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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一、訂定本校學生轉銜輔導

及服務要點，請討論。 

學生輔

導中心 

1. 依據教育部頒布「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附件二)、「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

報注意事項」(附件三)之規定，訂定「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

點」（草案如附件一）。 

2. 本中心已於 4月 6日及 4月 7日分別於兩

校區邀請各系所參加說明會，提供意見交

流。 

3. 依據 106年 4月 12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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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草案) 
106年4月12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輔導需求在各教育轉換階段得以銜接，

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依據教育部頒布「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 

(一) 高關懷學生：指在本校就學期間曾接受本校學生輔導中心(以下簡稱學輔中心)

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並經專業評估，仍有持續輔導需求之學生。 

(二) 轉銜學生：入學時經查為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

系統)中列為有持續輔導需求者；或依學生身心適應狀態及輔導專業評估，經

本校評估會議確認仍有持續輔導需求之學生。 

(三) 評估會議：用以評估本校高關懷學生離校後是否仍有持續輔導需求、是否列

為轉銜學生之會議。 

(四) 轉銜會議：針對轉銜學生進行交流與討論之會議。 

三、 學輔中心以教務單位提供之當學年度畢業生名單，經比對為高關懷學生，則於其畢

業一個月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是否列為轉銜學生。 

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離校或未按時註冊者，教務單位應即時提供名單給學

輔中心，經比對為高關懷學生者，於其離校或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評估會議進行

評估及通報。 

評估會議成員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主席，其餘成員應至少包括系所主管、導

師、主責輔導人員、學輔中心主任、專(兼)任輔導教師、學務處及教務處人員；必

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法定代理人)、校外資

源網絡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列席。 

四、 經評估會議評估為轉銜學生者，學輔中心應至通報系統填寫轉銜學生基本資料通報

表(附表一)，進行通報，並持續追蹤六個月。當確認其進入下一所學校就讀時，應

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讀學校進行轉銜輔導及服務；追蹤屆滿六個月，學生仍未就學

者，應於通報系統通報教育部，列冊管理。 

五、 學輔中心於新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向教務單位提出申請提供新入學學生資料；教務

單位應主動於轉學生入學後提供學生名單，交由學輔中心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通報

系統之轉銜學生。 

學輔中心接收轉銜學生基本資料通報表後，隨即啟動校內個案管理機制，列冊追蹤

輔導，並依學生需求，提供適合之輔導服務。 

學輔中心得視情況需要召開轉銜會議，必要時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書(附表二)，以密件公文通知學生原就讀學校進行輔導資料轉銜。 

轉銜會議由學輔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持續提供輔導服務之專業輔導人員、現

就讀系所主管、導師與會，必要時得邀請學務人員、教務人員及原就讀學校之主責

輔導人員等參加會議，差旅費由本校支應。 

六、 當發現入學學生雖非屬轉銜學生，經學輔中心評估有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必

要者，得視情況需要，依前條所定程序辦理。 

七、 為協助轉銜輔導，若現就讀學校提出派員參加該校轉銜會議或個案會議之需求，本

校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出席。 

八、 接獲他校請求提供學生就讀本校期間之輔導資料，學輔中心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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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內，將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及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附表三)，以密件轉

銜至其現就讀學校。 

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在此限： 

(一) 基於維護公共利益(安全)之必要，經教育部同意。 

(二) 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三) 依其他法規規定。 

九、 本校於輔導、協助轉銜學生時，應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建立完整紀

錄、善盡告知之義務，並應遵守專業倫理。因辦理轉銜輔導及服務之相關人員，於

職務上知悉之祕密或隱私及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不得洩

漏或公開。 

十、 身心障礙學生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辦理，

若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一、 本校跨系所之高關懷學生，由學生輔導中心持續提供輔導服務，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召開協同輔導會議協助之。 

十二、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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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附件二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教育部 104年 12月 08日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等事項依本辦法之規定。但特殊教育法、少年事件處理

法、兒童及少年福利與權益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各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兒童及少年受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之學籍轉銜及復

學辦法及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計畫實施辦法等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軍事及警察校院以外之公私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但不

包括矯正學校。 

軍事及警察校院，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關懷學生：指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二、轉銜學生：指高關懷學生經前一學校評估，於後一學校入學後，仍有持

續輔導需求者。 

三、原就讀學校：指學生原就讀，因畢業、轉學、退學、中輟或其他原因不

再就讀之學校。 

四、現就讀學校：指學生因轉學、升學、重考並已辦理入學之現在就讀學校。 

五、評估會議：指由原就讀學校召開，就高關懷學生進行評估，以決定其是

否需列為轉銜學生之會議。 

六、轉銜會議：指由現就讀學校召開，邀請原就讀學校代表出席，針對轉銜

學生之個案資料進行交流與討論之會議。 

第四條    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列入高關懷學生名冊，並追

蹤輔導。 

原就讀學校應就前項名冊中之高關懷學生，於其畢業一個月前，召開評估會

議，評估應否列為轉銜學生。但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離校或未按時註冊

者，應於離校或開學後一個月內為之。 

前項評估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主席，其餘成員應至少包括導師、

主責輔導人員、輔導主任或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學務處及教務處人員；必

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法定代理人)、校外

資源網絡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列席。 

第五條    原就讀學校應將經評估為轉銜學生之基本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

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進行通報。 

原就讀學校應於轉銜學生離校後，持續追蹤六個月。追蹤期限內確定現就讀

學校者，原就讀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讀學校進行轉銜輔導及服務；追蹤期

間屆滿六個月，學生仍未就學者，原就讀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屬主管機關，

列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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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現就讀學校於學生入學後，應於入學日起一個月內，逕至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

生是否為轉銜學生。 

依前項規定確認為轉銜學生者，現就讀學校經評估有必要者，應通知原就讀

學校進行資料轉銜；原就讀學校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將轉銜學生之

必要輔導資料及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以密件轉銜至現就讀學校。 

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但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在此限： 

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 

二、基於維護公共利益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 

三、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他法規規定。 

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及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等相關作業

規定，由教育部另定之。 

第七條    現就讀學校發現非屬轉銜學生之入學學生，經評估有進行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

輔導之必要者，得視其狀況依下列方式為之： 

一、請求原就讀學校指派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參加個案會議，原就讀學

校不得拒絕。 

二、請求原就讀學校依前條所定程序，提供必要之輔導資料。 

第八條  原就讀學校、現就讀學校及其人員，因辦理轉銜輔導及服務，於職務上知悉之秘

密或隱私及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不得洩漏或公開。 

第九條    現就讀學校，於接收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後，得召開轉銜會議，並進行個

案管理及輔導。 

原就讀學校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參加轉銜會議，協助轉銜輔導；其差旅費由

現就讀學校支付。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辦法規定，另定補充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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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附件三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 

教育部 106年 01月 26日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學校辦理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特依學生轉銜輔導及

服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六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之適用對象，為軍事及警察校院以外之公私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但不包括矯正學校。 

軍事及警察校院，得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三、學校應依本辦法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流程圖（附圖），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

銜輔導及服務，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 

學校推動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應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善

盡告知之義務，並應遵守專業倫理。 

四、原就讀學校應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依學生身心適應狀態及需求，發揮輔導知能並進

行輔導專業評估，評估高關懷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 

五、原就讀學校確認轉銜學生名單後，應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於每年五月三十一

日前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填寫轉銜學生基本資料通報

表(附表一)，進行通報。 

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離校或未按時註冊者，原就讀學校應於其離校或開

學後一個月內，依前點及前項規定進行評估及通報。 

六、現就讀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日起一個月內，逕至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轉銜學

生；其為轉銜學生者，應至通報系統接收轉銜學生基本資料通報表。 

七、現就讀學校接收轉銜學生基本資料通報表後，應列冊追蹤輔導，並依學生需求，提供

適合之輔導服務。 

八、現就讀學校依學生輔導需求，評估需請原就讀學校提供學生必要輔導資料者，應依本

辦法第六條第三項規定，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附表二)。 

九、現就讀學校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後，依本辦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通知

原就讀學校進行資料轉銜時，應以密件公文併附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為之。 

原就讀學校應於收受前項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將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

及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附表三)，以密件轉銜至現就讀學校。 

十、學校主管機關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於通報系統接獲原就讀學校追蹤屆滿六個

月仍未就學之學生名單後，應列冊管理，並得提供其就業、就醫及就學等相關資訊。 

十一、學校主管機關應督導考核所主管之學校，於輔導、協助轉銜學生時，建立完整紀錄，

並謹守專業倫理，負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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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說明： 
註 1：(本流程之各階段皆須遵守)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於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時，皆應依學生輔導法第 17

條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規定，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除法律另有規定

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外，不得洩漏；並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 

註 2：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現就讀學校於學生入學後，應於入學日起 1 個月內，

逕至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上學期查詢時間原則為每年 10 月 31 日前，下學期查

詢時間原則為每年 3 月 31 日前，期間末日以學校每學期入學日而定；若學生為轉學學生，則應以

學生轉入之日起 1個月內完成查詢。 

註 3：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現就讀學校於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生並確認為轉銜

學生者，現就讀學校可針對該轉銜學生進行輔導處遇作為之評估；經評估後，若有必要取得該轉銜

學生於原就讀學校之學生輔導資料者，應通知原就讀學校進行資料轉銜。又前開評估輔導處遇之時

間點，學校應視個別學生之輔導需求而定，故此階段並未有時間點之限制，尊重學生輔導工作之專

業性，並避免限縮學校選擇學生輔導工作策略之彈性。 

註 4：學生未滿 20歲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如學生父母或監護人等)之同意；學生年滿 20 歲者，應取得

學生本人同意。 

註 5：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書。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二、基於

維護公共利益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 三、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他法規規定。 

註 6：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原就讀學校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15日內，將轉銜

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及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以密件轉銜至現就讀學校；其期間之算法，說明如次：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第 4 項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不計算

在內；且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

間之末日為星期六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除上述情形外，行政程序法關於期間

之計算，並無扣除例假日之規定，亦即所指期間係日曆天非工作天，自不得於期間進行中將

例假日扣除。 

舉例 1： 

原就讀學校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四)收到現就讀學校要求提供轉銜學生之學生輔導資料時，

至遲應於 105年 12 月 16(五)前以密件函轉至現就讀學校。 

舉例 2： 

原就讀學校於 105 年 12 月 2 日(五)收到現就讀學校要求提供轉銜學生之學生輔導資料時，

因其間之末日為 105年 12月 17 日(六)，以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故原就讀學校至遲

應於 105 年 12月 19日(一)上午前以密件函轉至現就讀學校。 

二、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第 5 項規定，行政機關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歸責之事由，致事務之處理

遭受阻礙時，於該項事由終止前，停止處理期間之進行。 

註 7：原就讀學校指派學生輔導相關人員出席現就讀學校所召開之個案會議或轉銜會議時，應依相關人事

法規之規定，支應相關出差旅費等費用；若原就讀學校無法支應者，則可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由現就讀學校支付差旅費。 

註 8：現就讀學校於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期間，若發現非為轉銜學生之在學學生，經輔導處遇之評估後，有

進行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必要，且需該在學學生之前一就讀學校之配合時，可依學生轉銜輔

導及服務辦法第 7條規定，執行學生轉銜服務工作(如流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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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為   (學生姓名)    (學生身分證字號：          )之法定代理人（與該

生之關係：    ），為使其獲得所需輔導服務得以完整銜接，同

意 (原就讀學校全稱)  將   (學生姓名)  就讀期間的輔導摘要資料，提供

給 (現就讀學校全稱) ；本人所同意轉銜之學生輔導相關資料，僅

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 (現就讀學校全稱) 應妥善保管，並善盡保

密責任。 

此致 

 
             (原就讀學校全稱)                            

 

※同意可提供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勾選)：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他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   

 

 

※其他建議與叮嚀事項(若無則免填)：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年 月 日 
 

備註： 

學校及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依學生輔導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

蒐集、處理或利用學生輔導資料。 

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關紀錄，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不會用於其他用途，並確實遵

守學生輔導法第 17 條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8 條有關保密之規定；並善盡資

料保管之責任。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  

11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同意書  
 

我是   (學生姓名)   ，為協助學校提供之輔導服務完整銜接，

同意  (原就讀學校全稱) 將我就讀期間之輔導摘要資料，提供給   

(現就讀學校全稱)  ；我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關資料，僅供輔導相

關人員查閱， (現就讀學校全稱)  應妥善保管，並善盡保

密責任。 

此致 
        (原就讀學校全稱)              

※同意可提供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勾選)：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他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   

 

※其他建議與叮嚀事項(若無則免填)：   
 

學生簽名：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年 月 日 

 

備註： 

學校及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依學生輔導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

定，蒐集、處理或利用學生輔導資料。 

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關紀錄，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不會用於其他用途，並確實遵

守學生輔導法第 17條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8條有關保密之規定；並善盡資

料保管之責任。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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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此機密文件，請妥為保管】 
 

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 
原就讀學校名稱(全稱)：                

原 

就 

讀 

學 

校 

填 

列 

轉銜學生基本資料 

轉銜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證號)：     

轉銜學生於原就讀學校在學期間之輔導相關資料 附件編碼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他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                                                    

 

填表單位(人)簽署欄 

填表人：  

聯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現
就
讀
學
校
填
列 

資料接收確認欄位 

□確認接收原就讀學校所提供(勾選)之各項資料。 

□尚缺部分資料(有勾選但未提供)，經聯繫補件後，已接收所有資料。 

聯繫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補件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尚缺部分資料(有勾選但未提供)，經聯繫補件仍未提供。 

接收單位(人)簽署欄 

接收單位(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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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新訂「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

法」（草案），敬請討

論。 

秘書室 1.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例、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規

定辦理。 

2. 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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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請抽換15、16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強化本校校務基金之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依據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例、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規定，訂

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兼任稽核人員設置運作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第二條 本校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 

（一）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人力由本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

整。 

（二）稽核人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二年，得連聘之。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學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不得擔任

稽核人員。 

 

第三條 稽核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益之查核及評估。 

（六）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交易循環，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薪資循環、財產管

理循環、投資循環、融資循環及研發循環等。 

本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做成年度稽核報告，向校務會議

報告。 

 

第四條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任務之規範： 

（一）應獨立超然，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二）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

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三）應本誠實信用原則，不得有下列情事： 

1、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不實、不當之揭露。 

2、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不彰。 

3、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四）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發生前述不得有之情事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

得懲處或調整職務。 

 

第五條 校務基金之缺失或異常事項，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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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基金之執行不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六）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須調整

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列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六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

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稽核人員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至改善為止。 

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 

 

第七條 校務基金如發生實際短絀情形： 

（一）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二）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入之具體措施與資本支出及人事費

等各項支出之必要性檢討。 

（三）稽核人員應將學校擬訂之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核計畫，定期

追蹤其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第八條 受稽核單位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事項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列入下次稽核

重點，並得依本校相關獎懲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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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兼任稽核人員聘任要點（草案） 

說明對照表 

條文 說明 

 

一、為強化本校校務基金之內部控制及確保

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依據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例、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規

定，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兼任稽核人員設置運作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設置的依據 

【辦法第 7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

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

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校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

依法設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 

（一）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

關專業背景，人力由本校現有預

算員額內調整。 

（二）稽核人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二

年，得連聘之。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學校

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

員，不得擔任稽核人員。 

 

  

 

※設置兼任稽核人員 

【條例第 7條第 1項第 2款】 

國立大學校院為強化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

制度持續有效運作，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者，應置

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數人；必

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位，並置稽核主管一

人。 

二、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得準用

前款規定，或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

員。 

專任及兼任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

業背景，所需人力由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整，

稽核主管並得以契約進用。 

※不得擔任稽核人員的情況 

【辦法第 6條第 1項】 

學校依本條例第七條第一項年度總收入置稽核人

員或設稽核單位者，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

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不得擔任稽核人

員。 

 

三、稽核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

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

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

核。 

※稽核人員之任務 

【條例第 8條第 1項】 

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

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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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

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

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

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

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

益之查核及評估。 

（六）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七）得配合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

需，列席會議。 

（八）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

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並

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向校務會議

報告。 

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

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益之查核及

評估。 

六、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辦法第 5條第 2項】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開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列席。 

 

【辦法第 18條第 1 項】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

長同意後實施。 

 

四、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任務之規範： 

（一）應獨立超然，並得視任務需求，

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

以供查閱。 

（二）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

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

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

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

避。 

（三）應本誠實信用原則，不得有下列

情事： 

1、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

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不

實、不當之揭露。 

2、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不

彰。 

3、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四）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發生前述不得

有之情事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

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整職

務。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任務之規範 

【辦法第 18條第 2 項】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

然，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

之資料以供查閱。 

 

【辦法第 19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位或執

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

迴避。 

 

【辦法第 20條第 1、2項】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不得有

下列情事：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

意隱匿或作不實、不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不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

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整職務。 

 ※缺失或異常事項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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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五、校務基金之缺失或異常事項，係指：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不符合相關法令

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

揮其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六）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

學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列之

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

情形。 

【辦法第 21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列

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不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

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

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六、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

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撥

款購置資產所提列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

仍為短絀之情形。 

 

六、稽核人員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

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時： 

（一）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 

（二）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

底稿及相關資料。 

（三）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

至改善為止。 

※發現缺失或異常事項之作為 

【辦法第 22條第 1、2、3項】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

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

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

資料。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

事項至改善為止。 

 

 

七、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

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 

※保存五年 

【辦法第 22條第 3 項】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

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 

 

八、校務基金如發生實際短絀情形： 

（一）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

行。 

（二）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提升學校

各項自籌收入之具體措施與資本

支出及人事費等各項支出之必要

性檢討。 

（三）稽核人員應將學校擬訂之開源節

※校務基金如發生實際短絀 

【辦法第 23條】 

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

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

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

入之具體措施與資本支出及人事費等各項支出之

必要性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第一項開源節流計畫之

19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條文 說明 

流計畫之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

核計畫，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

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核計畫，定期追蹤其改善

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九、受稽核單位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事項或

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列入下次稽

核重點，並得依本校相關獎懲規定辦

理。  

※未逾期限內完成改善者 

十、校務基金兼任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之

獎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訂及修正程序 

【辦法第 7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

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

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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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三、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

資培育中心將單位整併

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案，敬請討論。 

實習與

就業輔

導處 

1. 為提升本校師資培育之工作成效，提升本

校學生之學習、實習與就業輔導，設置單

一統籌之單位實屬迫切必要。 

2. 依據依照 106.01.17師資培育相關業務重

整協調第 6次會議紀錄及校長裁示，更名

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3.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整併新

單位名稱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設處長 1人。 

(1)組織整併後組別由原來的 4組 1中心(1

組)併為 5組，分為師資培育課程組、

教師資格檢定組、地方教育輔導組、

就業輔導組、校友服務組等 5組，並

以現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員員額編

制表做內部調整與移撥，執行相關業

務之推動。 

(2)師資培育課程組、教師資格檢定組、地

方教育輔導組、就業輔導組、校友服

務組之行政主管以聘請相關專業教師

擔任。 

4. 檢附「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

心 整併規劃書」(草案) 及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各組業務及工作項目表，提請 討

論。 

5. 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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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組織架構規劃書(草案) 
 
 
 
 
 
 
 
 
 
 
 
 
 
 
 
 
 
 
 
 
 
 
 
 
 
 
 
 
 
 
 
 
 
 

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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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實習與就業輔導處、師資培育中心 

整併規畫書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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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分析本校目前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流程，發現與該項業務有關之單

位眾多、事權分散，是問題產生的主因。查本校辦理教師專門科目訂定及資格認

定、審查作業流程的單位，計有：教務處課務組、教務處 註冊組、教務處燕巢

教務組、進修學院教務組、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辦理單位眾多，

「認定單位涉及二個單位以上，有時無法對個案之 細節、問題或爭議，做立即

和深入的面對面溝通」；且常因對相關規定之認知與熟稔程度不同，而有教育部

來函糾正之弊：「在學生實習完畢甚至 通過檢定考試後，才發現學生科目不對

或學分數不足，致無法核發教師 證書之情形，對學生權益影響甚大」。 

本校師資培育業務執行單位目前為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與就業輔導

處，為因應最新週期師資培育評鑑到來，並提升本校師資培育之工作成效與學生

就業率提升，設置單一統籌之單位實屬迫切必要。 

本校師資培育業務合併後，可區分為二個區塊，分別為師資培育業務（含師資

培育課程組、教師資格檢定組、地方教育輔導組），非師資生業務（就業輔導組、

校友服務組），是均衡的兩區塊。依照本校建構的「雙核心概念」，即「師培」與

「非師培」兩個核心，同步運作相輔相成，以發展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之專業性

與效能。 
 

二、預計合併時程 

 

106.4.26 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106.5.9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106.5.10        行政會議通過 
106.6.16 校務會議通過 

106.7-8 校內調整組織章程及員額編制 

106.9 簽報教育部 

107.2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正式掛牌 
 

三、組織編制 
 

（一）兩單位原有組織架構及人員員額編制 

1.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章程規定，實習與就業輔導處有4 組（含教育實習組、

教育輔導組、校友服務組、就業輔導組組），現有員額如下表： 

 

 

 

 

 

 

 

 

 

處長 

秘書 

教育輔導組 就業輔導組 校友服務組 教育實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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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與就業輔導處現有員額明細表 

 
 

組別 組長 秘書 助教 組員 行政助理 

教育實習組 1人  1人  1人+1人 

教育輔導組 1人   1人 1人 

就業輔導組 1人    2人 

校友服務組 1人    2人 

處長室  1人    

備註：1.教育實習組外加1位身心障礙職行政助理。 

2.實習與就業輔導處現有4位組長，4位教師職。 

 

2.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師資培育中心1組（行政組），現

有員額如下表： 

 

 

 

 

 

 
 

   
 

 

師資培育中心現有員額明細表 

 
組別 組長 組員 行政助理 

行政組 1人 1人 1人 

教學組(暫缺)    

備註：1.組長1人暫缺，現有人員依職務分類未依組別分。 

2.依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師資培育中心應包括2組，行政組、教學組，

每組各設組長1人。 
 

 
 
 

3.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職員編制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教學組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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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職員員編制(不含編制外人員) 

 
 

單位 銓敘或未銓敘 官等 性別 職稱 姓名 員額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 
銓敘 薦任 男 秘書 梁煒成 1 

銓敘 薦任 女 組員 莊凱琦 1 

師資培育中心 銓敘 委任 男 助理員 吳展屹 1 

註：銓敘或未銓敘的區別為是否經過國家公務人員考試及格。 
 
 

（二）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組織架構 
 

 

 

 

 

 

 
 

組長 1名              組長 1名           組長 1名         組長 1名       組長 1名 

編審 1名<由教務處移撥> 助教 1名 

組員 1名、助理員 1名  

行政助理 1名         行政助理 1名       行政助理 2名     行政助理 2名  行政助理 2名 

 

1.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整併後的名稱，正式名稱依照106.01.17師資

培育相關業務重整協調第6次會議紀錄及校長裁示，更名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 

2.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整併後，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組織架構分師

資培育課程組、教師資格檢定組、地方教育輔導組、就業輔導組、校友服務組等

5組。 

3.組織整併後組別變成的5組，並以現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員員額編制表做內部

調整與員額移撥執行相關工作。 
  

處長 

秘書 

地方教育輔導組 就業輔導組 校友服務組 師資培育課程組 教師資格檢定組 

師資培育教師評審委員會 

26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組織架構 

 
 

單位 組別 職稱 官等 姓名 員額 

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 

師資培育課程組 組長 教師兼  1 

教師資格檢定組 組長 教師兼  1 

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長 教師兼  1 

就業輔導組 組長 教師兼  1 

校友服務組 組長 教師兼  1 

 秘書 薦任  1 

 編審 薦任  1(增加) 

 組員 薦任  2(增加1) 

 助理員 委任  1 

   小計 10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各組業務及工作項目表：  

1.師資培育課程組 

組別:師資培育課程組 業務對象 工作項目 
人事規劃： 

組長 1 編審 1 組員 1 助
理員 1行政助理 1 

(合計 5人) 

業務項
目 

 

1.辦理教育學程(含中等、小教)之規劃、甄選及選課輔導
等事宜。 
2.教育學程(含中等、小教)相關規定之增修訂。 
3.教育學程(含中等、小教)修習資格之登錄、放棄及移轉
等事宜。 
4.中等學校各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及專業課程增修訂及
報部核定。 
5.教育專業課程之審核認定及學分扺免等事宜。 
6.教育學程及專門課程等各項證明書之核發或補發。 
7.教育學程之評鑑業務、師培評鑑業務。 
8.本處教師之聘任、升等及評鑑事宜。 
9.教育部補助師培大學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案彙整及報
部事宜。 
10.其他教育學程相關業務。 
11.承辦教育部委辦計畫。 

師培 
中心 
現有 
業務 

A. 
1.上學期(8月)辦理教育專業科目學分抵免、2.每學期末
檢視卓獎生前學期義輔時數及資格審核、3.每學期末檢視
學程生資格淘汰、4.每月舉行一次中心會議、5.每學期舉
行一次兼任教師知能研習、6.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中心課
程委員會、7.每學期至少舉行兩次中心教評會、8.排定次
學期課表，每學期第 16週送各教師、9.每學期第 18週開
始受理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學分認定，送中心及系
上審查，並於次學期開始前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
查認定表電子檔、10.每年 3月填寫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11.辦理本校生及外校生專門科目認證、加科與加階段業
務、12.每學期末協助教育專業科目能力檢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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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行教育學程(含中等、小教)新生座談會(8月)、2.每
學期初末各舉行一次聯合導生座談會、3.每學期至少舉行
一次卓獎生座談會、4.每雙數月 20日出刊教育學程通訊、
5.辦理志工服務時數檢核、7.協助催繳教育學程學分費、
8.中心教育書房管理 
C. 
1.每年 3-8月舉辦教育學程(含中等、小教)招生考試：簽
准招生委員(3月)，公告簡章(4月)，舉辦招生說明會(5
月初)，受理報名(5月中旬)，筆試(6月)，口試及放榜(7
月)，核銷經費(8月) 
2.協助執行精緻/精進師培計畫：撰寫次學年度計畫(1
月) ，修正次學年度計畫(4 月)，執行計畫(8月) ，提交
期中報告(1月)，繳交成果報告(6月) 
彙整中等教育學科中心設置計畫提報：研題會議(6月)，
定稿會議(7月)，執行計畫(8月)，提交期中報告(1月)，
繳交成果報告(6月) 

 

教務處 
現有 
業務 

(1)師資生甄選、修課、職前教育課程 
1.申請次一學年度師資生名額(依教育部時程) 
2.辦理當學年外加管道師資生名額申請(11-12月) 
3.甄選公告師資生名單(4/30) 
4.辦理並行學系師資生遞補作業(8-9月) 
5.每學期結束，審查續修資格(8月/2月) 
6.畢業生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6月下旬起至 7月中
旬) 
7.學系審核師資職前教育認定表 
8.召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會議(註冊組)7月
底前；審查通過「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表送實就處續
辦。 
9.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科目及學分申報、師資職前
教育專業課程申報、變更 
10.請各系所中心開課(課務組/每學期第 10週) 
11.辦理合格教師加科加階段申請及核發證書(全年) 
12.修訂提報相關法令規章等作業 
13.辦理師資培育課程隨班業務 
14.開發、維護師資生實地實習 54小時資訊系統 
15.教育部精緻特色發展計畫-高師大新藍海計畫(全年) 
16.教育部精進師資素質計畫-高師大 Go Stars 計畫(全
年) 
17.師培評鑑業務。 
(2)公費生輔導 
1.提報師資培育公費生計畫(5月) 
2.教育部審核師資培育大學培育資格(6月) 
3.教育部辦理媒合會議：師培大學簡報(7月) 
4.縣市政府提報公費生需求(8月) 
5.參加師資培育公費生會議(9月) 
6.教育部核定公費生名額(10 月) 
7.新進公費生簽訂行政契約書(9月) 
8.每學期結束，審查續領資格(2月/8月) 
9.審核畢業資格(實習一週及英檢規定等) 
10.實輔處：辦理公費生實習導入、教育實習、檢定考試及
分發服務事宜。 
11.公費請領：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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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資格檢定組 

3.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別:地方教育輔導組 業務對象 工作項目 

12.辦理離島及原住民公費生甄試 
(3)卓獎生輔導 
1.提報卓獎計畫申請表 
2.教育部核定卓獎名額 
3.第二學期結束，審查續領資格 
4.檢據報部辦理經費請撥及決算(8-12月) 
5.公告申請 
6.適性測騟及筆試 
7.面試 
8.召開卓獎甄選委員會 
9.公告錄取名單 
10.甄選報告報部備查(10/31 前) 
11.第一學期結束，審查續領資格 
12.學生輔導報告、學校總體輔導報告、續領名冊報部備
查。(10月) 
13.檢據報部辦理經費請撥(1-7月) 

組別:教師資格檢定組 
業務 
對象 

工作項目 

人員編制： 
組長 1 助教 1行政助理 1 
(合計 3人) 

業務 
項目 
 

1.辦理應屆畢業生試教、市內及外埠教學參觀。 
2.輔導應屆畢業生參加教育實習。 
3.辦理各系教育實習指導老師簽聘事宜。  
4.承辦本校教育實習特約實習學校簽約、聯絡等事宜。  
5.協辦各系參加教育實習畢業生返校座談有關事宜。  
6.辦理實習教師初檢、複檢等事宜。  
7.辦理金球獎、金筆獎、金師獎相關事宜。 
8.承辦教育部委辦計畫。 

實就處 

現有業 

務 

1.輔導本校畢業生參加教育實習事宜。  
2.承辦本校教育實習等事宜。 
3.辦理各系教育實習指導老師簽聘事宜。  
4.辦理教育實習輔導老師簽聘事宜。 
5.辦理本校教育實習返校座談有關事宜。  
6.辦理各系系友返校座談事宜。  
7.辦理「三週集中實習」相關事宜。 
8.辦理教師檢定加強班。 
9.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教師甄試模擬考業務。 
10.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申請教育實習輔導補助款核銷事宜。 
11.整提報教育部上學期實習學生教檢考試預審資料。 
12.辦理加科、加階段教師證書登記事宜。 
13.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教師證書核發事宜。 
14.召開教育實習相關會議——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
小組會議、中小學教師資格審查委員會。 
15.辦理優良實習指導教師及優良實習學生遴選事宜。 
16.辦理教育部委辦「落實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17.辦理教育部委辦計畫。 
18.辦理實地學習相關業務。 
19.辦理教師甄試增能講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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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編制：組長 1、行政
助理 2 
 
(合計 3人) 
 

實就處 
現有業務 

1.辦理南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2.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研習輔導活動。 
3.統籌南區師資培育機構地方教育輔導事宜。 
4.辦理初任教師研習。 
5.辦理在校生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6.辦理在校生數位學伴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7.承辦教育部委辦計畫。 

4.就業輔導組 
組別: 就業輔導組 業務對象 工作項目 
人員編制：組長 1、行政
助理 2 
 
(合計 3人) 
 

實就處 
現有業務 

1.與各就業機構結盟，建立就業輔導網絡。 
2.辦理各類職涯、升學及技職考試輔導講座。 
3.協同學生輔導中心，建立職涯輔導機制。 
4.出席就業相關講習。 
5.協助推廣教育部 UCAN平台使用。 
6.就業輔導訊息公告、檢審求才資訊。 
7.就業輔導網頁修改、更新、維護、海報張貼 
8.協助公告公部門暑期實習及申請 。 
9.編印「畢業生就業指南」。 
10.承辦高雄市勞工局、青年發展署委辦事項。 
11.協辦並公告南區大學辦理之就業博覽會。 
12.實習與就業輔導處網頁更新、維護。 
13.承辦教育部委辦計畫。 

5.校友服務組 

組別:校友服務組 業務對象 工作項目 

人員編制：組長 1、行政
助理 2 
 
(合計 3人) 

實就處 
現有業務 

1.協助辦理校友聯誼與各地校友會業務推展。  
2.辦理校慶資深校友返校活動及傑出校友選拔與表揚。  
3.辦理校友電子報編輯及寄送（配合校訊出刊於當月 20
日發刊）。  
4.辦理校友諮詢與請託事項。  
5.連結校友資源提供在校生就業諮詢服務。  
6.受理公費畢業生服務未滿賠償公費案件。  
7.辦理畢業生動態流向調查。  
8.辦理畢業生離校手續。 
9.辦理校友服務網站更新及整理。 
10.承辦教育部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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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四、修訂本校「產學合作辦

法」乙案，敬請 討論。 

研究發

展處 

1. 為配合本校本校教師借調至營利事業機構或

團體兼職相關法規，修正「產學合作辦法」

新增第 13條，已符合相關規定。 

2.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依行政程序續提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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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產學合作辦法」修正內容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3條 申請流程：  

本校教師借調至營利事業機構或

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請

於借調 3 個月前向研發處申請，

研發處送請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決

議通過後，有關學術回饋金收取

之規定，請依「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無 

 

新增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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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產學合作辦法 

96年 3月 9日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96年 5月 9日本校 95學年度第九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修訂 

96年 5月 16日本校 95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訂 

 96年 6月 22日本校 95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訂 

101年 11月 14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102年 1月 11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12月 23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特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產學合作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本校為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

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列

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

服務、諮詢顧問、專利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

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第 3 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就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整體規

劃；並就下列事項訂定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 

一、本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之設置及其任務。 

二、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 

三、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運用所得利益之歸屬及分配。 

四、參與產學合作相關人員之利益衝突迴避及保密。 

五、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 

六、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益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 

前項第五款敏感性科技之範圍，依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科技研

究安全管制作業之法規規定。 

第 4 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定明下列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及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

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權方

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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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及賸餘經費等財

產管理運用。 

七、相關人員利益衝突迴避及保密。 

本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應就其推動事項，統籌前項契約事宜，確認契約

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學校師生相關諮

詢服務。 

第 5 條  本校為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應設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其任

務如下： 

一、督導辦理合作機構之選定。 

二、書面契約之檢核及確認。 

三、實習成效之評估及學生申訴之處理。 

四、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介。 

五、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合作計畫。 

六、其他學生權益保障相關事項。 

前項校外實習，本校應與合作機構就下列事項，納入前條之產學合作書面

契約後，始得辦理： 

一、合作機構提供學生相關操作訓練，並與本校指派之專責教師共同輔導

學生。 

二、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 

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三、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 

四、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及處理方式。 

五、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條件及程序。 

第 6 條  本校不得對其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

責任。 

第 7 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合理控制成本，以現有資源辦理，並以有賸餘為

原則。 

第 8 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機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各該政府

機關之法規規定。 

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其成果歸屬、

管理及運用，按其為科技計畫預算或非科技計畫預算，適用或準用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或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9 條  本校應配合教育部績效評量，確實填具、提供相關資料及文件，必要時，

教育部得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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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條  本校得將產學合作所得利益之一定比例分配予創作發明人、產學合作有

功人員或其所屬單位；其分配比例及方式，由本校另定之。 

第 11 條  技術移轉案，除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既定所得

利益分配外，本校得提撥，校方利益分配之 20%做為該項計畫主持人獎勵

金，其獎勵金中 3%回饋所屬系所。 

第 12 條  計畫主持人於前項第 11 條，所獲得之獎勵金若超過 5000 元，本校得頒

發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優良獎獎狀一張，以茲鼓勵。 

第 13 條  本校教師借調至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請於借調 3

個月前向研發處申請，研發處送請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有關

學術回饋金收取之規定，請依「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三點規定

辦理。 

第 14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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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五、修訂本校「研究優良獎勵

要點」案，敬請討論。 

研究發

展處 

1. 因應科技部自 2016 年起，人文學領域之核

心期刊由原 THCI Core 更名為 THCI核心期

刊。 

2. 送請行政會議討論後，續提本校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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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附件 
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良獎勵要點」，修改內容如下表： 

修正後要點 修正前要點 備註 
二、申請本項研究獎助之著作，必須

為一年內﹙含當年度﹚以本校名

義於已出版刊物上發表，且發表

人必須為論文作者前二順位或通

訊作者並為本校專任教師者為原

則。 

二、申請本項研究獎助之著作，必須

為一年內﹙含當年度﹚以本校名義

於已出版刊物上發表，且發表人必

須為論文作者前二順位或通訊作者

並為本校專任教師者為限。 

因應本要點三、

研究成果發表獎

勵類別（一）第

一類級研究成

果，申請者為第

三及第四順位

者，得申請核予

獎狀一紙。 
三、研究成果發表獎勵類別如下： 

  （一）第一類級研究成果：…。 

        以上獎勵案，申請者為第 

        三及第四順位者，得申請 

        核予獎狀一紙。 

  （二）第二類級研究成果： 

       1.在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RIC  

        ( Educational  

        Research  

        IndexCitation )、HI  

        ( Humanities Index )、 

        MLA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oin)及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EI 

       （Engineering Index-期 

        刊類）PubMed、THCI核 

        心期刊（Taiwan  

        Humanity Citation  

        Index）等資料庫索引收 

        錄之學術性期刊發表論 

        文一篇以上，得申請發 

        給獎狀一紙並發給獎金 

        每篇伍仟元，至多一萬 

        五仟元。 

… 

三、研究成果發表獎勵類別如下： 

  （一）第一類級研究成果：…。 

        以上獎勵案，申請者為第 

        三及第四順位者，得申請 

        核予獎狀一紙。 

  （二）第二類級研究成果： 

       1.在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RIC  

        ( Educational  

        Research  

        IndexCitation )、HI  

        ( Humanities Index )、 

        MLA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oin)及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EI 

       （Engineering Index-期 

        刊類）PubMed、、THCI 

       Core（Taiwan Humanity  

       Citation Index）等資料 

       庫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 

       發表論文一篇以上，得申 

       請發給獎狀一紙並發給 

       獎金每篇伍仟元，至多一 

       萬五仟元。 

… 

因應科技部自

2016年起，人文

學領域之核心期

刊由原THCI 

Core更名為THCI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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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良獎勵要點 
本校93年1月9日92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93年3月17日92學年度第六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5月2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會議修訂 

奉教育部95年7月20日台中(二)字第0950096369號函核備 

本校98年9月9日98學年度第一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本校98年9月16日98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12月2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修訂 

本校101年1月4日100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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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決議修訂 

本校104年6月3日103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04年06月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修訂 

本校104年10月21日104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本校105年11月16日105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05年12月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決議修訂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案研究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學術研究水準與

國際 

學術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項研究獎助之著作，必須為一年內﹙含當年度﹚以本校名義於已出版刊物上發表，且

發表人必須為論文作者前二順位或通訊作者並為本校專任教師者為原則。 

 

三、研究成果發表獎勵類別如下： 

(一)第一類級研究成果：在SCI ( Science Citation Index，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SCI ( SocialScience Citation Index )等資料庫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

發表論文一篇（含）以上，或參與國際策展、展演、創作經審查表現特優(或獲國外獎

項者)，得申請發給獎狀一紙，獎金每篇八仟元，至多二萬四仟元。 

以上獎勵案，申請者為第三及第四順位者，得申請核予獎狀一紙。 

(二)第二類級研究成果： 

1.在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RIC ( Educational Research 

IndexCitation )、HI ( Humanities Index )、MLA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oin及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EI

（Engineering Index-期刊類）PubMed、THCI核心期刊（Taiwan Humanity Citation 

Index）等資料庫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一篇以上，得申請發給獎狀一紙並

發給獎金每篇伍仟元，至多一萬五仟元。 

2.參與國內策展、展演、創作經審查表現特優，或獲國內獎項一件以上。 

3.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排名：文學一(中文學門)、歷史學門、哲學學門、語言學門、

心理學門、管理學門、區域研究及地理學學門、文學二(外文學門)、法律學學門、教

育學(含體育學及圖書資訊學)、藝術學學門、綜合類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一篇以上，

評比等第為A者。 

  以上2、3得申請發給獎狀一紙並發給獎金每篇肆仟元，至多一萬貳仟元。 
（三）第三類級研究成果：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排名：文學一(中文學門)、歷史學門、

哲學 

      學門、語言學門、心理學門、管理學門、區域研究及地理學學門、文學二(外文學門)、

法 

      律學學門、教育學(含體育學及圖書資訊學)、藝術學學門、綜合類等學術期刊發表論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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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以上，評比等第為B者。得申請發給獎狀一紙，每篇貳仟元，至多陸仟元。 

      以上（一）（二）（三）類獎勵案，申請人為第二順位時，獎金折半。 

 (四) 第四類級研究成果：除上述外，在國內外有審查制度期刊及研討會全文論文集發表論

文二  

      篇以上或創作（演出）作品二件（次），或出刊專書一本（含ISBN書號），或經審查

之專 

      書中二篇以上、或音樂發表完整原創作品(曲目長六十分鐘)二首，或創作（演出）作

品二 

      整場(次)不同曲目各六十分鐘，審查後得發給獎狀一紙。 

 

四、經費來源由本校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五、本獎勵原則於每年九月份辦理，由研究發展處主動通知相關教師提出申請。 

 

六、獎勵由申請人自行提出申請，論文資料登錄於本校教師資料庫中，並須檢附申請書（如附件）

及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經所屬單位推薦並層轉研究發展處辦理。 

 

七、依本要點獲得獎金或獎牌時所提出之證明文件，不得重複作為爾後依本要點申請獎助之憑證。 

 

八、本校依本要點設置甄審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及甄審要點另訂。 

 

九、獎牌及獎金數額，由甄審委員會依職權處理，並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中

頒發。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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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六、修訂本校「教師暨研究人

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要

點」案，敬請討論。 

研究發

展處 

1. 依據本校 105年 12 月 2日「105年度教師

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審查會」會議

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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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附件 
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要點」，修改內容如下表： 

修正後要點 修正前要點 備註 
二、申請資格及補助優先順序（含點

數）： 

（一）比照科技部規定之本校新進專

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二）比照科技部規定之本校新進專

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三）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

員，… 

（四）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

員… 

申請上述任一類獎勵，最近三年內若獲

本校研究優良獎勵者，可另加計點數(乙

次獎勵以 2分列計)。 

以上所稱之研究計畫，須為本校專任教

師以本校名義申請執行且計畫經費撥入本

校帳戶；申請資格則由申請者自行勾選

(可複選)，並請於申請表內提出進行中或

即將提出之研究計畫內容及個人近五年成

果績效表，申請當年度已通過本校各類彈

薪獎勵者，不在申請資格範圍內。 

二、申請資格及補助優先順序（含點

數）： 

（一）比照科技部規定之本校新進專

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二）比照科技部規定之本校新進專

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三）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

員，… 

（四）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

員… 

（五）最近三年內曾二次獲得本校研

究優良獎勵之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8點) 

以上所稱之研究計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以本校名義申請執行且計畫經費撥入本校

帳戶；申請資格則由申請者自行勾選(可

複選)，並請於申請表內提出進行中或即

將提出之研究計畫內容及個人近五年成果

績效表，申請當年度已通過本校各類彈薪

獎勵者，不在申請資格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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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要點 

104年 9月 16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05年 4月 6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一、本校為有效運用研發資源，增進整體學術研究能量，並鼓勵本校教師暨研究人員積極從

事學術研究，激發研發潛力，培植優秀研究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及補助優先順序（含點數）： 

   （一）比照科技部規定之本校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申請時到校未滿三年，到校後曾

申請科技部或非科技部研究計畫未有任何計畫通過核定補助，且申請年度未執行任何

計畫者。(48 點) 

   （二）比照科技部規定之本校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申請時到校未滿三年，到校後曾

獲科技部或非科技部核定補助研究計畫，且獲補助之所有研究計畫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30萬元者。(38點) 

   （三）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最近五年內曾二次申請科技部或非科技部研究計

畫未通過核定補助，且申請年度未執行任何計畫者。(16 點) 

   （四）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最近三年內曾獲科技部或非科技部核定補助研究

計畫，且獲補助之所有研究計畫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30萬元者。(12點) 

申請上述任一類獎勵，最近三年內若獲本校研究優良獎勵者，可另加計點數(乙次獎勵

以 2分列計)。 

以上所稱之研究計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執行且計畫經費 

撥入本校帳戶；申請資格則由申請者自行勾選(可複選)，並請於申請表 

內提出進行中或即將提出之研究計畫內容及個人近五年成果績效表，申請當年度已通過

本校各類彈薪獎勵者，不在申請資格範圍內。 

 

三、補助項目 

    以支援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圖書與電腦軟硬體資源及研究相關費用為限。 

 

四、申請方式  

    (一)上網下載申請書（如附件一）並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間  

        於每年十一月十日前，向研發處提出申請（補助期限為次年一月至十二月），十二

月下旬通知審查結果。  

    (三)申請審核  

  置審查委員若干人，副校長為召集人兼主席，各學院院長、教務長及研發處處長為

當然委員，另由研發處處長推薦校外專家學者 1-2人，召開委員會審查。委員聘期

一年，連聘得連任。 

 

五、補助經費  

    (一)依本要點審查通過之申請，每人補助次數以一次為原則，補助金額不超過新臺 

        幣六萬元為原則。當年度補助款使用後如尚有餘款，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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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補助經費請於補助期限當年度核銷完成。 

 

六、經費來源：本校改善研發環境項下支應。若本校經費不足支應，則本要點暫停適用。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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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七、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模範職員選拔作業要

點」第五點及第六點條文

案，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 105年 12月 29 日 105學年度第 3次職

員考績委員會決議辦理。 

2. 教育部每年模範公務人員各校之薦送時間約

為隔年 2至 3月，且薦送基本資料條件須符

合考績連三年甲 等之規定，為避免先行選

出後，考績卻尚未確定致不符報送規定而影

響該人員之權益，爰修訂之。 

3. 條文六明定於學年底考績委員會決議報送教

育部模範公務人員之人選。 

4.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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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模範職員選拔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五、本校模範職員之選拔，依左列程

序辦理： 

（一）各單位推選： 

      由五個小組分別推薦，各

小組所屬單位規定如下： 

1.第一組：由各學院及所

屬系所、通識教育中

心、成人教育研究中

心、特殊教育中心、語

文教學中心、環境檢驗

中心、科學教育中心等

單位組成。 

2.第二組：由教務處、學

務處、體育室、學生輔

導中心等單位組成。 

3.第三組：由研究發展

處、師資培育中心、文

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創新育

成中心、藝文中心、圖

書資訊處、國際事務處

等單位組成。 

4.第四組：由總務處組

成。 

5.第五組：由實習與就業

輔導處、進修學院、秘

書室、人事室、主計室

等單位組成。 

上列小組除第四組得至多

推薦三人外，其餘小組

各推薦至多二人。 

（二）右開人員經各單位推薦後

送人事室，於每年十月十

五日前提請甄審小組公開

審議。其成員由考績委員

會委員、各學院院長及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等人組成

之，並由副校長為召集

人。開會時，與會委員認

為有必要時，經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得邀

請被推薦者單位主管列席

五、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及本校模範

職員之選拔同時舉行，並依左列

程序辦理： 

（一）各單位推選： 

      由五個小組分別推薦，各

小組所屬單位規定如下： 

1.第一組：由各學院及所

屬系所、通識教育中

心、成人教育研究中

心、特殊教育中心、語

文教學中心、環境檢驗

中心、科學教育中心等

單位組成。 

2.第二組：由教務處、學

務處、體育室、學生輔

導中心等單位組成。 

3.第三組：由研究發展

處、師資培育中心、文

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創新育

成中心、藝文中心、圖

書資訊處、國際事務處

等單位組成。 

4.第四組：由總務處組

成。 

5.第五組：由實習與就業

輔導處、進修學院、秘

書室、人事室、主計室

等單位組成。 

上列小組除第四組得至多

推薦三人外，其餘小組

各推薦至多二人。 

（二）右開人員經各單位推薦後

送人事室，於每年十月十

五日前提請甄審小組公開

審議。其成員由考績委員

會委員、各學院院長及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等人組成

之，並由副校長為召集

人。開會時，與會委員認

為有必要時，經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得邀

報送教育部模

範公務員者須

符合考績連三

年甲等之規

定，為避免先

行選出後，考

績卻尚未確定

致不符報送規

定而影響該人

員之權益，爰

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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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請被推薦者單位主管列席

說明。 

六、推薦受獎名額分述如下： 

（一）模範公務人員：視推薦者

事蹟，自本校模範職員

中，於當年底考績委員會

擇優一名送請教育部核

辦。經教育部核定為模範

公務人員者，由教育部每

年六月底前公開表揚。職

員經評審為模範公務人員

者，得列入本校優良職員

以資表揚。 

（二）本校模範職員：每組各一

名，共計五名，經校長核

定後於校慶中公開表揚，

給予公假三日，並於六個

月內請畢，逾期視同放

棄。惟如同時獲頒教育部

模範公務人員獎者，仍以

公假五日為上限。 

六、推薦受獎名額分述如下： 

（一）模範公務人員：視推薦者

事蹟，擇優一名送請教育

部核辦。經教育部核定為

模範公務人員者，由教育

部每年六月底前公開表

揚。職員經評審為模範公

務人員者，得列入本校優

良職員以資表揚。 

（二）本校模範職員：每組各一

名，共計五名，經校長核

定後於校慶中公開表揚，

給予公假三日，並於六個

月內請畢，逾期視同放

棄。惟如同時獲頒教育部

模範公務人員獎者，仍以

公假五日為上限。 

明定於年底考

績委員會上決

議報送教育部

模範公務人員

之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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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模範職員選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八日行政主管會報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六年四月十八日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O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辦理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模範公務人員及本校模範職員選拔，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教育部選拔所稱公務人員指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聘任、聘用、僱用、約僱人

員。本校模範職員選拔所稱職員係指本校全體編制內職員（含新制助教、稀少性科技人員、駐

衛警察人員及進修學院專任臨時人員）。  

前項人員不包括校長及教師。  

三、符合第二點規定人員，品行優良，自去年十月一日起至今年九月底止，有左列各款事蹟之一者，

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或模範職員： 

（一）研提改進業務措施，或研訂重要計劃暨實驗方案，經採行對教育、文化、行政確有貢獻者。 

（二）個人發明或著作，經有關機關審查認定，對機關學校業務有貢獻者。 

（三）查舉不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寧或澄清吏治有貢獻者。 

（四）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奮不顧身，處理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者。 

（五）主動積極，戮力從公，行為及工作上有特殊優良表現，且服務態度優良。 

（六）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四、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選拔為本要點人員：  

（一）到校服務未滿三年。  

（二）事、病假超過十天者。  

（三）最近三年內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四）最近三年內考績或成績考核結果曾為丙等或留支原薪者。  

五、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及本校模範職員之選拔同時舉行，並依左列程序辦理： 

（一）各單位推選： 

      由五個小組分別推薦，各小組所屬單位規定如下： 

1.第一組：由各學院及所屬系所、通識教育中心、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特殊教育中心、

語文教學中心、環境檢驗中心、科學教育中心等單位組成。 

2.第二組：由教務處、學務處、體育室、學生輔導中心等單位組成。 

3.第三組：由研究發展處、師資培育中心、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教學發展中心、創

新育成中心、藝文中心、圖書資訊處、國際事務處等單位組成。 

4.第四組：由總務組成。 

5.第五組：由實習與就業輔導處、進修學院、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等單位組成。 

上列小組除第四組得至多推薦三人外，其餘小組各推薦至多二人。 

（二）右開人員經各單位推薦後送人事室，於每年十月十五日前提請甄審小組公開審議。其成

員由考績委員會委員、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等人組成之，並由副校長為召集

人。開會時，與會委員認為有必要時，經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得邀請被推薦者

單位主管列席說明。 

六、推薦受獎名額分述如下： 

（一）模範公務人員：視推薦者事蹟，擇優一名送請教育部核辦。經教育部核定為模範公務人

員者，由教育部每年六月底前公開表揚。職員經評審為模範公務人員者，得列入本校優

良職員以資表揚。 

（二）本校模範職員：每組各一名，共計五名，經校長核定後於校慶中公開表揚，給予公假三

日，並於六個月內請畢，逾期視同放棄。惟如同時獲頒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獎者，仍以

公假五日為上限。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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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八、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職員獎懲要點」第五點

及第十點，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 105年 12月 15 日 105學年度第 2次職

員考績委員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2. 本案人事室於職員考績委員會或相關行政主

管會議訂定本校職員獎勵審議原則六、七之

規定時，亦有表達與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五

點第二項規定未符，然考績委員會基於援例

本校歷年辦理考試試務同仁工作倍極繁重，

支領之津貼微薄，實不足以表達相關承辦人

員之辛勞，為激勵渠等人員之士氣，上述審

議原則有關辦理考試試務工作者，相關會議

決議仍予敘獎，惟降低敘獎額度，先予敘

明。又復依上述該次考績委員會於審議辦理

考試試務工作之提案時，一委員詢及審議原

則六、七與獎懲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未

符，人事室除再次陳述說明外，亦於當次委

員會議中，臨時動議建請修正本校職員獎懲

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並依序報部核備，以符

法制，並經該次會議決議修正本校職員獎懲

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之規定。 

3. 本獎懲要點依規定需報教育部核備，原條文

第十點未規定，爰修訂之。 

4.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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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員獎懲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五、獎懲原則如下： 

（一） 獎懲案件之建議，須有

具體之事實，以期綜覈

名實，信賞必罰；各單

位主管對所屬人員，如

有應獎應懲事宜，請於

每（學）年度結束前三

個月提出建議。 

（二） 辦理本職所司經常業務

或職務以外之工作，區

分支領津貼（加班費、

補休、工作酬勞）及未

支領津貼者之獎勵標

準。 

（三） 獎懲之額度，依其所著

之績效暨其所犯情節輕

重為準；任職不同單位

而事蹟相當者，其獎懲

額度應力求一致。 

（四） 教育部或其他機關來函

指定之獎懲案件，依其

所列獎懲具體事實，提

相關委員會審議。 

（五） 對匿名檢舉信件概不處

理。 

五、 獎懲原則如下： 

（一） 獎懲案件之建議，須

有具體之事實，以期

綜覈名實，信賞必

罰；各單位主管對所

屬人員，如有應獎應

懲事宜，請於每

（學）年度結束前三

個月提出建議。 

（二） 辦理本職所司經常業

務或職務以外之工作

並支領津貼（加班

費、補休、工作酬

勞）者，基於獎勵不

重複原則，不予敘

獎。 

（三） 獎懲之額度，依其所

著之績效暨其所犯情

節輕重為準；任職不

同單位而事蹟相當

者，其獎懲額度應力

求一致。 

（四） 教育部或其他機關來

函指定之獎懲案件，

依其所列獎懲具體事

實，提相關委員會審

議。 

（五） 對匿名檢舉信件概不

處理。 

為考量承辦業務同仁

之辛勞，有效激勵工

作士氣，爰修訂獎勵

標準，惟區分有無支

領津貼者之獎勵額

度。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獎懲要點依規定需

報教育部備查，爰修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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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職員獎懲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九十四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九十五年六月六日台人（二）字第 0950079114號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六點 
教育部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71572號同意備查 
 

一、 本要點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訂定之。 

二、 本校各單位對所屬人員特殊優劣事蹟，應本綜覈名實，獎優懲劣之旨，作客觀公平之考核，

而予適當之獎懲，以激發團隊士氣，提高工作效率。 

三、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人事、會計人員之獎懲，另循其行政系統，報請教育部

核定。 

四、 獎懲種類如下： 

（一） 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一大功。 

（二） 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 

以上獎懲，以年度計算，在同年度內核定之獎懲，得相互抵銷。 

五、 獎懲原則如下： 

（一） 獎懲案件之建議，須有具體之事實，以期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各單位主管對所屬人

員，如有應獎應懲事宜，請於每（學）年度結束前三個月提出建議。 

（二） 辦理本職所司經常業務或職務以外之工作並支領津貼（加班費、補休、工作酬勞）者，

基於獎勵不重複原則，不予敘獎。 

（三） 獎懲之額度，依其所著之績效暨其所犯情節輕重為準；任職不同單位而事蹟相當者，

其獎懲額度應力求一致。 

（四） 教育部或其他機關來函指定之獎懲案件，依其所列獎懲具體事實，提相關委員會審議。 

（五） 對匿名檢舉信件概不處理。 

六、 獎懲標準： 

（一）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1. 工作勤奮，服務認真有具體事蹟者。 

2. 改進工作方法，推行工作簡化，有具體事蹟者。 

3. 協助辦理非本職位工作，著有功績者。 

4. 熱心公益或臨財不苟、拾金不昧，有具體事蹟者。 

5. 維護公物，撙節公帑，有具體事蹟者。 

6. 辦理各項業務競賽或活動，圓滿達成任務，有特殊表現或成績優良者。 

7. 辦理全國性各項會議或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者。 

8. 代理職務在一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9. 對上級交辦事項，圓滿達成任務，成績優良者。 

10. 其他優良事蹟，著有成績，足資獎勵者。 

（二）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功： 

1. 執行交辦緊急任務或處理偶發事件，圓滿完成任務者。 

2. 對於艱鉅工作，能克服困難，達成任務，有具體事蹟者。 

3. 研究對業務有關之學術或政策，提出著作或方案，經審查 

具有價值而 採行者。 

4. 辦理學校重要專案或活動而無前例可循，著有功績者。 

5. 主辦國際性各項會議或活動，策劃周詳，圓滿完成任務， 

著有績效者。 

6. 對主辦業務之推展，具有成效，或領導有方，有具體優異 

事蹟者。 

7. 對經費運用得當，能以有限財力，而獲得最大效果者。 

8. 安定人事，領導員工通力合作且考核嚴密使業務獲有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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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者。 

9. 代理職務在四個月以上，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10.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資表率者。 

（三）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1. 懈怠職務或處事失當，情節輕微者。 

2. 言行失檢，有損學校聲譽，情節輕微者。 

3. 對屬員疏於督導考核，致發生不良後果，情節輕微者。 

4. 行為粗暴或毀壞公物，擾亂學校秩序，情節輕微者。 

5. 對主辦（管）業務或上級交辦事項，執行不力，情節輕微者。 

6. 代替他人不實簽到退，經查獲屬實者。 

7. 造謠煽動滋事，影響本校業務，經查證屬實，情節輕微者。 

8. 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不良事蹟，違反規定，情節輕微者。 

（四）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予以記過： 

1. 工作不力，廢弛職務或擅離職守，貽誤公務者。 

2. 誣陷、侮辱、脅逼長官或同事，經查證屬實者。 

3. 違反紀律、言行不檢或接受不當餽贈，有損機關聲譽者。 

4. 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者。 

5. 疏於監督，致直接監督之屬員有貪瀆行為者。 

6. 對偶發事件之預防及處理失當，而招致損失重大者。 

7. 誣告、濫控、造謠煽動滋事，影響本校業務，經查證屬實，情節較重者。 

8. 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不良事蹟或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 

前述所列嘉獎、記功、申誡、記過之標準，得視事實發生之原因、動機及影響程度等核予一

次或二次之獎懲。 

記大功、記大過以上案件，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所列標準辦理。 

七、 作業程序： 

（一） 由各單位主管填具「職員獎懲建議表」（如附件）簽會人事室， 於陳核後影印一份

送人事室彙整提交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由人事室將審議結果簽陳校長核定後發布獎

懲令。 

（二）  一次記二大功或二大過之獎懲，須詳述具體事實，經前項程序核定後，專案函報教

育部備查。 

（三） 調職人員之獎懲，於調離日期前核定者，由本校發布；如在調離職日期以後核定者，

將具體事蹟送請新任職單位參酌辦理。 

八、 對經核定之獎懲案不服提出申訴者，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 對本校職員擬予懲處時，應由人事單位事先通知當事人限期提出書面申辯，以併同核議。前

項限期，自當事人接獲通知之次日起算，最多以十日為限。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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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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九、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

基準」，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學生輔導中心 106 年 1月 23日第

1061000830號簽及 106年 3月 28日 105學

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

議辦理。 

2. 據上開學生輔導中心 106年 1月 23日第

1061000830號簽略以，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1條第 5項規定略以，專科以上學校學生

以每滿 1200人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為原

則；另第 6項規定學校分設不同校區者，應

依校區學生總數分別置專業輔導人員。本校

目前有兩校區，學生 6000多人，應有 5位

專任專業輔導人力之配置。目前本校已有紀

雅惠助教、教育部補助 106年專任心理師鄭

家雯老師以及兼任老師折抵專業人力一名，

目前尚有缺口兩名。又依學生輔導法第 11

條第 5項、第 6項及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12條等規定略以，除空中大學及宗教研修

學院外，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應於 106年 12

月 31日前依法完成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

若未依限足額進用專業輔導人員，教育部將

輔導學校改善，並將納入相關補助經費核配

之參據。 

3. 本校經參酌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約用人員

薪級支給報酬標準之規定，並依 106年 3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決議，爰配合修正增訂此類專業

輔導人員之進用薪級，聘用起前半年 3.8萬

元進用，聘用期滿半年後以 4.4萬元起敘。 

4. 檢附修正人事費支給基準表如下。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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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類 

別 

 

職稱 

 

學歷 

  晉薪次數及幅度 

起薪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行 
政 
類 

全職 

工讀生 
在學中 21,009 

 

 

 

行政助理 

學士 21,009 21,009 22,660 24,720 

專科 21,009 21,009 21,115 23,175 

高中職以 

下 
21,009 21,009 21,009 21,630 

新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8,840 29,870 30,900 32,445 

碩士 30,900 32,445 33,300 34,800 

舊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8,840 

 

 

29,870 

 

 

30,900 

 

 

32,445 軍訓專員 

勞工安全 
衛生專員 

工地助理 學士 30,900 

 

 

 

 

 

 
技 
術 
類 

 

 

 

 

 

 

技術專員 

 

 

 

 

碩士 

 

 

月薪 

 

 

 

39,721 

※碩士以上比照「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 點支

給報酬標準表」之七等一階 328 薪點起薪。 

※學士比照「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 給報

酬標準表」之六等一階 280 薪點起薪。 

※除專業加給外，月薪部分比照公務人員待遇調整薪點折

合率調整之。 

薪點折合率由 117.6 調為 121.1 

專業 

加給 5,427 
 

 

學士 
月薪 33,908 

專業 

加給 4,072 

專業輔導人

員 

碩士 聘用起前半年 38,000 

聘用期滿後半年 44,080 

44,080 

 

45,045 46,015 

※本職稱適用於經依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僱
用之專業輔導人員，須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
會工作師證照 。 

 各專案計畫 
之專、兼任 

助理 

依各委辦 
計畫之規 
定辦理 

 
依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委辦計畫之節餘款進用 

 之人員 

 其薪資得依進用職稱、所需資格條件及工作權責輕重，比照本校編制外人員行政
類人事費支給基準、教育部委辦計畫支給標準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
工作酬金標準以專案簽准方式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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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舊制業務專員係指：新制實施前原專案簽准行政人力配置之業務專員。 

2.新制業務專員係指：新制實施後各單位估二名行政助理得簡併業務專員一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96 年 12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7 年 03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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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教育部 97 年 07 月 08 日台高（三）字第 0970131028 號函備查  

97 年 06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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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11 月 12 日 9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附註通過 

100 年 11 月 9 日本校 100 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生效 

102 年 1 月 9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104 年 12 月 23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通過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生效 

105年 12月 6日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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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及「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規定，核支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所適用之範圍係指依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進用之人員之人事費，含

薪資、福利、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核支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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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類 

別 

 

職稱 

 

學歷 
晉薪次數及幅度 

起薪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行 
政 
類 

全職 

工讀生 
在學中 21,009 

 

 

 

行政助理 

學士 21,009 21,009 22,660 24,720 

專科 21,009 21,009 21,115 23,175 

高中職以 

下 
21,009 21,009 21,009 21,630 

新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8,840 29,870 30,900 32,445 

碩士 30,900 32,445 33,300 34,800 

舊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8,840 

 

 

29,870 

 

 

30,900 

 

 

32,445 軍訓專員 

勞工安全 

衛生專員 

工地助理 學士 30,900 

 

 

 

 

 

 
技 
術 
類 

 

 

 

 

 

 

技術專員 

 

 

 

 

碩士 

 

 

 

月薪 

 

 

 

39,721 

※碩士以上比照「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 點支

給報酬標準表」之七等一階 328 薪點起薪。 

※學士比照「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 給報

酬標準表」之六等一階 280 薪點起薪。 

※除專業加給外，月薪部分比照公務人員待遇調整薪點折

合率調整之。 

薪點折合率由 117.6 調為 121.1 

專業 

加給 
5,427 

 

 

學士 
月薪 33,908 

專業 

加給 
4,072 

 各專案計畫 

之專、兼任 

助理 

依各委辦 

計畫之規 

定辦理 

 

依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委辦計畫之節餘款進用 

 之人員 

 其薪資得依進用職稱、所需資格條件及工作權責輕重，比照本校編制外人員

行政類人事費支給基準、教育部委辦計畫支給標準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專

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標準以專案簽准方式支給。 

說明： 

1.舊制業務專員係指：新制實施前原專案簽准行政人力配置之業務專員。 

2.新制業務專員係指：新制實施後各單位估二名行政助理得簡併業務專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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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進修學院於「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與管理要點」實施前進用之人員薪資，依原支薪

規定（公立大專校院夜間部專任臨時員工待遇表或原簽）辦理；本要點實施後進

用者，悉依本標準規定辦理。 

2.行政助理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者，得檢附學歷證件影本簽會人事室、主計室，

陳請校長核定後，自核定之次月起依其在校原學歷工作年資改敘變更後之學歷

薪給。 

3.以時薪計算薪資者，時薪以 133 元/小時計算。(以 106 年 1 月 1 日公告為例) 

4. 

(1)軍、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本校編制外人員，其再任期間待遇以委任第一職

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之數額為上限(以 106 年 1 月 1 日為

例:14450+17710=32160)，當事人及用人單位應主動告知人事室。 

(2)公務人員退休再任者，再任本校編制外人員，其再任期間待遇依 105 年 

5 月 11 日華總 一字第 10500040011 號總統令公布修正退休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每月支領俸（薪）給、待遇或

公費（以下簡稱薪酬）超過法定基本工資（106年 1 月 1 日起為每月新臺幣 

21,009 元）者，自再任之日起，應停發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退休

法第 32 條第 6 項規定參照），當事人及用人單位應主動告知人事室。  

5.編制外人員於約僱期間，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並

比照公務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全職工讀生不適用）。  

6.編制外人員若於校內有轉換身分之情況，其當年度年終獎金之算法，以其身分別

在職月數，按其薪資比例計算。（專案計畫工作人員例外）  

7.全職工讀生、技術專員及工地助理之年終考核結果僅作為續僱與否之依據，不適

用考核後晉薪機制。 

8.行政助理、業務專員、軍訓專員及勞工安全衛生專員以年終考核結果作為晉薪及

續僱之依據。 

9.試用期間之待遇得專案簽請長定。  

三、本基準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六）受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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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資取得之收益 

（八）其他收入 

四、本基準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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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編制外人員進用及

管理要點」第三點，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學生輔導中心 106年 1 月 23日第

1061000830號簽及 106年 3 月 28日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決議辦理。 

2. 據上開學生輔導中心 106年 1月 23日第

1061000830號簽略以，依據學生輔導法

第 11條第 5項規定略以，專科以上學校

學生以每滿 1200人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

為原則；另第 6項規定學校分設不同校

區者，應依校區學生總數分別置專業輔

導人員。本校目前有兩校區，學生 6000

多人，應有 5位專任專業輔導人力之配

置。目前本校已有紀雅惠助教、教育部

補助 106年專任心理師鄭家雯老師以及

兼任老師折抵專業人力 

一名，目前尚有缺口兩名。又依學生輔

導法第 11條第 5項、第 6項及學生輔導

法施行細則第 12條等規定略以，除空中

大學及宗教研修學院外，其他專科以上

學校應於 106年 12月 31日前依法完成

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若未依限足額進

用專業輔導人員，教育部將輔導學校改

善，並將納入相關補助經費核配之參

據。 

3. 依 106年 3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爰配

合修正增訂此類專業輔導人員之進用法

源依據。 

4.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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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三、本要點所指編制外人員係指下列

十類人員： 

（一）全職工讀生、行政助理：

協助各單位辦理一般行政

庶務之人員。 

凡星期一至星期五期間，

在夜間部大學（含）以下

進修學位之學生者為全職

工讀生；未具學生身分者

為行政助理。 

新進就讀夜間碩士班以上

之研究生以工讀生僱用。 

（二）業務專員：於本校經費自

給自足之單位辦理核心業

務，須具備特殊專長（如

行銷企劃、外語能力）之

人員。 

（三）軍訓專員：為因應軍訓教

官出缺不補，辦理軍訓、

學生輔導相關業務之人

員。 

（四）技術專員：本校圖書資訊

處辦理核心業務須具資訊

專長之人員。 

（五）專任臨時組員、專任臨時

事務員：進修學院之舊制

人員。 

（六）約用助理：進修學院之非

舊制人員。 

（七）各專案計畫之專、兼任人

員：其進用、管理依各委

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八）營繕助理。 

（九）勞工安全衛生專員：本校

總務處環安組辦理核心業

務，須具相關證照之人

員。 

三、本要點所指編制外人員係指下

列九類人員： 

（一）全職工讀生、行政助

理：協助各單位辦理一

般行政庶務之人員。 

凡星期一至星期五期

間，在夜間部大學

（含）以下進修學位之

學生者為全職工讀生；

未具學生身分者為行政

助理。 

新進就讀夜間碩士班以

上之研究生以工讀生僱

用。 

（二）業務專員：於本校經費

自給自足之單位辦理核

心業務，須具備特殊專

長（如行銷企劃、外語

能力）之人員。 

（三）軍訓專員：為因應軍訓

教官出缺不補，辦理軍

訓、學生輔導相關業務

之人員。 

（四）技術專員：本校圖書資

訊處辦理核心業務須具

資訊專長之人員。 

（五）專任臨時組員、專任臨

時事務員：進修學院之

舊制人員。 

（六）約用助理：進修學院之

非舊制人員。 

（七）各專案計畫之專、兼任

人員：其進用、管理依

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

理。 

（八）工地助理。 

（九）勞工安全衛生專員：本

一、依據學生輔導

法第 11條第 5

項規定略以，

專科以上學校

學生以每滿

1200人置專業

輔導人員一人

為原則，本校

有學生 6000多

人，應有 5位

專任專業輔導

人力之配置，

目前尚有缺口

兩名。 

二、本案前經 106

年 3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

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決議通

過，爰配合修

正增訂此類約

用人員之進用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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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專業輔導人員：本校學生

輔導中心辦理輔導相關業

務，須具備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

證照。 

本校編制外人員若資格符合用人單

位需求，其身分轉換得併計勞保年

資及休假年資。 

進修學院於本要點實施前進用之人

員，仍以原規定或原簽內容進用至

人員離退為止，即停止適用。 

非本要點所規範，有特殊情況或例

外情形需求進用人力時，另行簽陳

校長核准。 

校總務處環安組辦理核

心業務，須具相關證照

之人員。 

本校編制外人員若資格符合用人

單位需求，其身分轉換得併計勞

保年資及休假年資。 

進修學院於本要點實施前進用之

人員，仍以原規定或原簽內容進

用至人員離退為止，即停止適

用。 

非本要點所規範，有特殊情況或

例外情形需求進用人力時，另行

簽陳校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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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96年12月12日96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7年03月12日96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05月14日96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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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教育部97年07月08日台高（三）字第0970131028號函備查 

97年06月18日96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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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09月15日99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2月24日103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2月6日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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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為統籌編制外人員進用管理，依據教育部頒「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國立大專

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編制外人員，係指除學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外，以學雜費及自籌收入經費

契約僱用之臨時工作人員。 

三、本要點所指編制外人員係指下列九類人員： 

（一）全職工讀生、行政助理：協助各單位辦理一般行政庶務之人員。 

凡星期一至星期五期間，在夜間部大學（含）以下進修學位之學生者為全職工讀

生；未具學生身分者為行政助理。 

新進就讀夜間碩士班以上之研究生以工讀生僱用。 

（二）業務專員：於本校經費自給自足之單位辦理核心業務，須具備特殊專長（如行銷

企劃、外語能力）之人員。 

（三）軍訓專員：為因應軍訓教官出缺不補，辦理軍訓、學生輔導相關業務之人員。 

（四）技術專員：本校圖書資訊處辦理核心業務須具資訊專長之人員。 

（五）專任臨時組員、專任臨時事務員：進修學院之舊制人員。 

（六）約用助理：進修學院之非舊制人員。 

（七）各專案計畫之專、兼任人員：其進用、管理依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八）工地助理。 

（九）勞工安全衛生專員：本校總務處環安組辦理核心業務，須具相關證照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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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編制外人員若資格符合用人單位需求，其身分轉換得併計勞保年資及休假年資。 

進修學院於本要點實施前進用之人員，仍以原規定或原簽內容進用至人員離退為止，

即停止適用。 

非本要點所規範，有特殊情況或例外情形需求進用人力時，另行簽陳校長核准。 

四、進修規定： 

（一）編制外人員經簽准者得在夜間、假日進修碩、博士班。 

（二）編制外人員如自行報考日間碩、博士班，經獲錄取註冊後應自行辭職前往進修。 

本進修規定不適用於第三點第七類各專案計畫之專、兼任人員。 

五、為應臨時性、專案性之業務需要，各單位考量實際需求，得視經費、人力需求情形簽提

「編制外人員僱用需求建議表」，依行政程序會人事室、主計室後，陳請校長核可。 

六、僱用編制外人員，以具學士以上學歷為原則，若具特殊原因（如僱用原住民或身心障礙

者）得於專案簽准後降低學歷進用，其餘資格條件由用人單位依業務需求自行訂定。 

七、聘期採曆年制，年度當中進用者，聘期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止，期滿如因業務需要，得

予續聘，每次續聘均為一年（若為特殊情形，可依實際情形縮短為一年內），惟以不超

過六十五歳屆滿之日止為限。若當年度十二月份進用者，可簽約至隔年年底。 

進修學院之舊制人員聘期仍採學年制。 

八、甄選程序： 

（一）用人單位依據簽核之「編制外人員僱用需求表」，登錄台灣就業通或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網站或本校網頁公開甄選。 

（二）專員級人員由用人單位組成5人甄審小組：用人單位2人、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及本校人事甄審委員會職員代表1人，並由用人單位主管擔任主席，共同審查應

徵人員資格條件及進行甄試；其餘各類人員之進用仍由用人單位自行組成甄審小

組3-5人，審查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及進行甄試。 

（三）甄試方式，由用人單位依該職缺業務需求自行決定，如書面審查、筆試、面試等。 

（四）用人單位檢附「應徵人員基本資料及甄審成績一覽表」及擬用人員基本資料，簽

擬錄取者報到日期會知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定後，正取人員應於報到日檢具「到

職通知單」內所訂之相關資料辦理到職手續及簽定僱用契約事宜。 

九、編制外人員之工作時數比照校內公務人員辦公時間有關規定辦理；其差假部分依「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其在僱用期間執行業務及其各項動態，由用人單位負監督指導之責。如因業務需要，用

人單位主管得簽奉校長核准後，調整該等人員之工作時間。 

十、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給基準另訂之；前開人事費含薪資、福利、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 

十一、編制外人員年終成績考核依下列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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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得視當年度財務狀況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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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經決議次年調薪:聘期採曆年制者其考核作業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依下列規定辦理

完竣： 

1. 考核作業由人事室印製考核表函請各單位主管初評，經彙整後續提本校考績

委員會複評後，再陳請校長核定。 

2. 一月份即在職至年終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未離職之行政助理，考核結果依總分

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三等如下： 

甲等：八十分以上者次年續僱，如薪資尚未達規定之最高薪時，提昇薪資一階。 

乙等：七十～七十九分者次年續僱，但不調薪。 

丙等：六十九分以下者次年不續僱。 

3.於年中到職未滿一年者，考核成績作為續僱之依據。全職工讀生、圖書資訊處

技術專員、工地助理及進修學院於本要點實施前進用人員之考核成績僅作為續

僱之依據，無調薪之規定。 

進修學院聘期採學年制者，其考核作業仍依原訂方式與其自訂要點，於每年七月底前由

人事室函請該單位辦理後，簽陳校長核定。 

十二、編制外人員於約僱期間，應接受單位主管之督導，並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具獨立負責

之工作職掌者，得具名簽辦公文；若行政助理擬稿後需由職員或主管簽章以示負責。 

因業務需要得簽請准予製刻職章，惟其職章僅能用於校內行政作業，對外無效，離職

時應繳回人事室。 

十三、依本要點僱用之編制外人員，於僱用期間，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但應業務需要

且經專案簽准者，不在此限，惟應在不影響本職業務且自行請休假，並確實辦理請假

程序。 

十四、各單位擬進用編制外人員應注意其品德及遵守相關迴避規定。 

十五、編制外人員於約僱期間，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提撥勞工退準備金休金，

並比照公務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全職工讀生不適用）。 

十六、編制外人員若於校內有轉換身分之情況，其當年度年終獎金之算法，以其身分別在職

月數，按其薪資比例計算。（專案計畫工作人員例外） 

十七、編制外人員於約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列權益： 

（一）服務證與校內車輛通行證之請領、免費搭乘交通車。 

（二）校內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三）參加校內、外文康活動。 

（四）圖書資訊處、活動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校內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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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編制外人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規定（解僱規定）得不經預告終止契約，年齡屆

滿六十五歲即終止僱用。。 

十九、編制外人員於約僱期間屆滿前，因故須提前離職時，應於一個月前簽會人事室並陳請

校長同意後，用人單位主管督導其於離職前二日檢具「離職通知單」完成離職手續後，

始得發給離職證明書。 

如因違約、不按規定辦理移交、移交不清或其他情事致生損害時，如有涉及財產、經

費事項時，得視情節輕重議處或移送法辦。 

二十、編制外人員非屬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不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撫

卹法、保險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其退離職規定，悉依「勞工退休金條例」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得比照或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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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一、擬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組織規程」第四

條、六、三十一條文

案，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教育部 105年 10月 20 日同意本校

106學年度設立「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

班」。 

2. 客家文化研究所 106年 3月 31日簽並奉

校長裁示先行成立，茲因客家文化研究

所簽略以，本校為配合高屏區國民中小

學學生家長為數不少之外配子女，因應

國中小師資需求及配合政府新南向及校

務長遠發展擬成立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

心。 

3. 教育部 98年 7月 21日台高(二)字第

0980123396號函刪除第四條通識教育中

心設置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並俟說明四，程序

完備後修改組織規程報部辦理。 

4. 依上開規定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條文

及相關文字用語。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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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校配合校務需求，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列「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六目）「 
二、增列「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第六條第一項第十二款） 

三、教育部 98年 7月 21日台高(二)字第 0980123396號函刪除第四條通識教

育中心設置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教學單

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 1.碩

士班（1）聽力學與語言

治療碩士班(學籍分組為

「聽力學組」及「語言治

療組」)；（2）特殊教育

碩士班；（3）特殊教育

教學碩士班；2.特殊教育

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

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含碩士班、諮商心理

博士班；碩士班分為諮商

心理組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六）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 

（八）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第四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教學單

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1.碩士

班（1）聽力學與語言治

療碩士班(學籍分組為

「聽力學組」及「語言治

療組」)；（2）特殊教育

碩士班；（3）特殊教育

教學碩士班；2.特殊教育

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

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含碩士班、諮商心理

博士班；碩士班分為諮商

心理組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六）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 

（八）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一、刪除第四條第一

項第六款通識教育

中心：其設置辦法

另訂，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二、新增第四條第一

項第十二款東南亞

暨南亞研究中心。 

三、第四條第一項第

十二款之目次順

移。 

四、新增第四條第一

項第五款第六目藝

術產業學士原住民

專班。 

 

四、刪除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教師

申 訴 評 議 委 員

會…，其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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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教學

碩士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

所（碩士班；分歷史組、

文化組、語言組、碩士在

職專班）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六）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

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

所（含碩士班、科學教育

教學碩士班及科學教育博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教學

碩士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

所（碩士班；分歷史組、

文化組、語言組、碩士在

職專班）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六）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

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

班、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

所（含碩士班、科學教育

教學碩士班及科學教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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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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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士班） 

四、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含

碩、博士班、教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學

士班(學籍分組為「能源

與冷凍空調組」及「科技

教育與訓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

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

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分

「工程組」、「管理組」

及「教育組」） 

（六）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

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

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六）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六、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

士班） 

四、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含

碩、博士班、教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學

士班(學籍分組為「能源

與冷凍空調組」及「科技

教育與訓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

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

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分

「工程組」、「管理組」

及「教育組」） 

（六）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

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

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六、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

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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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另訂。 

七、師資培育中心：其設置辦法

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本大學必要時得新增、變更或停

辦院、系、所，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六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

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八、環境檢驗中心。 

九、語文教學中心。 

十、創新育成中心。 

十一、教學發展中心。 

十二、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三、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心

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及附屬高級

中學組織規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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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 

七、師資培育中心：其設置辦法

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本大學必要時得新增、變更或停

辦院、系、所，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六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

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八、環境檢驗中心。 

九、語文教學中心。 

十、創新育成中心。 

十一、教學發展中心。 

十二、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心

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及附屬高級

中學組織規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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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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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聘任之。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至二

十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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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任之。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至二

十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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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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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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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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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置委員十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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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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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置委員十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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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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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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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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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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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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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5年 8 月 8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110470 號函核定修正第十四條之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6年 2 月 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12425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至第十

一條、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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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及師資培育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大學定名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三條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養人才及健全師資，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

旨。 

第四條本大學設下列各教學單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1.碩士班（1）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學 

籍分組為「聽力學組」及「語言治療組」)；（2）特殊教育碩士班；（3）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2.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含碩士班、諮商心理博士班；碩士班分為諮商心理組

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六）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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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教學碩士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班；分歷史組、文化組、語 

言組、碩士在職專班）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六）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科學教育教學碩士班及科學教育博士班） 

四、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學籍

分組為「能源與冷凍空調組」及「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分「工程

組」、「管理組」及「教育組」） 

（六）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六）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六、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七、師資培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大學必要時得新增、變更或停辦院、系、所，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第五條本大學設下列各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分設註冊、課務、招生與出版、研究生教務、燕巢校區教務等組。
二、學生事務處：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等組。 
三、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環安等組。 
四、進修學院：分設教務、企劃推廣、綜合服務、學習諮詢等四組及教師生涯專

業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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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資訊處：分設採購編目、知識服務、創新學習、資訊系統、網路及資訊
安全等組。 

六、實習與就業輔導處：分設教育實習組、教育輔導組、就業輔導組及校友服務
組。 

七、研究發展處：分設企劃、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等組。 
八、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學生事務及國際開發等組。 
九、體育室：分設體育教學、體育活動等組。 
十、軍訓室。 
十一、秘書室。 
十二、人事室。 
十三、主計室：分設歲計、會計等組。 

第五條之一刪除 
第六條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八、環境檢驗中心。 

九、語文教學中心。 

十、創新育成中心。 

十一、教學發展中心。 

十二、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三、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心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及附屬高級中學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七條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其產生及任期方式如下列： 

一、產生：由本大學組成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二、任期：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任期配合學年（期）制，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現任校長如獲同意連任，校長任期配合學年(期)制則予延緩自

辦理重新遴選下任新校長起實施。 

三、去職：本大學校長去職方式如左： 

（一）任期屆滿，不再連任。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離職。 

校長遴選委員會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之，由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組成之，其中學校代表應包含教師

代表，其人數不得少於三分之二。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校長因故出缺之代理順位依序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代

理職務至新任校長選出就職為止，並應報教育部同意。 

第七條之一校長於任期屆滿得連任時，應由校長遴選委員會於六個月前，就連任事宜提請校

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意權，同意權行使結果不得對外公開，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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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達全體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否則應重行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作業；校長

如獲同意連任，則由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案報教育部作為續聘參考，如未獲同意

連任，應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重新遴選。 

第八條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行政及推動學術研究工作，由校長遴選

教授聘兼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第九條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另

置副教務長一人，襄助教務長處理教務工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

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教務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十條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輔導員、專員、組員、技士、助理員、辦

事員、管理員、書記若干人。 

有關學生生活事務得聘請教師或軍訓教官兼辦輔導之。並另置醫師、護理師、護士

若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學生事務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置副總務長一人，襄助總務長處理總務工作，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技正、編審、專員、組員、

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總務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十二條進修學院置院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在職進修、推廣教育之事宜，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之。其職掌與運作不適用本規程第四條及其他與教學研究相關學院

之規定。 

進修學院置秘書，各組並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編審、專員、組員、助

理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進修學院院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三條圖書資訊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處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員

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必要時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若干人。 

圖書資訊處處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四條實習與就業輔導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學生實習、畢業生就業及中等學

校教學輔導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助理員、辦

事員若干人。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四條之一研究發展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學術交流、建教合作及學術活動等

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或研究員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理員、

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若干人。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處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四條之二國際事務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全校性國際事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及助理員若干人。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國際事務處處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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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體育室置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負責體育行政及體育活動，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體育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助理員、辦事員及書記若干人。 

體育室主任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六條軍訓室置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負責學生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事宜，由

校長自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並置軍訓教官、護

理教師若干人。得分組辦事。 

第十七條秘書室置主任秘書，承校長之命，主持秘書室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專門委員、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若干人。 

主任秘書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七條之一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心之組長、主任除人事室、主計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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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心之組長、主任，除由職員專任者外，均採任

期制，每三年一任，並得連任之。 

第十八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秘書、專員及組員若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得分組

辦事。 

第十九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分組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並置組長、專員、組

員若干人。 

第二十條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學院得置秘書、

編審、專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各學位學程得置學位學程主任一人，由校長聘兼之，輔佐該學位學程所屬學院

院長推動學位學程業務。 

第二十一條本大學各學系置系主任一人，辦理系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之，

並得置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若干人。 

第二十二條本大學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教

師兼任之，並得置組員、助理員、辦事員若干人。 

第二十三條本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事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 

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組員、助理員、辦事員若干人。 

第二十四條院長由各該單位依其遴薦要點遴薦教授二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三年，
得連任一次。其遴薦要點另訂，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系主任、所長由各該單位依其遴薦要點遴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二至三人，報
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其遴薦要點另訂，經行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如院長、系主任、所長遴薦人選僅一人時，應經各該院、系、所相關會議同
意後，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院長、系主任及所長連任應經其院、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或依該學術單位主管遴薦要點應行之程序報請校長續聘

之；若未獲同意連任，則依各該學院、系主任、所長遴薦要點規定重新遴薦。 
學術與教學單位主管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不適任之虞者，由其院、
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全院、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
經院、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學術單位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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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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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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六條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工作，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聘請之，其資格應報經教育部審定。必

要時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本大學得設置講座，由校長聘請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延聘

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本大學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之

資格等，悉依有關法律規定辦理。停聘、解聘或不續聘依大學法第十九條及

教師法第十四條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本大學得設附屬高級中學，附屬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由本大學

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本大學教師或附屬高級中學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中遴選

合格教師，送請校長聘兼(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委由主管機關遴選

合格人員聘任之。 

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公開甄選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九條本大學職員除主計及人事人員另有規定外，均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規定任用之。 

第三十條本大學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務會議代表一

百一十人，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秘書室主
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系（所）主管代表、教師代表、助教代

表一人、職員代表三人、工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各中心主任
及附中校長得列席參加。系（所）主管代表由其所屬各學院辦理推選，
其名額合計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教師代表（不含
學術主管）由各學院及中心級教學單位之教師選舉中分別產生之，任期
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其名額合計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的二
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
之二為原則。助教代表由全體助教互選產生之；職員代表由全體職員及
駐衛警察隊人員互選產生之；工友代表由全體工友互選產生之；學生代
表名額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的十分之一，由研究生自治組織代
表、學生自治組織代表、各學院代表產生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其他單位主
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有關重要行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科）主任、各研究所所長、進修學院院長、

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其它教學單位主管及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務長為主席，討論一切教務事宜，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學生代表
由研究生自治組織代表一人、學生自治組織代表學生會一人、學生議會一人、
每學院代表一人，由學院推選產生之。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實習與就業輔導處處長、國際事務處
處長、各學院院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及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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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並由校長聘請教師五至十五人及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
研究生自治組織代表一人，學生自治會學生會、學生議會代表各一名，
各學院代表各一名組成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審議有關學生事務、輔
導、獎懲等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
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有關總務重要事項，必要
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六、處室會議：各處室會議以該處室主管為會議之主持人，必要時得請其他處室人員列席，
討論本處室業務。 

七、各學院院務會議：為各該學院最高決策會議，以各該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及教師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討論本學院學術研究計畫及其他
有關之院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主管列席。其設置要點由各學
院另訂之。 

八、各學系系務會議：為各該學系最高決策會議，以系主任及各該系教師組織之，系主任為
主席，討論本系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系務事宜。系務會議得邀請各系學
會正、副總幹事列席。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為各該研究所最高決策會議，以所長及各該所教師組織之，所長為
主席，討論本所教學及其他有關事項。會議時得邀請班代表列席。 

十、學位學程會議：為各該學位學程最高決策會議，以學程主任及各該學程教師組織之，學
程主任為主席，討論學程教學及其他有關事項。 
校務會議為應需要，設議事規程規劃委員會，初審及排定校務會議議案、
擬訂會議規範、議事日程、議程等，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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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至二十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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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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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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評會置委員十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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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

考試院核備。 

各單位辦事細則及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本大學設各級學生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益有關事項，推舉代

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學校各項會議，其設置及輔導辦法另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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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二、擬廢止原電算中心部份

法規條文，提請審議。 

圖書資

訊處 

1.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已於 105年 8月 1日合併

為「圖書資訊處」。 

2. 因應組織調整，原電算中心任務及組織編制

已併入圖資處，部份法規內容已不合時宜或

需整併檢討(說明如附表)，擬廢止之法規如

下： 

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

辦法」。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

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 

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

教室借用表」。 

3. 本設置辦法經 105學年第 2學期組長會議討

論決議廢止，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

法」審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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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附件 

 
法規名稱 修改程序 狀態 修改重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

算機中心設置辦法 

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

同意後實施 

廢止 因應單位(圖書館、電算中

心) 整併成圖資處，本設置

辦法擬提 105-7行政會議及

105-2校務會議廢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

算中心電腦教室管理及借

用辦法 

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

同意後實施 

廢止 併入本處"空間借用規則"和"

公用電腦暨電腦教室使用注

意事項", 擬提 105-7行政會

議廢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

算中心電腦教室借用表 

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

同意後實施 

廢止 併入本處"空間借用規則"和"

公用電腦暨電腦教室使用注

意事項", 擬提 105-7行政會

議廢止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 

79.1.3本校第六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11 本校 94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13 本校 94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100.10.12 本校 100 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6 本校 100學年度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之規定，設置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以支援教學及學術研究、協助行政管理電腦化、推廣資訊教育，以

建立完整之校園資訊環境為目的。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之，秉校長之命

綜理本中心業務。本中心設「系統組」、「網路組」、「行政組」、「數

位學習組」等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技術師及職員若干人，組長由校長

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任務及其職掌如下： 

一、系統組 

（一）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程式之開發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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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與建置校園資訊服務系統。 

（三）系統安全管理維護。 

（四）推廣資訊系統應用與諮詢服務。 

（五）伺服器管理與維護。 

（六）資料庫管理與建置。 

二、網路組 

（一）校園網路設備管理與維護。 

（二）協助各單位連線使用校園網路系統資源。 

（三）辦理校園網路規劃與建置工程。 

（四）電腦教室教學設備管理與維護。 

（五）擬定校園網路系統架構與未來發展計劃。 

（六）定期檢視校園網路合法軟體使用及建立不當資訊防制機制，校

園資訊安全的規劃執行。 

三、行政組 

（一）辦理電算中心一般行政業務。 

（二）辦理電腦設備請購與管理工作，支援教學研究。 

（三）辦理各項電腦資訊應用研習課程及學術活動事宜。 

（四）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有關電腦資訊課程研習班與專案計劃執行。 

（五）建立學校軟體管理制度，以落實保護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 

（六）本中心設置辦法及各項管理要點訂定與修正。 

四、數位學習組 

（一）統籌規劃數位學習相關業務。 

（二）建構多元化數位學習平台環境。 

（三）辦理數位學習相關資訊系統規劃與管理。 

（四）支援及辦理數位相關研討訓練課程。 

（五）數位學習相關辦法及配套措施之擬定。 

（六）影音及數位教材製作技術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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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交辦事項。 

第五條  本中心得接受委託或合作，從事專題研究或教育訓練事宜，並不定期辦理

校內校外各類電腦軟硬體及網路等課程研習。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 

100 年 3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六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電腦教室使用之目的，在提供本

校完整的電腦教學環境。為使教室有效運用，特訂定電腦教室之管理及借

用辦法，並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中心開放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奉准開授之電腦相關課程，除提供上

課教室外，另設有自由上機教室，本校教職員工憑教職員證、學生憑學生

證進入使用。 

第三條 本教室提供使用除校內單位免費，校外單位收費標準及開放時間如下： 

1. 場地費：校內免費，校外場地借用分為三時段，分別為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30 及晚上 18:00 至 21:55。每一時段每間教

室收取新台幣五千元整，以使用原有設備為原則，額外軟、硬體支援安

裝費用另計，但使用電腦需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辦法。 

2. 開放時間： 

(1)學期期間：週一至週五 08：00 至 21：55；週六 08：00 至 17：30。 

(2)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 08：00 至 21：55。 

(3)國定例假日及連續假期：以電腦教室之公布欄與本中心網站之公告

為主。 

第四條 上課教室提供使用對象分為校內單位及校外單位，其使用申請程序及借用

優先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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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單位：1.洽詢預約、2.填具借用申請單（使用日前一星期提出）。 

校外單位： 

1.洽詢預約。 

2.出具公函（使用日一個月前提出）。 

3.核核准後至電算中心服務櫃台填寫借用申請單，申請單位應於使用場地

前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場地費用，再將申請單及繳費收據，送回電算中心

核辦，完成核辦手續。 

4.借用期間未繳交費用者，取消借用申請，不得使用場地。 

5.申請單位放棄借用時，應通知本中心。 

借用優先順序： 

1.本校各系所電腦相關之電腦課程。 

2.本中心開設之研習課程。 

3.研討會、各類活動、本校社團、營隊之電腦訓練課程。 

4.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練課程。 

第五條 使用單位應遵守下列規定： 

1.維護教室內秩序整潔，嚴禁攜帶任何食物、飲料等進入。 

2.愛護教室內之設備，若因人為因素而造成損失，應照價賠償。 

3.電腦教室電腦設備故障時，請隨時通知值班人員協助處理。 

4.嚴禁在教室內玩電動遊戲，違者依校規議處。 

5.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律規定，避免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 

之行為。 

6.於教室開放期間內，若離開座位時請將個人物品隨身帶離，若有遺失 

請自行負責。 

第六條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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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教室借用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簽名  

使用用途  

連絡電話  使用場地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收費金額 

□ 校內單位借用免會 

合 計： 萬 仟 佰 拾 元 

收據編號: 

電算中心 

承 辦 人 

 電算中心 

主    任 

 

備註 

1.請於使用日期一週前借用登記。 

2.申請人應負責教室整潔及設備清點，於使用後勿必將垃圾帶

離電腦教室。 

3.請遵守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4.如為校內單位借用，免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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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三、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作

業要點」，提請審議。 

圖書資

訊處 

1.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已於 105 年 8月 1日合

併為「圖書資訊處」。 

2. 因應組織調整，原電算中心任務及組織編

制已併入圖資處系統組及網路組，「電子

計算機中心」修正為「圖資處」。 

3. 本設置辦法經 106年 2月 24 日 105學年第

2學期組長會議討論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

議。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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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作業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則 原規則 說明 

五 

本校因執行法定職務所設立

之各項電子系統，為求順利

運作，得彼此支援，由各業

務主管單位商請圖資處，協

助匯入系統所需之個人資

料。 

本校因執行法定職務所設立

之各項電子系統，為求順利

運作，得彼此支援，由各業

務主管單位商請電子計算機

中心，協助匯入系統所需之

個人資料。 

修訂「電子計算機中心」

為「圖資處」 

八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

人資料，如需圖資處協助自

相關系統提供，並應加會

之；圖資處得建置本校個人

資料庫及電子申請程序，以

資料檔案加密或其他安全方

式進行審核及傳遞。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

人資料，如需電子計算機中

心協助自相關系統提供，並

應加會之；電子計算機中心

得建置本校個人資料庫及電

子申請程序，以資料檔案加

密或其他安全方式進行審核

及傳遞。 

修訂「電子計算機中心」

為「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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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作業要點 

104.11.18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5月  日 105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訂 

（立法目的及依據） 

一、為規範本校學生、教職員、畢業生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利用，以避免

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利用，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 24條，制定本要點。 

（個資運用原則） 

二、各單位就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利用，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

則之規定，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

合理之關聯。 

（個資主管單位及專人） 

三、本校由校長指定主管單位（以下簡稱「個資主管單位」），及該單位具有管

理及維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受有相關專業教育訓練，足以擔任個人資料

安全維護工作之經常性人員，辦理個人資料之合理使用及安全維護事項。 

（法定公開義務） 

四、本校各單位應於建立個人資料檔案後一個月內，報請個資主管單位，將下列

資訊公開於本校網頁，供公眾查閱；其有變更者，亦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業務主管單位及聯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系統相互支援） 

五、本校因執行法定職務所設立之各項電子系統，為求順利運作，得彼此支援，

由各業務主管單位商請圖資處，協助匯入系統所需之個人資料。 

（運用非主管之一般個資） 

六、各單位因執行法定職務而需運用非主管之個人資料時，除另有規定外，應填

具申請單，記載所需項目、運用方式及目的、屬於執行法定職務之說明、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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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運用期間、個資運用後之處理方式，送請業務主管單位、個資主管單位核

定後取得。 

（運用非主管之特種個資） 

七、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人資料，如屬全校性之個人資料，個資主管單位

核定後應送請校長備查；如屬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

科之個人資料，應送請校長核准。 

（加會電算中心） 

八、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人資料，如需圖資處協助自相關系統提供，並應

加會之；圖資處得建置本校個人資料庫及電子申請程序，以資料檔案加密或

其他安全方式進行審核及傳遞。 

（個資運用後之處理） 

九、各單位經核可後運用非主管之個人資料，於行政目的達成後，電子資料應銷

燬，紙本資料應送回業務主管單位；但經處理後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

之當事人者，得自行留存，並送個資主管單位建檔。 

（爭議處理機制） 

十、個人資料之管理及運用如有疑義，得由個資主管單位召集相關業務單位本於

法令規範協商處理。 

（施行程序）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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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四、擬修正「資訊類採購與

外包管理作業要點」，提

請 審議。 

圖書資

訊處 

1.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已於 105 年 8月 1日合併

為「圖書資訊處」。 

2. 因應單位整併、組織調整，修正本作業要點

之資管單位、資訊採購案加會單位為圖資

處。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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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附件 

資訊類採購與外包管理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則 原規則 說明 

三 

本作業要點之執行單位與職責： 

採購單位：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採購作

業。  

需求單位：各業務需求及使用部門，

提出請購需求與驗收作

業。 

資管單位：圖資處資訊整合角色，對

資訊採購外包的規格提供

諮詢，並提供驗收諮詢。 

本作業要點之執行單位與職責： 

採購單位：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採購作

業。  

需求單位：各業務需求及使用部門，

提出請購需求與驗收作

業。 

資管單位：電算中心資訊整合角色，

對資訊採購外包的規格提

供諮詢，並提供驗收諮

詢。 

因組織整

併，修訂電

算中心為

「圖資處」 

五 

年度需求規劃與檢討： 

(一) 由需求單位提出資訊需求規劃。

若需求屬於全校性質或各單位部

分共用時，則由圖資處統一研

提，若因任務或計畫單獨需要之

資訊類採購委外案，由需求單位

自行研擬。  

(二) 圖資處每年進行系統外包廠商考

核作業，綜整供應商或外包商之

服務、品質、成本與進度之檢討

結果，供年度採購之重要參考依

據。 

年度需求規劃與檢討： 

(一) 由需求單位提出資訊需求規劃。

若需求屬於全校性質或各單位部

分共用時，則由電算中心統一研

提，若因任務或計畫單獨需要之

資訊類採購委外案，由需求單位

自行研擬。  

(二) 電算中心每年進行系統外包廠商

考核作業，綜整供應商或外包商

之服務、品質、成本與進度之檢

討結果，供年度採購之重要參考

依據。 

因組織整

併，修訂電

算中心為

「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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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規則 原規則 說明 

六 

請購： 

(一) 網站/系統開發、軟硬體維護之

規格建議書撰寫，由需求單位提

出，資訊類委外需求前可事先諮

詢圖資處，由指派專人協助系統

或設備之統合性擴充規劃提供需

求單位之參考。 

(二) 資訊類委外請購，經需求單位權

責主管核定後，送會電算中心統

合及協助審查分析，由圖資處提

供規格書審查表如附表一，確認

無問題後再由原需求單位併同請

購單送交採購單位進行採購作

業。 

(三) 資訊類採購委外案之規格建議書

由需求單位自行研擬，若為本處

統合性之資訊類採購案，則由圖

資處協助需求單位研擬。 

請購： 

(一) 網站/系統開發、軟硬體維護之

規格建議書撰寫，由需求單位提

出，資訊類委外需求前可事先諮

詢電算中心，由指派專人協助系

統或設備之統合性擴充規劃提供

需求單位之參考。 

(二) 資訊類委外請購，經需求單位權

責主管核定後，送會電算中心統

合及協助審查分析，由電算中心

提供規格書審查表如附表一，確

認無問題後再由原需求單位併同

請購單送交採購單位進行採購作

業。 

(三) 資訊類採購委外案之規格建議書

由需求單位自行研擬，若為中心

統合性之資訊類採購案，則由電

算中心協助需求單位研擬。 

因組織整

併，修訂電

算中心為

「圖資處」 

 

 

 

 

 

 

 

 

 

 

中心統合性

之資訊類採

購案，修正

為「本

處…」 

八 

進度管制與驗收 

(一) 系統委外應有完整之進度規劃要

求外包廠商提報進度與執行成

果，由採購單位會同圖資處協助

執行，必要時可召開專案進度管

制會議，統一追蹤並了解開發過

程。 

進度管制與驗收 

(一) 系統委外應有完整之進度規劃要

求外包廠商提報進度與執行成

果，由採購單位會同電算中心協

助執行，必要時可召開專案進度

管制會議，統一追蹤並了解開發

過程。 

因組織整

併，修訂電

算中心為

「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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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類採購與外包管理作業要點 

104.10.21本校 104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採購管理辦法，針對資訊類之網站、系統之採購、委外開發管理予以規範，特訂定本作

業要點。 

二、 本作業要點管理網站或資訊系統之套裝購置或委外開發（系統委外），軟體租用、維護之勞

務委託（維護委託）。 

三、 本作業要點之執行單位與職責： 

採購單位：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採購作業。  

     需求單位：各業務需求及使用部門，提出請購需求與驗收作業。 

資管單位：圖資處資訊整合角色，對資訊採購外包的規格提供諮詢，並提供驗收諮詢。 

四、 本作業要點之作業流程依系統委外及租用或維護委託，分階段進行採購與委外作業與管理。 

五、 年度需求規劃與檢討： 

(一) 由需求單位提出資訊需求規劃。若需求屬於全校性質或各單位部分共用時，則由圖資

處統一研提，若因任務或計畫單獨需要之資訊類採購委外案，由需求單位自行研擬。  

(二) 圖資處每年進行系統外包廠商考核作業，綜整供應商或外包商之服務、品質、成本與

進度之檢討結果，供年度採購之重要參考依據。 

六、 請購： 

(一) 網站/系統開發、軟硬體維護之規格建議書撰寫，由需求單位提出，資訊類委外需求

前可事先諮詢圖資處，由指派專人協助系統或設備之統合性擴充規劃提供需求單位之

參考。 

(二) 資訊類委外請購，經需求單位權責主管核定後，送會圖資處統合及協助審查分析由圖

資處提供規格書審查表如附表一，確認無問題後再由原需求單位併同請購單送交採購

單位進行採購作業。 

(三) 資訊類採購委外案之規格建議書由需求單位自行研擬，若為本處統合性之資訊類採購

案，則由圖資處協助需求單位研擬。 

七、 採購： 

     採購方式依循採購管理辦法 之規定辦理 。 

八、 進度管制與驗收 

(一) 系統委外應有完整之進度規劃要求外包廠商提報進度與執行成果，由採購單位會同圖

資處協助執行，必要時可召開專案進度管制會議，統一追蹤並了解開發過程。  

(二) 系統委外案的進度管制應依照系統分析(SA)、系統設計(SD)、程式設計(Coding)逐段

進行，必要時並得經過雛型系統先驗證，至線上導入階段。而維護委託案之進度管制，

可採按月計價驗收，並進行期末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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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委外案之分期驗收或總驗收時，均應按採購約定之各期產出項目驗收，除各項文

件資料(含系統規格書、程式清單、操作說明等)須俱全外，需求單位負責有關需求是

否符合的驗收工作。 

九、 保固維護： 

(一) 採購或外包案於驗收之同時，應由確認保固維護條款，及系統轉移訓練計畫。若未檢

附維護或訓練計畫，採購單位不得逕行驗收。 

     (二) 系統委外與硬體採購，至少須具一年之保固。 

十、 程式著作權 

程式之著作權除特別註明外為本校所有，應於軟體合約書明訂之，承攬廠商須經本校書面

同意，方得將承攬之應用系統軟體（全部或部份）轉移給第三者。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定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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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系統外包 

規格書審查表 

 

外包案件說明： 

需求提出單位   

案件名稱  

外包廠商   

需求日期  

審查單位   

廠商文件說明  

 

規格書內容建議 

項目  

整體性架構建議  

細部性功能建議  

整體系統描述  

系統價格建議： 

價格建議 

系統困難度(1-10)  

工作時程建議 時程(月) 說明 

  

建議價格  

價格價格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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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五、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要

點」，敬請審議。 

圖書資

訊處 

1.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已於 105 年 8月 1日合併

為「圖書資訊處」。 

2. 因應組織調整，原電算中心任務及組織編制

已併入圖資處系統組及網路組，「電子計算

機中心」修正為「圖資處」，同時新增申請

表名稱及修訂伺服器異常行為描述。 

3. 本設置辦法經 105學年第 2 學期組長會議討

論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105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提案十五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四、申請、註銷： 

(一) 各單位欲架設伺服主機，須有專

人進行維護管理，並需填具

「IS-程序-12-01 網路伺服器 IP

申請表」，向圖書資訊處提出

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可架

設。 

 

(三) 已申請登錄伺服器如不需使用

時，原申請單位或人員得向圖

書資訊處辦理註銷。 

四、申請、註銷： 

(一) 各單位欲架設伺服主機，須有專

人進行維護管理，並需填具申

請表，向電算中心提出申請，

經審查核准後始可架設。 

 

 

(三) 已申請登錄伺服器如不需使用

時，原申請單位或人員得向電

算中心辦理註銷。 

1. 新增申請表名稱 

2. 更新單位名稱 

五、管理、維護 

(三) 各單位伺服器管理者，須定期為

所管理之機器進行相關安全性、

漏洞、弱點等系統補強，圖書資

訊處得不定期對列管之伺服器進

行資訊安全檢測，以避免遭駭客

入侵。 

五、管理、維護 

(三) 各單位伺服器管理者，須定期為

所管理之機器進行相關安全性、

漏洞、弱點等系統補強，電算中

心得不定期對列管之伺服器進行

資訊安全檢測，以避免遭駭客入

侵。 

更新單位名稱 

六、各單位伺服器若有進行非所宣稱

之服務，或遭駭客入侵、發生異

常流量、對外攻擊之資訊安全事

件、發廣告信、違反智慧財產權

或違反本要點第三點規定等相關

行為時，依本校「校園網路使用

規範要點」處理，圖書資訊處可

依情節狀況停止該單位或該伺服

器之網路連線權利。 

六、各單位伺服器若有進行非所宣稱

之服務，或遭駭客入侵、發生異

常流量、發廣告信、違反智慧財

產權或違反本要點第三點規定等

相關行為時，依本校「校園網路

使用規範要點」處理，電算中心

可依情節狀況停止該單位或該伺

服器之網路連線權利。 

1. 修訂伺服器異常行

為描述 

2. 更新單位名稱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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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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修訂草案) 
民國 100 年 3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六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O 月 O 日 106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提昇本校伺服器之資訊安全及網路服務品質，以符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訂

定本校「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所有對外開放網路服務之伺服

器。 

三、 本校各單位所架設之伺服器，其使用需遵守下列各項規定，並擔負與該伺服器有關

一切行政及法律責任： 

(一) 本校相關網路使用規範 

(二) 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 

(三) 其他相關法律之規定 

四、 申請、註銷： 

(一) 各單位欲架設伺服主機，須有專人進行維護管理，並需填具「IS-程序-12-01 網

路伺服器 IP 申請表」，向圖書資訊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可架設。 

(二) 個人使用者不得私架伺服器，以避免不當資訊安全事件發生。 

(三) 已申請登錄伺服器如不需使用時，原申請單位或人員得向圖書資訊處辦理註

銷。 

五、 管理、維護 

(一) 各單位對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之伺服器，須有專人負責維護並進行相關資訊安

全作業。 

(二) 各單位應負其單位內所提供伺服主機網路服務之督導責任。 

(三) 各單位伺服器管理者，須定期為所管理之機器進行相關安全性、漏洞、弱點等

系統補強，圖書資訊處得不定期對列管之伺服器進行資訊安全檢測，以避免遭駭客

入侵。 

(四) 管理者應注意提供服務內容的合法性，不得有猥褻、攻擊、商業性及侵犯智財

權之情形。 

(五) 各種服務系統中所提供之服務，如網頁瀏覽或軟體上下載，內容較有爭議者，

建議於進入系統之首頁宣告知會使用者。 

(六) 單位內提供檔案傳輸伺服器 (FTP)，應注意其分享檔案之合法性，若由廠商或

版權擁有者所提供之合法分享軟體，應註明提供之廠商或版權擁有者之名稱及相關

授權資料。 

(七) 台灣學術網路係提供各學校及研究單位之學術用途，於校園網路內不得提供商

業性網路服務，亦不可提供具商業廣告性質之免費網路服務（包含郵件伺服器、網

頁伺服器及其他種類伺服器等）。 

(八) 退（離）職人員應依資訊安全規定及程序，由伺服器管理人員取消存取網路權

利。 

(九) 各單位之伺服主機，須有專人定期(每學期不得少於 1 次)清查伺服器資訊內容

並記錄、追蹤處理情況。 

(十) 伺服器負責人員、維護人員應參加本校每年不定期所舉辦之資訊安全講習、演

練及遵守相關規定。 

六、 各單位伺服器若有進行非所宣稱之服務，或遭駭客入侵、發生異常流量、對外攻擊

之資訊安全事件、發廣告信、違反智慧財產權或違反本要點第三點規定等相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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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要點」處理，圖書資訊處可依情節狀況停止該單位

或該伺服器之網路連線權利。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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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六、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管理要

點」，敬請審議。 

圖書資

訊處 

1.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已於 105 年 8月 1日合併

為「圖書資訊處」。 

2. 因應組織調整，原「電算中心」修正為「圖

資處」，「中心主任」修正為「處長」。 

3. 本設置辦法經 105學年第 2 學期組長會議討

論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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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六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管理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則 原規則 說明 

三 

非法電腦軟體係指「未經授權而使

用之電腦軟體及非公務用 P2P 分享

軟體」，本校每學期由各單位進行

自我例行查核乙次；圖資處執行維

修任務時須依工作流程進行檢查，

若發現有非法電腦軟體，應要求移

除並通知單位主管，情節重大者將

進行議處。 

非法電腦軟體係指「未經授權而使

用之電腦軟體及非公務用 P2P 分享

軟體」，本校每學期由各單位進行

自我例行查核乙次；電算中心執行

維修任務時須依工作流程進行檢

查，若發現有非法電腦軟體，應要

求移除並通知單位主管，情節重大

者將進行議處。 

因組織整併，修

訂電算中心為

「圖資處」 

四 

學生或教職員個人電腦部份：若接

獲檢舉，有疑似侵權行為時，將依

「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

權處理程序」優先處理，並訂定本

校「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處理程序」依下列步驟處理： 

 

(三) 該電腦擁有(管理)者必須親自

至圖資處說明，填寫 「疑似

違反智慧財產權說明書」。 

 

(五) 圖資處將相關使用者所填寫

「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說明

書」、「不再犯切結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送請學務處(學

生)或人事室(教職員)備查。 

 

(六) 對於上述宣稱無辜之使用者

(被檢舉者)，圖資處將提供相

關流量資料以茲佐證，並協助

該使用者向檢舉單位說明，唯

使用者必須提供詳盡之電腦使

用習慣等資料以茲證明。 

學生或教職員個人電腦部份：若接

獲檢舉，有疑似侵權行為時，將依

「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

權處理程序」優先處理，並訂定本

校「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處理程序」依下列步驟處理： 

(三) 該電腦擁有(管理)者必須親自

至電算中心說明，填寫 「疑

似違反智慧財產權說明書」。 

(五) 電算中心將相關使用者所填寫

「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說明

書」、「不再犯切結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送請學務處(學

生)或人事室(教職員)備查。 

(六) 對於上述宣稱無辜之使用者

(被檢舉者)，電算中心將提供

相關流量資料以茲佐證，並協

助該使用者向檢舉單位說明，

唯使用者必須提供詳盡之電腦

使用習慣等資料以茲證明。 

因組織整併，修

訂電算中心為

「圖資處」 

五 

若侵權情節重大者，由圖資處處長

籌組工作小組進行調查及協助處

理。 

若侵權情節重大者，由電算中心主

任籌組工作小組進行調查及協助處

理。 

因組織整併，修

訂電算中心為

「圖資處」，

「中心主任」為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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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管理要點 

100 年 3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六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5 月   日 105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用合法電腦軟體，避免侵犯智慧財產權，訂定本校

「電腦軟體侵權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各機關採購電腦設備時，應考慮未來安裝之電腦軟體需求，並編列預算進行採購；如無

力採購合法授權軟體時，建議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教學，並鼓勵學生使用。 

三、 非法電腦軟體係指「未經授權而使用之電腦軟體及非公務用 P2P 分享軟體」，本校每學期

由各單位進行自我例行查核乙次；圖資處執行維修任務時須依工作流程進行檢查，若發現有

非法電腦軟體，應要求移除並通知單位主管，情節重大者將進行議處。 

四、 學生或教職員個人電腦部份：若接獲檢舉，有疑似侵權行為時，將依「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

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優先處理，並訂定本校「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依下列步驟處理： 

(一) 立即限制該違規電腦之網路使用權。 

(二) 立即以本校之 email 或電話通知該使用者。 

(三) 該電腦擁有(管理)者必須親自至圖資處說明，填寫 「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說明書」。 

(四) 依侵權被檢舉次數及侵權事實，處理如下： 

(1) 第一次被檢舉侵權者，告知相關侵權法律責任後，恢復其使用資格。 

(2) 第二次被檢舉侵權者，若有侵權事實，填寫「不再犯切結書」。 

(3) 三次以上被檢舉者，若有侵權事實或無法取得誤判證明者，請學務處或人事室依

情節懲處。 

(五) 圖資處將相關使用者所填寫「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說明書」、「不再犯切結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送請學務處(學生)或人事室(教職員)備查。 

(六) 對於上述宣稱無辜之使用者(被檢舉者)，圖資處將提供相關流量資料以茲佐證，並協

助該使用者向檢舉單位說明，唯使用者必須提供詳盡之電腦使用習慣等資料以茲證明。 

五、 若侵權情節重大者，由圖資處處長籌組工作小組進行調查及協助處理。 

六、 違反本要點者，除本身應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本校將依法予以懲處。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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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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七、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網路流量異常管理要

點」，敬請審議。 

圖書資

訊處 

1.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已於 105 年 8月 1日合併

為「圖書資訊處」。 

2. 因應組織調整，原「電算中心」修正為「圖

資處」，修訂要點依照資訊安全事件流程處

理。 

3. 本設置辦法經 105學年第 2 學期組長會議討

論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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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網路流量異常管理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三 

 

(一)單一 IP 位址當日上傳超

過 7GB 或下載超過

10GB，以致影響校園之

正常運作者，及檢討超過

者停止電腦網路使用權，

並依資訊安全事件通報處

理，需填寫「資訊安全事

件報告單」。 

(一)單一 IP 位址當日上傳超過

7GB 或下載超過 10GB，以

致影響校園之正常運作

者，及檢討超過者當日連

線降速至 256K，或視情節

嚴重者停制止該 IP 使用至

提出改善程序為止。 

 

如發現網路流量使用超過

者，依照資訊安全事件流程

處理。 

三 

 

(二)被停用 IP 名單公布於本

處資訊安全專區-資安通

報事件網頁以供查詢。 

 

(二)被停用 IP 名單公布於本中

心網頁以供查詢。 

 

組織合併，名稱修改。 

四 電腦對網路有下列之行為

者，將被視為電腦異常，將

依資訊安全事件處理，並立

即停止該電腦網路使用權，

須完成資訊安全事件處理流

程後，方可恢復電腦網路使

用。 

 

電腦對網路有下列之行為者，

將被視為電腦異常。將立即停

止該電腦網路使用權。若要恢

復使用，需向本校電子計算機

中心申請，復用後如還有異常

行為將被再度停用。 

 

網路流量異常，依據資訊安

全流程處理。 

五 遇有特殊大流量需求者，如

有專案計畫等特殊狀況者，

須事先填寫「防火牆服務埠

新增異動申請單」，俟申請

核可後，即可於申請時間內

使用。 

遇有特殊大流量需求者，如有

專案計畫等特殊狀況者不再此

限，但須事先填寫「網路流量

特殊需求申請單」。 

 

申請表單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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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網路流量異常管理要點(修訂草案) 
民國 102 年 10 月 23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5 月   日 105 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因應教育部加強各級學校學術網路管理要求，使學術網路回歸學術研究用途，依據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要點第五項第二點之規定，套訂本校「網路流量

異常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流量係指本校進、出校外網路之流量。 

三、流量依據校園網路運作中心核心及重要交換器之網路流量進行每日流量統計。 

(一) 單一 IP 位址當日上傳超過 7GB 或下載超過 10GB，以致影響校園之正常運作者，及檢討

超過者停止電腦網路使用權，並依資訊安全事件通報處理，需填寫「資訊安全事件報告

單」。 

(二) 被停用 IP 名單公布於本處資訊安全專區-資安通報事件網頁以供查詢。 

四、電腦對網路有下列之行為者，將被視為電腦異常，將依資訊安全事件處理，並立即停止該電

腦網路使用權，須完成資訊安全事件處理流程後，方可恢復電腦網路使用。 

(一) 有送出病毒封包或中毒之情形。 

(二) 有掃描 PORT 或 IP 之行為。 

(三) 有對外連線攻擊活動或異常發送詐騙、廣告信函知情形。 

(四) 教育部電算中心或其他使用者通知有異常，並查證屬實者。 

五、遇有特殊大流量需求者，如有專案計畫等特殊狀況者，須事先填寫「防火牆服務埠新增異動

申請單」，俟申請核可後，即可於申請時間內使用。 

六、盜用他人網路位址(IP address)一經查獲，初犯者將停止網路使用權三個月，並通知所屬單

位主管或指導教授處理;累犯者送交學務處或人事室依相關規定議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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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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八、修訂本系空間借用要

點，提請討論。 

特殊教

育學系 

1. 為提高空間之有效管理，擬修訂本系空間借

用要點，對照表如下；修訂後要點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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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八附件 
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特教系空間借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特教系空間借用要點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 93.9.10 通過借用

要點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 93.10.22 修正通過

借用要點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學系第一次系務會

議 106.3.1 修正通過借用要點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學系第二次系務會

議 106.4.19 修正通過借用要點 

特教系空間借用辦法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 93.9.10 通過借

用原則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 93.10.22 修正

通過借用原則 

九十六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學系第一次

系務會議 97.3.19 修正通過借用原則 

第一條 本系所屬教室和實驗室之借用，以利

本系師生上課或活動使用為原則。 

第一條 系館教室之使用，以本系學生上課

或系上學生活動使用為原則。 

第二條 

系館教室之安排優先為碩士班和博士班課 

程，大學部因測驗評量工具使用課程及需要 

使用錄影設備之課程、大五返校活動及教甄 

演練以及系上臨時活動為主。 

 

第二條  

系館教室之安排以碩、博士班研究所課程為

優 

先，教室配置依據選課人數安排，研究所課

程 

登記完畢，如尚餘教室空間再由大學部登記

使 

用。惟以每月一次大五返校座談及系上臨時

活 

動為優先排序，若上課與臨時活動時間有重 

疊，任課教師應回原上課教室上課。 

第三條 刪除。以下順位 第三條 肢障學生上課優先使用系館一樓 7111

教室。 

第四條 刪除。以下順位 第四條 大學部班級登記數多餘實際可分配之

教室數時，以抽籤方式決定使用班

級。 

第三條 

系館教室僅提供本系專、兼任教師授課及相 

關研究使用，如校外委託本系專、兼任教師 

辦理之相關研習活動或校外專案會議者，則 

另收取場地費(含水電費)。 

第五條 非本系師生上課或系上學生活動，其

他公立單位，如欲使用系館教室，需

檢附公文，經同意並登記後方得使

用。 

第四條 

教室收費標準(以 4 小時為一單位計算)： 

特教大樓 

7411 教室(9 人)：1,000 元(含水電)。 

7412 教室(40 人)：2,000 元(含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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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空間借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7413 教室(20 人)：1,500 元(含水電)。 

7414 教室(53 人)：2,000 元(含水電）。 

綜合大樓 

4103 教室(45 人)：2,000（含水電） 

4117 教室(25 人)：1,500（含水電） 

4324 教室(20 人)：1,500（含水電） 

收入之 50%將納入校務基金，50%則歸本系作 

為維護費和新增設備費使用。 

第五條 借用時間週一至週五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8

點，假日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 

第六條 民間單位或學（協）會，一律不准借

用系館教室，但如向學校申請，並獲

同意後者除外。 

第六條 非上班時間，所有借用單位需支付行政

人員加班費或工讀生費用，行政人員加

班費比照個人薪資計算、工讀生費用比

照科技部相關規定辦理，並於辦理活動

前繳交。 

第七條 非上班時間，需支付行政人員之工讀

或加班費用，並於登記時繳交。 

第七條 系學會活動如欲使用系館教室，以系學

會幹部為負責人登記辦理借用手續。 

第八條 系上學生如欲使用系館教室，使用時

需有導師或指導老師在場，借用人應

於系辦公室辨理借用程序，並扺押證

件(限駕照、身份証或健保卡)。 

第九條 刪除 第九條 聽語所師生於非上班時間使用一樓聽

力檢查室，請依規定歸還鑰匙。 

第八條 所有借用者請在借用前一天上午 8 點前

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網頁-

「空間借用」完成線上申請手續，通過

審查者於借用當天請扺押證件(限學生

證、駕照、身份証或健保卡)完成借用手

續。 

 

 

第九條 空間借用請維持整潔、桌椅歸放原位、

冷氣確實關閉，使用後在上班時間請立

即歸還鑰匙，下班時間請投入西側信箱

內。 

第十條 空間借用請維持整潔、桌椅歸放原

位、泠氣確時關閉，不得遺留垃圾，

並依規定歸還鑰匙者。違者借用人請

於指定時間至系辦公室義務服務三小

時，或罰金五百元，方得領回抵押證

件。 

第十條 未按照本辦法規定者，本系師生（學生

為登記使用當天之全部參與者）將停權

使用一個半月（含例假日），校外單位

及人士，則停權使用一年（含例假

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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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空間借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十一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辨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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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特教系空間借用要點（新版）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 93.9.10 通過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 93.10.22 修正通過 

     九十六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學系第一次系務會議 97.3.19 修正通過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學系第一次系務會議 106.3.1 修正通過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學系第二次系務會議 106.4.19 修正通過 

 

一、本系所屬教室和實驗室之借用，以利本系師生上課或活動使用為原則。 

二、系館教室之安排優先為碩士班和博士班課程，大學部因測驗評量工具使用課程 

及需要使用錄影設備之課程、大五返校活動及教甄演練以及系上臨時活動為主。 

三、系館教室僅提供本系專、兼任教師授課及相關研究使用，如校外委託本系專、兼任教師辦理

之相關研習活動或校外專案會議者，則另收取場地（含水電費）。 

四、教室收費標準(以 4 小時為一單位計算)： 

特教大樓 

7411 教室(9 人)：1,000 元(含水電)。 

7412 教室(40 人)：2,000 元(含水電)。 

7413 教室(20 人)：1,500 元(含水電)。 

7414 教室(53 人)：2,000 元(含水電）。 

綜合大樓 

4103 教室(45 人)：2,000（含水電） 

4117 教室(25 人)：1,500（含水電） 

4324 教室(20 人)：1,500（含水電） 

收入之 50%將納入校務基金，50%則歸本系作為維護費和新增設備費使用。 

五、借用時間週一至週五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8 點，假日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 

六、非上班時間，所有借用單位需支付行政人員加班費或工讀生費用，行政人員加班費比照個人

薪資計算、工讀生費用比照科技部相關規定辦理，並於辦理活動前繳交。 

七、系學會活動如欲使用系館教室，以系學會幹部為負責人登記辦理借用手續。 

八、所有借用者請在借用前一天上午 8 點前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網頁 

-「空間借用」完成線上申請手續，通過審查者於借用當天請扺押證件(限學生證、駕照、身份

証或健保卡)完成借用手續。 

九、空間借用請維持整潔、桌椅歸放原位、冷氣確實關閉，使用後在上班時間請立即歸還鑰匙，

下班時間請投入西側信箱內。 

十、未按照本辦法規定者，本系師生（學生為登記使用當天之全部參與者）將停權使用一個半月

（含例假日），校外單位及人士，則停權使用一年（含例假日）。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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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十九、本校與台灣專案管理學

會簽署產業實習合作策略

聯盟協議書案，敬請 討

論。 

實習與

就業輔

導處 

1. 為培養本校學生學以致用及國際化的觀念與

能力，藉由職場工作體驗，增加學生於職場

的適應力與競爭力，本案已於 3月 15日

（三）下午 2:00辦理校級簽約儀式。 

2. 依據本校策略聯盟簽約作業流程規定應提請

行政會議討論，本案係後補提行政程序。 

3. 檢附協議書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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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九附件 

 

 

 

策略聯盟合約書 
一、立 合 約 人： 

                   
為 能並提供產、官、學、

研解決問題與創造機會之專案管理能力，甲乙雙方共同推動人力選、訓、育相關計

畫。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作合約並承諾共同遵守之。 

二、合 作 期 間：本協議書自雙方簽訂日起有效日期為三年，如因故終止，需由一方以書面向另

一方提出送達後 30 日起自動終止；期滿雙方無異議，則視同自動續約。 

三、合 作 內 容：甲、乙雙方在不影響對方正常營運作業下，約定合作內容如下： 

1. 建立夥伴關係，加強雙方各項訓練課程合作之資訊交流。 

2. 乙方可接受甲方委託，辦理各種在職進修、短期訓練、專長訓練或教師

研習等訓練課程，其實際內容需經乙方書面同意書為憑，方可執行之。 

3. 若甲方可依需要延聘乙方專案管理師資或顧問作相關課程的專家。 

4. 乙方協助甲方學生考取專案管理師認證工作。 

5. 乙方提供甲方專案管理合格師資與協助課程內容規劃。 

6. 其他經雙方同意合作之事項。 

四、保 密 規 定：本合約生效期間及合約中止三年內，應遵守雙方之保密規定。 

五、權利及義務：甲、乙方雙方之權利、義務悉依本合約辦理，唯若有未盡事宜，則由雙方經

協議辦理之。 

六、本合約書為一式二份，各由甲方、乙方留持一份存照。 
 

甲  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校  長： 吳連賞 

  

乙  方：台灣專案管理學會(IPMA 會員國) 

高雄縣鳳山市博愛路 529 號 12 樓 

理事長：李仟萬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3 月 1 5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以下簡稱 

甲 
方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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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十、本校與高雄市青年創業

協會簽署產業實習合作策

略聯盟協議書案，敬請 

討論。 

實習與

就業輔

導處 

1. 為培養本校學生學以致用及國際化的觀念與

能力，藉由職場工作體驗，增加學生於職場

的適應力與競爭力，本案已於 106年 3月

15日（三）下午 2:00辦理校級簽約儀式。 

2. 依據本校策略聯盟簽約作業流程規定應提請

行政會議討論，本案係後補提行政程序。 

3. 檢附協議書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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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 

產業實習合作策略聯盟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宗旨 

雙方基於對『學用合一 ▪ 職涯接軌』人才培訓理念的共識，推展產業實
習與實務訓練，協助學生體驗職場，培養正確工作態度，提升就業競爭力，
並為合作企業培育及提供具潛力之人才。 

 
第二條：合作內容 

一、乙方協助甲方媒合產業實習機會給甲方學生。 
二、甲方提供乙方員工產業增能等在職進修課程。 
三、共同推動產學合作案與辦理相關活動。 
四、雙方進行相關議題諮詢與研究交流。 
五、其他經雙方協商訂定之工作與業務之相互支援。 
 

第三條：本協議書關於產業實習合作實施細則請參閱附件。 
 
第四條：本協議書經雙方同意後，自簽章用印起生效為期一年，經雙方同意得於期

滿續約。 
 
第五條：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以協議書方式將細節定於

附則。 
 
第六條：本協議書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份。 
 

 

 

 

 

 

  

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 

理事長：林建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80 號 9 樓之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1 5 日 

123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產業實習合作策略聯盟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 （以下簡稱甲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宗旨 
雙方基於對『學用合一 ▪ 職涯接軌』人才培訓理念的共識，推展產業實
習與實務訓練，協助學生體驗職場，培養正確工作態度，提升就業競爭力，
並為合作企業培育及提供具潛力之人才。 

 

第二條：合作內容 
一、甲方協助乙方媒合產業實習機會給乙方學生。 
二、乙方提供甲方員工產業增能等在職進修課程。 
三、共同推動產學合作案與辦理相關活動。 
四、雙方進行相關議題諮詢與研究交流。 
五、其他經雙方協商訂定之工作與業務之相互支援。 

 

第三條：本協議書關於產業實習合作實施細則請參閱附件。 
 

第四條：本協議書經雙方同意後，自簽章用印起生效為期一年，經雙方同意得於期
滿續約。 

 

第五條：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以協議書方式將細節定於
附則。 

 

第六條：本協議書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份。 
 
 

 

 

 

 

 

  

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 

理事長：林建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80 號 9 樓之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3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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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一、擬修正「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檔案鑑定小組設置要

點」條文，提請 討論。 

總務處 1. 為因應本校組織調整，原圖書館與電算中已

於 105年 8月 1日合併為「圖書資訊處」，

本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擬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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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檔案鑑定小組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 

    人，由本校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其餘委員由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主 

    任秘書、圖書資訊處處長 

    及遴聘本校相關領域之 

    專家學者組成。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 

    續聘之。 

 

三、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 

    人，由本校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其餘委員由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主 

    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遴 

    聘本校相關領域之專家 

    學者組成。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 

    續聘之。 

 

配合組織調整單位名稱

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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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檔案鑑定小組設置要點 
                        101.03.14. 100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依「檔案法施行細則」暨「檔案保存價

值鑑定規範」之規定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檔案鑑定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

本要點。 

二、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本校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及維護之諮詢事項。 

（二） 檔案保存、銷毀、移轉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爭議之審議事項。 

（三）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技術及維護計畫研擬之諮詢事項。 

（四） 因受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私人或團體所有之珍貴文物，對其價值鑑定之審議事項。 

（五） 其他有關檔案保存價值之鑑定事項及保存維護之諮詢事項。 

三、 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本校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遴聘本校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之。 

四、 本小組之行政工作，由檔案主管單位文書組組長兼任執行秘書，檔案管理人員為工作人員。 

五、 本校檔案管理單位所執行業務，與本要點第二條之任一項有關時，得簽請召集人召開檔案

鑑定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主持，得指定本小組委員一人為主席。開會

時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六、 本小組於必要時，得邀請上級主管機關派員或學者專家列席會議指導 

，並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七、 本小組辦理各項業務所需經費，由總務處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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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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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二、有關本校與國立菲律賓

大學系統(UP)簽訂學術、

學生交流合作案，敬請 

討論。 

國際事

務處 

1. 國立菲律賓大學系統(UP)是菲律賓共和國規

模最龐大的國立大學系統，現階段共有馬尼

拉 8大分校。菲律賓每個區域莫不爭取 UP 

校園設在他們區域內的主要城市。UP學生

總數約 6萬多人，教師約 5 千人，其中約有

30%具博士學位。UP SUPRASTRUCTURE 2025

計畫，期待到 2025年能達到 100%的教師皆

具有博士學位。國立菲律賓大學於 2016 QS

亞洲大學排行 70；世界排行約 400名。 

2. 本校於去(2016)年與樹德科技大學、國立中

山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和 UP簽署台菲

學術媒合網絡平台(Taiwan-Philippines 

Academic Networking Platform)，開啟合

作新頁，UP校長等一行 40餘人 4月抵台，

4月 22日辦理各校個別與 UP 簽署合作案。 

3. 兩校學術、學生交流合作書（草案）如附

件。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審議通

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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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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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三、本校與大陸地區福州大

學簽署學術、學生交流合

作書案，請 討論。 

國際事

務處 

1. 福州大學是大陸地區“211工程”重點建設

高校，創建於 1958年，現已發展成為一所

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理、工、經、管、

文、法、藝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重點大學。

學校擁有福州旗山、怡山、銅盤和廈門集

美、鼓浪嶼等多個校區，占地 5000餘畝，

主校區為旗山校區。 

2. 學校設有 19個以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培

養為主的學院以及 1個獨立學院，一級學科

博士點 9個、二級學科博士點 62個、一級

學科碩士點 35個、二級學科碩士點 152

個、本科專業 78個。學校現有教職工 3158

人，專任教師 1957人。普通本一批學生

24000餘人，各類研究生 9800 餘人(其中博

士生 600餘人)。建校以來，已為有全日制

博碩士研究生、本專科畢業生 20餘萬人。 

3. 兩校合作書（草案）如附件。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審議通

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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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三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福州大學作為以培養師資為主之綜合性大學，基於兩校在目標、課程設置、

學術研究等方面具有許多共同點，雙方同意建立友好關係，並簽定本合作書，以促進兩校學術交

流、激勵教育發展、提升研究水準。 

 

一、雙方共同努力以促進下列合作事項： 

1、兩校教師從事短期客座講學，兩校學生交流研修。 

2、安排教師或學生互訪、住宿及圖書借閱事宜。 

3、互邀參與或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 

4、交換兩校刊物。 

 

二、教師或學生互訪計畫依據下列原則進行： 

1、互訪活動之計畫所需費用及相關人員權利義務，以個案方式協商處理。 

2、互訪教師、學生，由兩校學校提供學習與生活之相關設施，並安排相關之參觀活動。 

 

三、為使本合作書能順利實施，雙方同意： 

1、以備忘錄方式擬定有關細節之附則。 

2、本合作書自簽約日起開始生效，有效期為 5 年，如無異議則自動延續。 

 

四、本合作書經各自之行政程式通過及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其中止必須由任何一方中止日 6 個

月前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方有效。 

 

 

 

 

 

 

 

 

 

 

 

 

 

  

 福 州 大 學 

學術交流合作書 

(草案)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福州大學 

校長：付賢智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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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福州大學為促進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本著“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平

等互利”的理念，經雙方協商同意學生交流學習合作事宜如下： 

第一條  雙方學校指定相關部門負責學生交換事宜。 

第二條  雙方學校按照一對一的原則來確定交換生名額，一般每學期交換 2 名學生為原則。交換

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並需符合以下條件： 

一、需至少在派出學校修讀滿 1 年。 

二、需為派出學校全日制學生。 

三、需學業成績優良。 

              四、需符合派出學校及接待學校的研修要求及其他規定。 

第三條  交換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的相關規定，並在合乎規定的範圍內享有與該校其他學生相同

的權利。 

第四條  交換生需在派出學校註冊及負擔派出學校的學雜費，毋須繳交接待學校的申請費及研修

費。 

第五條  雙方學校需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換生的住宿，並提供適當諮詢及援助。交換生應自行負

擔住宿費、旅費、書籍費、交通費、證件費、保險費、其他屬於個人支出費用。 

第六條 接待學校需提供指導，協助交換生解決有關研修、校園生活等問題。 

第七條  雙方將核發申辦出入境證件所需資料，以便學生及時取得出入境證件。 

第八條  雙方可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的交換生。遣退交換學生將不影響

其他交換生的派出和接收。 

第九條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期間後，必須返回派出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第十條  本合作書自簽約日起開始生效，有效期為 5 年。本合作書需經雙方書面同意後，方可修訂

或終止，合作期滿，續期另簽。在合作變更期內，已派出交換生仍可繼續完成其研修。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福 州 大 學 
學生交流合作書

(草案) 

福州大學 

校長：付賢智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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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四、本校與日本櫻美林大學

(J. F. Oberlin 

University)續簽學術、

新簽學生交流合作書案，

請 討論。 

國際事

務處 

1. 櫻美林大學位於東京都町田市，是一所 4年

制私立綜合性大學。前身起源於清水安三先

生 1921年在大陸地區北京創辦之崇貞工讀

女學校，1946年清水安三先生回到東京創

辦櫻美林學園，1966年更名為櫻美林大

學。主要校區位於東京都郊區的町田市，另

外還有 2個分校區。學校設有大學和研究生

院(碩、博班)，有文理綜合學群、商務管理

學群，健康福利學群，藝術文化學群,國際

語言文化學群和研究生院等構成。在校學生

為 900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外國留學生。 

2. 兩校合作始於 2001年，惟一直未簽署學生

合作協議，經多次聯繫，該校同意簽署學生

合作協議，此次一併更新學術合作協議，日

後學生前往日本交換研修將增加一個新選

擇。 

3. 兩校合作書（草案）如附件。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審議通

過，依行政程序續提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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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四附件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J. F. Oberlin University, Japan 

 

 

This agreement aims to promote and strengthen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an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NKNU) and J. F. Oberlin University, Japan (OU)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Aims and Objectives 

The exchange progra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reas: 

 Exchang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from each institu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and the graduate level  

 Faculty and staff exchanges 

 Joint research and service activities  

 

2. Responsibility 

The coordinators in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etting out of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exact course of proceedings, and ensuring that they are adhered to. Each institution will 

nominate those coordinators to the respective partner university.  

 

3. Exchange Students 

The contracting institution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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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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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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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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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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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KNU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and nomin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to OU, and vice versa. The 

results of the selec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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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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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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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arding tuition fees, exchange students are obliged to their host university for the mutual case by case 

arrangement. 

 Exchange students ar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medical insurance. Students from NKNU and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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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ecturer Exchange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The exchange of lecturers for a short or long period of time is encouraged. This may take the form of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or the development of a joint curriculum. Visits and exchanges, including financing, are 

subject to individual agreement.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financial support either from 

their own means or that of a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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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hanges to the Agreement 

Any changes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in the written form. 

 

 6. Beginning and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takes effect after having been pass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the signing by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enactment and shall be renewable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or modified at any time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cooperating universities and terminated with six months written notice 

by either party.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allow for any participants 

who have commenced studi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t the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to 

complete their approved course of stud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is agreement.  

 

 

 
 

 

 

 

 

 

 

 

 

 

 

 

 

 

 

 

 

 

  

 

 

 

 

President 

J. F. Oberline University 

 

Japan 

 

 

Date   

  

                                                                                                                                                                                      

  

                  

 

 

Wu Lien-shang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City, Taiwan 

ROC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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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J. F. Oberlin University, Japa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NKNU) and J. F. Oberlin University, Japan (OU) agree as 

follow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exchange of both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 3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KNU and OU which both universities conclude. 

 

1. Eligible Exchan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of both universities are eligible. 

 

2. Reception Period  

An exchange student's reception period is limited to two semesters (to one year). 

 

3.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Both universities can recommend up to “four” exchange students every year. The number should be 

decided by deliberations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Both universities will attempt to exchange students on 

a one-to-one equal exchange for a period as agreed by the both universities. If an unequal exchange ration 

occurs in any period, a balance will be attempted over the following two to three year period or the 

exchange will reviewed. 

 

4.  Selection of Students 

Each universit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decide an exchange student’s entrance formalities independently. 

Selection of an exchange student considers their obtained grade as a priority. The exchange student who is 

recommended has to meet the admission standard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he/she has to have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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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nd other study capability. Each university has the right of 

determination of acceptance of the recommended exchange students.  

 

5.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status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is non-degree student. The exchange student does not have the degree 

conferment qualification of the host university. 

 

6.  Acquisition of Credits and Grades 

The home university can accept the credits and grades which the exchange student acquir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s official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home university’s regulations. 

 

7.  Subjects of Students  

In consideration of an exchange student’s study situation, both universities determine the subjects.  

 

8.  Tuition, Entrance Fee, and Examination Fee  

Both universities shall not charge exchange students’ tuition fees, entrance fees and examination fees. 

 

9.  Necessary Expenses 

Necessary expenses, such as travel expenses, accommodation fees, living expenses, and medical insurance, 

are taken as an exchange student’s burden.  

 

10.  Accommodations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make the maximum effort to obtain an exchange student’s accommodations.  

 

11.  Other Points 

Regarding the procedure for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acquisition of a study-abroad visa,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provide all possible services for exchange students. 

 

12.  Amendments to or Cancellation of the Agreement  

141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Both universities can discuss the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at any time if needed. If a situation which 

requires the correction or repeal of this Agreement arises, each university must notify the other party by 

letter six months in advance.  

 

13.  Term of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drawn up in English and both universities have copies of it. The term of validity of 

this Agreement is the same peri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J. F. Oberlin University.” 

 

 

 

Wu Lien-shang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 F. Oberlin University 

Kaohsiung City, Taiwan                       

ROC                                                                       Japan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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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案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議 

一、新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草案）（如附

件一），請討論。 

 

教務處 為配合辦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規劃

之 106年起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實施計畫，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為準自評、「特殊教育學校」師資類科為

自評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提報，特

研訂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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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草案） 

第1條 

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品質、增進辦學績效、發展學校特色及建立持續改善機制，依據大

學法第5條、大學評鑑辦法第3條及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修正規定，特訂定本

辦法。 

第2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對象，為各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與師資培育中心（以

下簡稱師資類科）。 

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之類別相關條件規範如下： 

一、自我評鑑： 

(一)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第三點資格。 

(二)最近三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平均數高於全國平均數。 

(三)最近一次師資培育評鑑（不包括再次接受評鑑）結果所有項目全數通過等要件

之評鑑。 

二、準自我評鑑： 

(一)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第三點資格。 

(二)最近三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平均數高於全國平均數減五個百分點。 

(三)最近一次師資培育評鑑（不包括再次接受評鑑）結果通過之師資類科等要件之

評鑑。 

第3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每六年辦理一次為原則，並得依需要調整。 

第4條 

本校設置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師培評鑑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及

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規劃、實施及考核。 

師培評鑑指導委員會之職責： 

一、審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及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 

二、審定其他有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議案。 

師培評鑑指導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擔任副召集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長擔任總幹事，置委員七至九名，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具學術聲望與宏觀思維，並曾擔

任大學副校長、院長、一級行政主管或相當職務者，或在業界具專業聲望，並曾擔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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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主管或相當職務且熟稔大學師培事務者擔任之，委員任期三年，屆滿得續聘。 

每學年視需要由副校長召集會議之。 

本校一級行政或教學單位主管得列席師培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 

第5條 

本校為執行師培自我評鑑業務需要，設專責之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由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長擔任執行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召集人遴選校內主管或教職員若干名，經

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負責規劃、督導及追蹤各師資類科辦理師培自我評鑑，為整體評

鑑之管控單位，其行政支援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負責。 

師培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成員於會中報告評鑑相

關作業進度。 

第6條 

本校各受評師資類科需設置師培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校長指定受評各師資類科負責主

管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召集人遴選各受評師資類科相關單位內教職員生若干名，經

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師培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師培自我評鑑，其主要任務包括： 

一、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執行及追蹤評鑑實施進度。 

二、進行自我評量並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三、規劃及辦理內部評鑑。 

四、推薦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人選。 

五、規劃及辦理自辦外部評鑑。 

六、規劃、執行及追蹤評鑑結果自我改善計畫。 

七、建立評鑑資料及網頁專區管理機制。   

第7條 

受評師資類科辦理自辦外部自我評鑑，應依所屬師資類科自評類別設置評鑑委員會，其

類別、人數及資格如下： 

一、準自評委員會之組成：遴聘評鑑委員四至六名、觀察員二名，前二項由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公告之評鑑委員資料庫及觀察員名單中遴選，任期一年。 

二、自評委員會之組成：遴聘評鑑委員四至六名，由校外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

擔任過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組成;另遴選二名觀察員，可參考獲教育部教師

獎勵活動（如師鐸獎、資深優良教師）之名單等選任，任期皆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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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會之組成，其遴聘方式應由受評師資類科負責主管推薦評鑑委員八至十二名、

觀察員四名，陳請校長圈選遴聘之。 

評鑑委員會之召集人由委員互推產生。 

評鑑委員之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年內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者。 

二、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專、兼任教職者。 

三、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者。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名(榮)譽學位者。 

五、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者。 

六、過去三年內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七、擔任本校該次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委員者。 

八、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者。 

觀察員之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評鑑當年度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二、其他有具體理由提出迴避申請，經本校同意者。 

受評師資類科辦理內部自我評鑑，應另自行遴聘校內外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或具師

資培育評鑑實務經驗之副教授以上教師若干名，擔任內部評鑑委員。 

第8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評鑑項目與指標應確實反映受評師資類科之教育品質，並應於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中明列。 

受評師資類科為「準自我評鑑」其評鑑項目與指標應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之師培評

鑑指標為依據，其中，基本指標與關鍵指標不得刪減，其餘六大項目指標（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學生學

習成效、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可增刪，但需於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中說明增刪原由。 

受評師資類科為「自我評鑑」其評鑑項目與指標需把握「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對

培育新時代教學現場需求之優質師資的承諾」及「確保師培單位本身對培育新時代教學

現場需求之優質師資的專業成長」三原則，並可參考先進國家之評鑑機制（如CAEP），或

評鑑中心公佈之師資培育評鑑實施計畫，進行研擬。 

 

第9條 

師培自我評鑑之辦理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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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鑑規劃階段：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督導受評師資類科規劃制訂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書，提送師培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認定。 

二、前置作業階段：校長公布經教育部備查核定之師培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受評師資

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並啟動各項評鑑作業。 

三、自我評量階段：受評師資類科規劃流程，多元性蒐集評鑑資料，進行評估與分析，

並兼採質與量並呈之方式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四、內部評鑑階段：受評師資類科邀請內部評鑑委員審視自我評鑑報告，並參考委員建

議事項修正。 

五、自辦外部評鑑階段：  

  （一）書面審查：受評師資類科於辦理實地訪評一個半月前，將自我評鑑報告書函送

自我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查，並繳交二份予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備查。 

      （二）實地訪評：受評師資類科安排自我評鑑委員來校進行實地訪評，其流程應包

括受評師資類科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設備檢視及相關人員晤談等；自我評

鑑委員會應於實地訪評當日完成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於離校前將報告書一式二

份逕交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六、申復階段：受評師資類科得視需要提出申復。 

七、評鑑結果評定階段：師培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評核自我評鑑認可結果，由師培自我

評鑑執行小組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認定。 

八、改善與追蹤階段：受評師資類科對自我評鑑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並接受追蹤與考核。 

 

第10條 

受評師資類科完成外部評鑑後，若對師培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內容有疑義者，得於二週內

提出申復。師培自我評鑑申復辦法另訂之。 

第11條 

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其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認可結果。

若評鑑項目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所制定之基本指標、關鍵指標及六大項目指標，

則結果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之分年評鑑整體結果為認定標準。師培自我評鑑執行

小組應彙整受評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報告、評鑑結果報告及申復處理等資料，提送師培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覆核，並審定師培自我評鑑認可結果，經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認定通過後，由校長於相關會議及本校網頁公布之。 

第12條 

受評師資類科應於接獲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師培自我評鑑認定結果書面資料後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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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依據審查意見提出具體之改善計畫，提送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審定。 

受評師資類科應將改善措施與策略作為年度工作計畫或近中長程發展計畫之修正，進行

辦學品質之改進，並定期於院務或系務等會議提出報告，以追蹤其執行成效。 

受評師資類科應於執行改善計畫起一年後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提送師培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或相關會議審定。 

被評定為「有條件通過」者，應另於執行改善計畫起一年後，針對問題與缺失辦理追蹤

評鑑。 

被評定為「未通過」者，應另於執行改善計畫起一年後，針對所有評鑑項目自行規劃辦

理內部評鑑，並於次年辦理再評鑑。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委員由原參與該受評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之委員組成為原則。 

第13條 

受評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結果除供該受評師資類科作為辦學品質改進之依據外，併同其

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成效，得作為本校制訂近中長程發展計畫之參考，包括校務、院務、

系務發展及政策制定、資源分配、單位整併、增設或停辦，並得作為員工考核之參考。 

第14條 

受評師資類科有關辦理自我評鑑之會議紀錄、自我評鑑報告、自我評鑑結果、申復處理

情形及改善成果報告等資訊，應完整建置及保存，並在各作業階段適時適度公開週知，

俾供關係人參考。 

第15條 

為提升本校參與評鑑相關工作人員評鑑知能，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應舉辦相關研習課

程，鼓勵師培相關單位教職員參與。 

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教職員，每年至少參與一次評鑑相關知能研習課程。 

第16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所需經費由評鑑辦理單位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校外委員得依本校相關規定支給審查費、出席費及交通費等相關費用。 

第17條 

本校得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公告時程，檢送申請書、師培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

相關佐證文件，申辦師培自我評鑑結果之認定。 

師培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自我評鑑相關法規與會議紀錄。 

二、評鑑委員遴聘情形。 

三、評鑑辦理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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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鑑結果之呈現。 

五、評鑑結果之處理與運用。 

六、自我評鑑實施與修正。 

七、評鑑檢討 。 

第1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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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案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新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申復辦

法」（草案）（如附

件二），請討論。 

教務處 依據前項提案之辦法第 10條規定，特訂定

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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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復辦法（草案） 

 

 

第 1條 本校為確保受評師資類科之權益，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 10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受評師資類科執行師培自我評鑑，收到評鑑委員會之「自我評鑑結果報告」

後，認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於二週內提出申復： 

一、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其他文字與受評師資類科

之實況有所不符，致使評鑑結果報告「不符事實」。 

三、對評鑑委員會之「自我評鑑認可結果建議」有疑義者，但以可提出具

體明確疑義事證為限。 

第 3條 受評師資類科申復時，須在規定期限內填具申復申請書，向本校師培自我

評鑑執行小組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 4條 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於申復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應將受評師資類科

申復意見函送評鑑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召集評鑑委員會討論查證，並將

處理結果函覆受評師資類科。 

第 5條 申復之處理，必要時得請受評師資類科提出書面補充說明。 

第 6條 申復意見處理後，師培自我評鑑執行小組將受評師資類科「師培自我評鑑

報告」、「師培評鑑結果報告（含評鑑認可結果建議）」、「申復申請書」及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等資料，提交至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進行審定，並作成「認可結果報告書」。 

第 7條 申復之處理，以一次為限。 

第 8條 參與各項申復作業之人員均應嚴守保密原則。 

第 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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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案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議 

三、提報成立資訊教育

中心，請審議。 

軟體工程

與管理學

系 

一、案經 106年 01月 17日本系 105學年

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案經 106年 05月 03日科技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審議

通過。 

三、案經 106年 05月 09日第 29次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通過。 

四、本校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以資訊為

主軸，協同有志發展資訊領域者，共

同致力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透過資

訊科技融入各類專業場域、促進本校

與社區合作之蓬勃發展，並進而提升

區域資訊產業競爭力。 

五、資訊教育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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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20170106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20170503 105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科技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20170509 第 29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規定，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立旨在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以資訊為主

軸，協同有志發展資訊領域者，共同致力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透過資訊科技融入各

類專業場域、促進本校與社區合作之蓬勃發展，並進而提升區域資訊產業競爭力。 

第三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提供資訊類短期課程，並推廣與授權外校單位使用。 

二、 設計與建構完善學習環境，並推廣與建立校外據點。 

三、 透過研發計畫，以提供教師及社會人士專業發展與創新轉型之全方位服務。 

四、 提供軟硬體資源及教師之技術，以支援學界進行教學與服務活動。 

五、 其他有利於本校長期發展之任務。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及策劃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依業務需要分設課程、設備、及綜合業務等三組，每組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

聘請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得聘請專案經理

協助管理中心業務，或工讀生若干名協助執行庶務工作。 

第六條 本中心設「資訊教育諮詢委員會」，為本中心最高議事機構，置指導委員若干人及執行

秘書，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指導委員由本中心主任就校內、外專家簽請校長遴聘，執

行秘書由本中心主任兼任之。指導委員為無給職，惟校外委員得酌支出席費與交通費。 

第七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採自給自足為原則。 

第八條 本中心得在法令規範下依不同業務需求，另訂定各種作業管制要點。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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