 

 

 

President Ryuichi ID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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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與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簽署合作備忘錄案，請  

討論。 

說明： 

一、奧勒岡大學是美國奧勒岡州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創立於 1876年，

校園廣大，學生 2萬餘人，國際學生不過 1成。奧勒岡大學共有 7

個學院，學士及碩士學位約 70種選擇，著名的科系包括建築、生化、

音樂、企業管理、經濟及運動科學等。 

二、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1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

政會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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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ROC 

 

AND 

 

UNIVERSITY OF OREGON 

 

 

I.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founded in 1967, is a rich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can be trained to become the futur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University has 19 departments, 30 Master’s programs, and 11 

Doctoral programs. The students are over 7,000. The University consists of two 

campuses. Heping Campus covers an area of 13 hectares, opposite the Kaohsiung 

Cultural Center. Yanchao Campus is a scenic place of 51 hectares that is 30 minutes 

away from downtown Kaohsiung. The University has five colleges. Besides, the 

College of Extended Education offers programs for in-service teachers and 

non-degree programs.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founded in 1876,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university located in Eugene, Oregon, U.S.A. The state’s flagship institution,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enrolls over 23,000 students annually and boasts nearly 300 

comprehensive academic programs and 33 research centers and institutes.  

 

II.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s to encourage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This cooperation may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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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sits by staff,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from one organization to the other for the 

purpose of consultation, research or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2) The sharing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scholarly information; and 

3) The promotion of other academic activities which enhance the above mentioned 

goals. 

 

NATIONAL KOA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understand that visits by staff,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from one 

organization to the other will be subject to the entry and visa regu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y other visiting countries, and that the visitors will agree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gree that all expenses, including research materials, tuitio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avel, per diem, honoraria and all other cost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ending organization or the visiting staff, researcher or students. However, the 

host organization is encouraged to seek ways to help visitors whenever possible. 

III. Exchange Students 

The contracting institution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proceeding: 

1) The exchange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shall be organized jointly by 

the coordinators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ach of the 

universities.  

2) Prior to an exchange program, an agreement must be reached between the 

cooperating universities with the help from the above named coordinators 

regard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t the respective host 

university.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students concerned. 

3) A transcript of records of previou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n outline of a study 

pla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be submitte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before 

admittance to the host university.   

4) Exchange students may take part in the regular courses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or may do research for an agreed project or thesis. Mandarin courses 

are encouraged for free at the basic levels. 

 5)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and nomin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to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nd vice versa. The results of the selec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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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t university at the latest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 nominated students will then be registered as regular exchange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Requests for extension of stay, not to exceed two semesters or 

one academic year, are subject to approval by both universities. 

6)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travel cost and cost of living, 

though the contracting universities may support these students by granting 

student assistantships or other allowances. 

7) There will be reciprocal assistance offered with regard to accommodation through 

the respectiv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both universities.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including meal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change students. 

8) Regarding tuition fees, exchange students are obliged to their host university for 

the mutual case by case arrangement. 

9) Exchange students ar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medical insurance. 

Students from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like are responsible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ir host country and to meet all the necessary visa 

requirements of the respective host country. 

 

IV. Effective Date and Duration  

 

This MOU will be valid for five years following the date of signing. Either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or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may 

terminate this MOU upon 60-day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V.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Each party shall designate a responsible department for this MOU. Each party will keep a fully 

signed copy on record. The designated departmen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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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116, Heping 1st Rd., 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0201, Taiwan, ROC  

 

Tel: +886-7-7172930 ext. 3959  

Fax: +886-7-7263332 

 

 

UNIVERSITY OF OREG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Oregon 

5209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egon, 97402  

USA 

 

Tel: +1-541-346-5851 

Fax: +1-541-346-1232  

   

VI. Non-Binding  

 

This MOU is entered into in good faith by the parties. This MOU does not create any 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or monetary obligations on either party. Specific programs or activities 

that involve 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or monetary obligations will require the execution of 

separate agreements and be contingent upon the availability of appropriated funds. 

 

 Signatur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ignature 

 

Lien-shang Wu  

Name 

 

President 

Title 

 

Date 

 

UNIVERSITY OF OREGON  

 

 

Signature 

 

Dennis Galvan 

Name 

 

Vice Provost 

Titl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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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編制外人員 106年度是否依 105年年終考核結果提昇一級薪資，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11：編制外人員年終成績考核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校得視當年度財務狀況經行政會議決議，編制外人員次年度是

否依年終考核結果提昇薪資。 

(二)經決議次年不調薪；考列乙等以上者次年續僱、考列丙等者次年

不續僱。 

二、本年度預估考核晉級調薪增加人事經費，每年增加約 100萬元(含勞、

健保及公提勞工退休金提昇後之差額)。 

三、本案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編制外人員 105年年終考

核。 

決議： 

 

           
各單位 106 年度僱用編制外人員經費估算總表(調整前) 

      

105 薪資 
投保金額 健保 

雇主 

勞保 

雇主 

工資 

墊償 

勞退金 

雇主 

勞健保 

整月合計 

勞健保 

整年合計 

105 年 

年終獎金 

105 年總支+ 

年終獎金 健保 勞保 

3,544,570  3,680,188 3,665,252 168,035  257,294  910  215,452  641,691  7,148,064  4,721,294  52,369,770  

           
各單位 106 年度僱用編制外人員經費估算總表(調整後) 

      

預估 106薪資 
投保金額 健保 

雇主 

勞保 

雇主 

工資 

墊償 

勞退金 

雇主 

勞健保 

整月合計 

勞健保 

整年合計 

105 年 

年終獎金 

106 年總支+ 

年終獎金 健保 勞保 

3,600,260  3,738,631 3,721,693 169,550  275,137  911  218,934  664,532  7,399,892  4,790,064  53,34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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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

事室 

案由：提案修正本校「編制外人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討

論。 

說明： 

一、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例一休業已定

案，同時修正勞工 7 天國定假日，並增加了工作半年特休 3 天條文，

106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 

二、本次修正條文計 3條修訂重點如后: 

（一）第十九條 :一例一休  編制外人員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依勞動基準法第 36條規定

作修正。) 

（二）第二十條 :休假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薪資照給。但

得配合本校辦公時間調移之。(依勞動基準法第 37條規定作修

正。) 

（三）第二十一條  特別休假(依勞動基準法第 38.39條規定作修正。)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期間者(以到職日為計算基準)，每年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請假期間工資照給：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數比例於

次年一月起核給特別休假，依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

超過半日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次年一月起核給特別休假，依

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不足一日者，以一

日計。                        

編制外人員依前二項規定休假時，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特別休假期日，由員工排定之。 

二、但單位主管基於業務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

與他方協商調整。 

單位主管應於員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

依前三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員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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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終止而未休之日數，雇主應發給工資。員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單位主管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 

（四）第二十二條  請假種類 附表(一)特休部分增列:六個月以上一

年未滿者，三日。 

三、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函報高雄巿政府勞工局核備後，陳請校長發布實

施。 

決議: 

本校編制外人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九條 一例一休 

編制外人員每七日中應

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

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

日。 

第十九條 一例一休 

編制外人員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

假。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作修正。 

第二十條 休假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

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

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

放假之日，均應休假，薪

資照給。但得配合本校辦

公時間調移之。 

前項休假日悉依勞動基

準法之規定辦理。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施行。 

第二十條 休假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

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

假之日，均應休假，薪資

照給。但得配合本校辦公

時間調移之。 

前項休假日悉依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辦理。 

依勞基法第三十七條

規定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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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

期間者(以到職日為計

算基準)，每年應依下列

規定給予特別休假，請

假期間工資照給：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

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

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

滿者，每年十四

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

滿者，每年十五

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

加至三十日為

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

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

之在職月數比例於次年

一月起核給特別休假，

依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

者，以半日計；超過半

日不足一日者，以一日

計。 

編制外人員依前二項規

定休假時，應依照下列

規定辦理： 

一、特別休假期日，

由員工排定之。 

二、但單位主管基於

業務上之急迫需

第二十一條  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期

間者(以到職日為計算基

準)，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請假期間工資

照給。 

一、服務滿一年以上三年

未滿者，給予七日。 

二、服務滿三年以上五年

未滿者，給予十日。 

三、服務滿五年以上者十

年未滿者，給予十四

日。 

四、服務滿十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至

三十日為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

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

月數比例於次年一月起核

給特別休假，依比例計算後

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

過半日不足一日者，以一日

計。 

編制外人員依前二項規定

休假時，應依照下列規定辦

理： 

一、特別休假日期應與單

位主管協商排定之，

並依規定辦理請假事

宜。 

二、年度內特別休假應全

部休畢，否則視同自

願放棄。 

依勞基法第三十八及

三十九條規定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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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勞工因個人

因素，得與他方

協商調整。 

單位主管應於員工符合

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

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

三項規定排定特別休

假。 

員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數，雇主應發給

工資。 

員工依本條主張權利

時，單位主管如認為其

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

責任。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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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請假種類 附表(一) 

本校編制外員工假別一覽表 

假別 給假日數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說明 

特休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

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

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

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

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

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

年加給一日，加至

三十日為止。 

安排私人活動 不需 照給 特別休假期日以勞

工指定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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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 體育室 

案由：修訂本校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刪除 106年 5月 19日（星期

五）「水上運動會（停課一天）」，請 討論。 

說明：配合 50週年校慶，106年 11月 4日（星期六）於和平校區擴大辦理，

水上運動會經費未獲核撥。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