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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新增本校「推動教師

學術自律實施要點」

案，敬請討論。 

研究發展

處 

1. 依科技部 106年 106年 1月 4日科部綜

字第 1060000525號函辦理。 

2. 為依規定訂定自律規範並建立學術倫理

教育機制，本校新增「推動教師學術自

律實施要點」，並加入「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提供教師及研究人員

至平台學習學術研究倫理相關課程，並

下載修課證明。 

3.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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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推動教師學術自律實施要點 
106年5月17日 

一、為提升本校教師學術自律，精進學術倫理知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全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 

三、本校教師請依各部、會相關規定（如科技部等），取得學術倫理必修課程修業

證明應有時數。 

四、學術倫理必修課程由教師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台線上修習，通

過測驗可取得修業證明。 

五、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概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及相關法規，由校教評會衡酌情節輕重核予處置。 

六、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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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本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

點」案，敬請討論。 

研究發展

處 

1. 依科技部 106 年 1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00525號函辦理。 

2. 本校新訂「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處理流程

如附件），敬請討論。 

3. 本要點經106年5月17日本校105學年度

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並於

106年6月2日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修改要點內

容，依規定提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將

依規定送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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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106年 5月 17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 

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則」第三點、第十四點，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指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

大者，以抄襲論。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行。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

明。 
（九）其他違反學術倫理行為。 
（十）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

或送審人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三、 違反第二點之檢舉案件，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為受理單位，各級教評會負責

審議事宜，應本公正、客觀、嚴謹之原則處理。 

四、 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研發處提出檢舉書，並應具體指陳檢舉對象、內容及檢附證
據資料。所檢舉案件，經向檢舉人查證確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處理程序。檢舉人提供之
身分資料有不實情事者，以未具名檢舉論。 

未具名但具體指陳違反第二點各款情事之檢舉，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檢舉案之處理應以保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及被檢舉人曝光，檢舉人身分應予保密。 

五、 研發處處長應於接獲檢舉案後，會同教務長及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或中心主任）於七日
內完成形式要件審查，確認是否受理。因形式要件不符不予受理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
案（未具名檢舉者，不予通知）；對於確認之檢舉案件，應移請被檢舉人所屬學院或中心處
理。 

六、 學院或中心接獲第二點第一至九款檢舉案件後，應於十日內組成五至七人之調查小組。調查
小組應以院長或中心主任為當然成員，其他成員由院長或中心主任遴聘之，必要時得聘請校
內（非該院或中心）、外公正專家學者擔任。院長或中心主任並為調查小組召集人。 

七、 檢舉案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調查小組應先通知被檢舉人針對檢舉內容，於收
到通知之日起二週內提出書面答辯，再由調查小組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請該專業領域公正
學者一至三人審查。 
檢舉案若屬第二點第一至七款或第九款者，除應併同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再審理外，
應加送相關領域學者一至二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若為學術倫理案件無原審查人者，逕送
相關領域學者審查。 
審查人審查後應提出審查意見送調查小組。必要時，調查小組得允許被檢舉人於十日內提出
再答辯。審查人及相關領域學者身分應予保密。 

八、 學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十款所定情事時，應與受到干擾
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通聯紀錄，送請校教評會主任委員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請被檢
舉人所屬各級教評會從速審議。經各級教評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
學校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不受理其教師資格之申請，並報教育部備查。 

九、 處理檢舉案件之單位應主動瞭解調查及審議成員、審查人與被檢舉人之關係，有下列關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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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行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 
  被檢舉人得申請下列人員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不自行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相關人員有第一項所定之情形而未自行迴避，或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審議單位應
依職權命其迴避。 
相關人員，得自行申請迴避。 

十、 調查小組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四個月內，將調查報告書及處置建議，提請被檢舉人所屬各級
教評會從速審議。學校應於校教評會決議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
被檢舉人。 

如遇有案情複雜、窒礙難行及寒、暑假之情形時，調查小組之處理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
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檢舉案件之處理以秘密方式進行。 

十一、 各級教評會於審議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允許被檢舉人於程序中再提出口頭答辯，或
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相關領域學者審查，俾作進一步判斷之依據。 

十二、 調查屬實之檢舉案件，應由調查小組將調查報告及處置建議提送各級教評會審議，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及第四十三條之規定辦理。並依情節輕重決議如下懲處： 

   （一）書面告誡。 
（二）參加一定時間之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並取得證明。 

   （三）一定期間內不予晉薪、申請升等、借調、在外兼職或兼課。 

（四）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學術行政主管
職務。 

   （五）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解聘、停聘、不續聘。 

   （六）其他依各該機關相關規定處分。 

十三、 各級教評會審議檢舉案時，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十四、 檢舉案件經審議確有第二點情事者，學校應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函報教育部備查。 

十五、 檢舉案一經受理審議，不因被檢舉人提出申訴或行政爭訟而暫緩執行。 

十六、 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未有第二點情事者，檢舉人若再次檢舉，應提出具體新事證，始得再
次受理；無具體新事證者，得依原審議決定逕復檢舉人。檢舉人如為本校人員，因無謂之
濫行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移請權責單位衡量其情節輕重議處。 

十七、 違反本要點之懲處經教育部備查後，由學校公告並副知各學校，且不因被檢舉人提出申訴
或行政爭訟而暫緩執行。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研究人員及兼任教師準用本要點。 

十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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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流程 

 

  

調查小組應於四個月內將調查

結果報告書及建議，提請被檢

舉人所屬各級教評會從速審議 

不符合不予受理者 

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 
受理成立之檢舉案件 

送請相關學院或中心處理 

 

學院或中心於十日內組調查小組，院長或中心主任為調

查小組召集人，其他成員由院長或中心主任遴聘之，必

要時得聘請校內（非該院或中心）、外公正專家學者擔

任 

 

 檢舉案第二點第十款 

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

取得聯繫並作成通聯紀

錄，送校教評會主任委

員再與該審查人查證

後，提請被檢舉人所屬

各級教評會從速審議。

經各級教評會審議屬實

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

查程序，並由學校通知

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

年內不受理其教師資格

之申請，並報教育部備

查。 

檢舉案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

領域之判斷。由調查小組依程

序先通知被檢舉人針對檢舉內

容於二週內限期提出書面答

辯，而後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

送請該專業領域公正學者一至

三人審查 

研發處受理申請案 

研發長應於接獲檢舉案後會同教務長及被檢舉人

所屬學院院長或中心主任 

於七日內完成形式要件審查，確認是否受理 

檢舉案第二點第一至七款

或第九款 

除送原審查人再審理外，

應加送相關學者一至二人

審查以為相互核對，若為

學術成果舞弊案無原審查

人者，逕送相關學者審

查。審查人審查後應提出

審查意見送調查小組。必

要時，調查小組得允許被

檢舉人於十日內提出再答

辯。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成立 

不成立 

1. 如遇有案情複雜、窒礙難行及寒、暑假之情形時，調查小組之處理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知

檢舉人及被檢舉人。檢舉案件之處理以秘密方式進行。 

2. 院、校教評會審議檢舉案時，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成立。學校應於校教評會決議

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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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三、訂定「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東南亞學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設置要

點」，請討論。 

東南亞學

位學程 

1. 業經本學位學程 105.03.23 105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2. 業經文學院 105.05.26 105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3. 本標準適用於自 106學年度起入學之學

生。 

4. 本要點全文請見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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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設置要點 

 
106.03.23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東南亞學碩士學位學程（Graduate Program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為因應社會與產

業發展需要，培養具備跨國及多元能力之人才，設立宗旨： 

（一）研究東南亞的人文社會知識、擴大國際視野、具人文關懷、從事國際服務熱忱的

專業人才，養成學生多元文化意識與素養，包容及學習的態度面對多元種族社會。 

（二）建立學術交流網絡關係，除與東南亞主要的學術研究機構建立關係外，亦尋求與

美國、澳洲、日本、英國、法國等從事東南亞研究頗負盛名的學術研究機構建立

交流關係。 

（三）鼓勵研究生從事田野研究，學習東南亞當地語言，認識並瞭解當地學者的觀點，

以及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和方向，俾理論和實務並重。 

（四）訓練研究生研訂東南亞研究議題、蒐集資料、運用理論、研究分析，提升其邏輯

推理能力，使研究生能充分掌握問題意識、分析架構、以及綜合分析的能力。 

    授予畢業生藝術碩士學位（M.A）。 

三、本學程以本校文學院為基礎，整合本校人文與管理等各學門特色，並結合相關資源，

建立一跨產官學之理論與實務雙向整合的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四、本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東南亞區域是世界主要的商業市場之一，台灣的經濟發展不能缺少東南亞此一版

圖，因此本學程主要是為國家的未來培育專業的高素質人力。 

（二）台灣經濟的多元性仰賴對東南亞市場的投入，未來將有更多的台商進入東南亞市

場，本學程培養本國的企業幹部、公部門人員、新生代、新移民及其第二代與其

他國家之國際學生，讓更多的國際人才能夠協助台灣擴展在東南亞國協及區域的

影響力。 

（三）目前是區域整合的時代，學術界都十分關注區域經濟體整合與文化交流。本學程

正是要訓練研究生學以致用，具有全球視野。 

（四）結合產、官、學，對東南亞政經、社會文化、教育、法律等方面進行整體性和全

盤性的研究，以期集結學術研究資源與成果俾提供政府有關南向政策擬定之參考。 

（五）有效整合高師大各相關科系，整體投入對東南亞的研究，讓高師大成為研究東南

亞區域的重鎮。 

五、本學程招生方式及內容，悉依本校進修學院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招生簡章辦理。 

六、本學程修業年限、學分制度及選課規定、指導教授選任、論文計畫發表、學位考試等

修業規定，悉依研究生修業要點辦理，該要點另訂之。 

七、本學程設東南亞學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程委員會）負責學程之行政決策

與運作，由學程主任、本校支援開課系所教師出任委員。學程委員人數為五~七人，

由學程主任遴聘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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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學程委員會由學程主任擔任召集人，應有全體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應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重要事項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應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九、有關學程之課程規劃、授課師資、所需資源之安排、各項重要章則及其他重要相關事

務，悉由學程委員會決議，依本校規定辦理。 

十、本學程設主任一人，綜理學程業務。主任由相關院、系所主管或領域相近之教師中聘

兼之，由校長聘兼之，負責開排課，學生管理等行政事務。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學程委員會、院務會議、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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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四、有關本校與高雄市政

府交通局共同合作開

發「和平校區操場規

劃地下停車場」之

A、B方案，請 審

議。 

總務處 1. 本案業經 106年 5月 31日本校第 14次

空間規劃委員會議決議：採 A方案。 

2. 106年 5月 11日會議內容簡要如下： 

(一)興建基地面積約 1萬 M2，地下 2層

樓總樓地板面積 2萬 M2。 

(二)興建量體：小客車 500格、機車

300格、自行車 100格，造價約 5億

元，交通局申請前瞻計畫補助 1/3約

1.67億元，自籌款約 3.33億元，工期

約 3年。平均每一汽車停車格成本約

100萬元。 

(三)研議 A、B方案： 

1.A方案：自籌款與工程施工由交通局

負責。竣工後地上操場回復原狀，產權

歸學校；地下停車場產權及經營權歸交

通局。 

2.B方案：自籌款由本校籌措。交通局

負責先期計畫、可行性評估，施工由本

校完成，完成後產權歸本校，由本校自

行營運或委由交通局。 

(四)回饋方案： 

1.A方案：無法劃固定停車區位予本

校，本校師生可比照里民按月優惠，恐

無法依本校按年之收費標準。 

2.A、B方案將來另案再予研議。 

(五)營運收益： 

1. 本開發案無附屬事業，收益來源僅

停車費，無其他收益。 

2. 基地為市有地，依高雄市市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第 7條與第 43條應解繳

市庫。 

3. 本案通過後，續陳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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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4. 檢附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研商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和平校區操場規劃地下停車場

可行性」會議紀錄、高師大和平校區與

鄰近公民營汽機車停車場現況與收費情

形、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與第 43條等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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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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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五、擬修訂本校｢採購作業

授權分層負責一覽表｣

草案(如附件)，提請

討論。 

總務處 1. 本案業經 106.5.24第 8次行政主管會

報審議修正通過。 

2. 增修訂各單位授權 5萬以內採購申請核

定人為學院、行政單位一級主管中心單

位所屬副校長及表列述： 

各單位授權採購注意事項： 

(一) 各單位採購申請核銷時，因未授

權仍需依正常行政程序，送總務處事務

組、主計室、校長核定。 

(二) 各單位之相關授權採購，不含水

電、營繕修繕、台銀共同契約標下單採

購。 

(三) 各單位授權採購，仍需符合｢綠色

採購」達 90％以上，與｢身心障礙優先

採購」5％以上，仍需各單位業務費比

率自行確實遵守落實與執行，並分季追

蹤相關績效，如未達成行政院上揭規

範，需依｢綠色採購、身心障礙優先採

購」機關綠色採購、身心障礙優先採

購，績效評核作業評分辦法分別議處。 

3. 修訂｢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覽表｣備

註第六點：依監辦人員為監視招標程

序，應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

監辦採購辦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監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

告金額採購，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

辦。 

因目前僅臺北市政府函請法務部廉政署

函覆：於現行政風法令尚無規定兼辦政

風業務人員應辦理採購監辦業務。另法

務部所訂「協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

事項」規定之協辦事項，尚無明文包含

「監辦採購」，且監辦採購涉及專業知

識及法定程序，不宜由協辦政風業務人

員逕行辦理。且各大學校院均以上列修

正內容列述，本校亦參照採用。 

4. 辦法：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即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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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覽表(草案)      修正後條文 

性質或內容 核定人 金    額 (元) 

各單位授權採購申請 
學院、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中心單位所屬副校長 

5 萬以內 

各單位授權採購注意事項： 

一、 各單位採購申請核銷時，因未授權仍需依正常行政程序，送總務處事務組、主計室、校長核定。 

二、 各單位之相關授權採購，不含水電、營繕修繕、台銀共同契約標下單採購。 

三、 各單位授權採購，仍需符合｢綠色採購」達 90％以上，與｢身心障礙優先採購」5％以上，仍需各單位

業務費比率自行確實遵守落實與執行，並分季追蹤相關績效，如未達成行政院上揭規範，需依｢綠色

採購、身心障礙優先採購」機關綠色採購、身心障礙優先採購，績效評核作業評分辦法分別議處。 

性質或內容 核定人 金    額 (元) 

底價核定人 

事務組 

事務組長 10 萬至 30 萬以內 

總務長 30 萬至 1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 萬以上 

營繕組 
總務長 10 萬至 1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 萬以上 

開標主持人 

事務組 

事務組長 10 萬至 500 萬以內 

總務長 50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營繕組 

營繕組長 10 萬至 500 萬以內 

總務長 50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驗收主持人 

事務組 

事務組長 10 萬至 500 萬以內 

總務長 50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營繕組 

營繕組長 10 萬至 50 萬以內 

總務長 5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圖書資訊處 圖書資訊處長 所有圖書業務 

單位主管 各申請單位 10 萬元以下(含共同共應契約採購) 

備

註 

一、 10 萬元以內議價、比減價授權採購經辦人辦理。 

二、 10 萬元以以上採購底價請於開標三日前送底價核定人核定。 

三、依政府採購法採購金額為屬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擬依政府採購法第 49 條

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採公開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

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改採議價或比價後，其底價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4 項規定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復依

同條第 3 項規定：「限制性招標之議價，訂定底價前應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 

採購案經公告後，僅 1 家廠商投標且當場改採議價者，原於開標前已核定之底價，應依上開規定

先行參考該廠商之報價檢討訂定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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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議價程序接續進行，通案由校長授權主持決標人員於改採議價時擔任底價之核定人，檢討原

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以利當場即時辦理議價作業。 

四、 開標、驗收主持授權人員因差假、公出、會議，均由職務代理人依序代理擔任。 

五、 底價授權人員不克核定底價時，得簽請校長或授權人員另行核定底價 授權人員擔任。 

六、監辦人員，應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

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實地監辦金額，為公告金額

以上案件。 

七、本表於校長或採購相關作業異動時，需另行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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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覽表（原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性質或內容 核定人 金    額 

底價核定人 

事務組 

事務組長 10 萬至 30 萬以內 

總務長 30 萬至 1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 萬以上 

營繕組 
總務長 10 萬至 1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 萬以上 

開標主持人 

事務組 

事務組長 10 萬至 500 萬以內 

總務長 50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營繕組 

營繕組長 10 萬至 500 萬以內 

總務長 50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驗收主持人 

事務組 

事務組長 10 萬至 500 萬以內 

總務長 50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營繕組 

營繕組長 10 萬至 50 萬以內 

總務長 50 萬至 1,000 萬以內 

校長或授權人 1,000 萬以上 

圖書資訊處 圖書資訊處長 所有圖書業務 

單位主管 各申請單位 10 萬元以下(含共同共應契約採購) 

備註 

一、 10 萬以內議價、比減價授權採購經辦人辦理。 

二、 10 萬以以上採購底價請於開標三日前送底價核定人核定。 

三、依政府採購法採購金額為屬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擬依政府採購法第

49 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採公開取得 3 家

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改採議價或比價後，其底價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4 項規定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

之。復依同條第 3 項規定：「限制性招標之議價，訂定底價前應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

單。」 

採購案經公告後，僅 1 家廠商投標且當場改採議價者，原於開標前已核定之底價，應依上開

規定先行參考該廠商之報價檢討訂定底價。 

為利議價程序接續進行，通案由校長授權主持決標人員於改採議價時擔任底價之核定人，檢

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以利當場即時辦理議價作業。 

四、 開標、驗收主持授權人員因差假、公出、會議，均由職務代理人依序代理擔任。 

五、 底價授權人員不克核定底價時，得簽請校長或授權人員另行核定底價授權人員擔任。 

六、主任秘書及主計室實地監辦金額，為公告金額以上案件。 

七、本表於校長或採購相關作業異動時，需另行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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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覽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性質或內

容 

核定人 金    額 (元) 

各單位授

權採購申

請 

學院、行

政單位一

級主管 

中心單位

所屬副校

長 

5 萬以內 

各單位授權採購注意事項： 

四、 各單位採購申請核銷時，因未授權仍需依

正常行政程序，送總務處事務組、主計

室、校長核定。 

五、 各單位之相關授權採購，不含水電、營繕

修繕、台銀共同契約標下單採購。 

六、 各單位授權採購，仍需符合｢綠色採購」

達 90％以上，與｢身心障礙優先採購」5％

以上，仍需各單位業務費比率自行確實遵

守落實與執行，並分季追蹤相關績效，如

未達成行政院上揭規範，需依｢綠色採

購、身心障礙優先採購」機關綠色採購、

身心障礙優先採購，績效評核作業評分辦

法分別議處。 
 

新增訂 

 

新增訂 

備註： 

六、 監辦人員，應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

同監辦採購辦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監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實地監辦

金額，為公告金額以上案件。 
 

備註： 

六、主任秘書

及主計

室實地

監辦金

額，為

公告金

額以上

案件。 

一、 修訂｢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覽

表｣備註第六點：依監辦人員為監

視招標程序，應依「機關主會計

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監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

監辦。 

二、 因目前僅臺北市政府函請法務部

廉政署函覆：於現行政風法令尚

無規定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應辦理

採購監辦業務。另法務部所訂

「協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

項」規定之協辦事項，尚無明文

包含「監辦採購」，且監辦採購

涉及專業知識及法定程序，不宜

由協辦政風業務人員逕行辦理。 

三、且各大學校院均以上列修正內容

列述，本校亦參照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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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六、擬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第 3條案，請 

討論。 

人事室 1. 經查科技部甲(優)等研究獎施行期間係

75年~89年間，現已無此獎勵，故修正

條文文字且經考量本校教師以傑出研究

獎或研究主持費申請免於評鑑條件資格

之衡平性，並提供教師得申請免於評鑑

之多元採計方式，爰修正本辦法第 3條

第 1項第 4款規定。 

2.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會

議及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 

3.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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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三條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

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

或國家講座、本校講

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

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

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

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

獻，經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校

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

究 獎 二 次 （ 含 ） 以

上、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

次（含）以上者（一

次傑出研究獎併計為

獲 得 五 次 研 究 主 持

費）。 

五、曾獲其他教學、研

究、展演、服務獎項

或其成果具體卓著，

經校教評會認可免接

受評鑑者。 

六、年滿六十歲者（但初

聘者除外）。 

 

第三條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

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

獎或國家講座、本

校講座及經本校認

可之國內外著名大

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

獎或在學術上有卓

越貢獻，經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校教評會）

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

研究獎三次（含）

以上、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或研究主持

費共十次（含）以

上者（一次傑出研

究獎相當於三次甲

等研究獎）。 

五、曾獲其他教學、研

究、展演、服務獎

項或其成果具體卓

著，經校教評會認

可免接受評鑑者。 

六、年滿六十歲者（但

初聘者除外）。 

經查科技部甲(優)等

研究獎施行期間係 75

年~89 年間，現已無此

獎勵，故修正條文文

字且經考量本校教師

以傑出研究獎或研究

主持費申請免於評鑑

條件資格之衡平性，

並提供教師得申請免

於評鑑之多元採計方

式，爰修正本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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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95.03.07.本校 9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96.06.22.本校 95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03.18.本校 97學年度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 

98.06.19.本校 97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12.09.本校 98學年度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 

98.12.25.本校 98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3.06.04.本校 102學年度第 8次行政會議修正 

103.06.13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10 條、第 11條 
105.01.08 本校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第 11條 

105.06.17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 
105.12.23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5條 

 

第 1 條 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績效，以改善整體辦學品質，依大學法第

21條特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本校專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評鑑。 

教師自受第一次評鑑過後，講師及助理教授每任滿三年需接受評鑑一次，副教授及教授

每任滿五年需再接受評鑑一次。因升等或有其他特別需求時，教師得申請提前評鑑。 

凡本校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年數之計算，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不包括

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 

當年度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等）不在

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教師因生育或長期病假得延後一至二年接

受評鑑。 

通過升等教師，視為通過一次評鑑，並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計算其應接受評

鑑年數。 

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不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第 3條 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

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

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次

（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 

五、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展演、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校教評會認可免接受

評鑑者。 

六、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第 4 條 本辦法之評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三項目。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任一

項目皆達一定水準、且三項目評鑑之加權平均成績達七十分者為符合標準；教學權重應

介於 30–60%，研究權重應介於 30–60%，服務與輔導權重應介於 10–30%。 

第 5 條 教師評鑑過程應基於公平、公正，且評量採教學檔案、學生教學滿意調查表或教學觀察等

多元途徑辦理並兼顧量化及質化指標。 

教師評鑑得包含以下項目： 

一、教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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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評量結果（教學滿意調查表結果）。 

（二）教學大綱上網及教材上網，並加註「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及「不得非法

影印」警語。 

（三）教學檔案 E化。 

（四）指導學生學術論文成果。 

（五）參加校內外教學專業成長活動。 

（六）參加專業社群（含學會）。 

（七）其他：如開發教材、自製教材或媒體、教學得獎等。 

二、研究層面 

（一）學術論著或作品、展演。 

（二）接受補助或委託之研究計畫。 

（三）參與學術活動。 

（四）研究獎勵。 

（五）其他。 

三、輔導與服務層面 

（一）輔導 

1.擔任導師情形。 

2.指導社團、校隊或學生活動。 

3.輔導學生。 

4.其他：獲得榮譽及獎勵等。 

（二）服務 

1.教學行政配合度（授課、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缺調課、補課、送交成

績及監考情形）。 

2.擔任校內行政、委員會委員、會議出席、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務表現。 

3.從事校外專業服務（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重要職務、學術期刊編

輯、審查委員、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務表現）。 

4.進行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5.獲得榮譽及獎勵等。 

第 6 條 人事室應於每一學年度開始前，彙整當年度應受評鑑教師名單，並分送學院及各受評鑑教

師。受評鑑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各系所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始時，通知

所屬應受評鑑之教師據實提出個人最近三年評鑑資料，於十月底前送系所、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逐級審議。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料查核確認後，於每年十一月底前送請院教評會審議，資料不

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理。 

各院每學年之教師評鑑工作應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年結束

前進行審核。 

人事室依審核結果通知受評鑑教師及相關執行單位。 

被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年度依規定時程申請辦理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下一學

年度起取消停權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料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第 7條 教師評鑑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績效，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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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方式由各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各院教評會複審，及校教評會決審。決審以
無記名投票過半方式，決定是否通過評鑑。 

第 8 條 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案時，應有應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為通過，方得決議。委員須親自出席，不得由他人代理。 
教評會委員審議教師評鑑案，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
親、論文指導教師或有個人利害關係者，應自行迴避，不得參與討論與決議；有疑義時，
由各級教評會予以認定。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受評鑑教師得舉其原因事實向
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未自行迴避者，主席得經教評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三項規定應行迴避之情事者，不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 9 條 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自次一學年度起至提出再評鑑通過之下一學年度為止，施予下

列停權措施： 
一、校內不得超授鐘點。 
二、不得借調校外機構。 
三、不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四、不予晉支薪俸。 
未通過評鑑之教師，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學年度起，解除前項限制。 
任一次評鑑結果未達標準者，由學院協調系（所）給予合理之輔導，一年後再予評鑑；
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達標準之教師，應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得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最近一次評鑑符合標準者，方得提出升等之申請。 

第 10 條 各系（所、中心）及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分別訂定其教師評鑑要點，敘明評鑑項目與指
標、評鑑方式、計分標準、評鑑程序、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等，經院務會議通過、校教
評會核備後實施。 

第 11 條 本校自九十六學年度起，凡新聘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應於到任七年內通過升等，人事室
於升等期限前二年函知應於期限內升等之教師，並副知學術單位。 
教師因懷孕、生產或長期病假者，得經提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依其所請之事由
延長升等年限一年，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最長二年為限；奉准留職停薪者期限暫停
計算。 
第一項七年內未通過升等之教師，人事室於當學年度函知所屬學術單位並副知當事人，
當事人得提出協助申請，由所屬學術單位依當事人之申請提供相關協助，必要時會同
其他單位組成委員會以備專業諮詢及輔導，限期於第八年內通過升等。如仍未於期限
內通過升等者，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一定期間不得晉薪級、休假研究、出
國進修、出國講學、出國研究、超支鐘點費、校外兼課、兼職、兼任行政及借調等處
置或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
經行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准後不予續聘。 

第 12 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不服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不服者，得向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依前開第 11 條規定，未於期限內完成升等之教師如對結果不服，準用本校教師升等
審查辦法第 10條規定提請救濟。 

第 13條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評鑑比照教師辦理。 
第 14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15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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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

第 7款及第 7條條

文，請討論。 

人事室 1.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有關兼任教師申

請送審教師資格證書之規定，其連續任

教學期之定義未臻明 

確，且為使辦理兼任教師教師資格證書

之申請程序較為嚴謹，修正有關兼任教

師申請教師資格證書之條 

件，其連續任教係指自兼任教師申請之

日起最近 2年連續任教學期之用語，爰

配合修正本法第 3條第 1項第 7款規

定。 

2. 為使本校教師升等審查程序更為周延並

兼顧審查嚴謹性，經調查他校有關升等

審查相關法令規定，爰配合修正第 7條

規定。 

3.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6次主管會報會

議、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審議通

過及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 

4.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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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 3條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等，
並應符合下列條款： 
一、升等年資之計算，應

以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
證書所載起資年月推算
至該次升等所屬學期開
始前為止（一月或七
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
所屬之系、所、中心規
定期限內向該單位主管
提出，服務年資未滿者
不得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
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
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年
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
者，其送審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得予併計。以專利
發明、有關技術移轉、
授權之技術報告亦得作
為升等代表著作，惟專
利或技術移轉所有權應
以歸屬本校者方得送
審。 
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
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
作，其餘列為參考作；
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
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
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規定公開出
版發行。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不得公
開，經學校認定者，得

第 3條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等，並
應符合下列條款： 
一、升等年資之計算，應以

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
書所載起資年月推算至
該次升等所屬學期開始
前為止（一月或七
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所
屬之系、所、中心規定
期限內向該單位主管提
出，服務年資未滿者不
得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及參考著
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
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
境外擔任專任教師年
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
者，其送審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得予併計。以專利
發明、有關技術移轉、
授權之技術報告亦得作
為升等代表著作，惟專
利或技術移轉所有權應
以歸屬本校者方得送
審。 
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
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
作，其餘列為參考作；
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
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
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規定公開出
版發行。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不得公
開，經學校認定者，得

 本校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有關兼任教師
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證
書之規定，其連續任
教學期之定義未臻明
確，且為使辦理兼任
教師教師資格證書之
申請程序較為嚴謹，
修正有關兼任教師申
請教師資格證書之條
件，其連續任教係指
自兼任教師申請之日
起最近二年連續任教
學期之用語，爰配合
修正本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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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
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
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
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
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
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
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
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
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人
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
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
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
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
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
學校申請展延，經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
後，始得為之，展延時
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
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
為限。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必
需具有次一等級教師證
書。 

六、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
級教師任職須連續一
年，方得升等。 

七、兼任教師自申請之日
起最近二年連續任教四
學期，授課時數累積達
八學分以上，得自行申
請以學位送審本校第一
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
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
屬學術領域，送請五位
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審查
作業。 
兼任教師自申請之日起
最近三年連續任教六學
期，授課時數累積達十
二學分以上，得申請以
專門著作送審本校第一
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
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
屬學術領域，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辦理初審
(系、所級)、複審(院

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
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
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
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
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
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
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
不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
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
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
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
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
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
申請展延，經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始
得為之，展延時間，至
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
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必需
具有次一等級教師證
書。 

六、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
教師任職須連續一年，
方得升等。 

七、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四學
期，授課時數累積達八
學分以上，得自行申請
以學位送審本校第一張
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
師資格證書，且依所屬
學術領域，送請五位校
外學者專家辦理審查作
業。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
期，授課時數累積達十
二學分以上，得申請以
專門著作送審本校第一
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
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
屬學術領域，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辦理初審(系、
所級)、複審(院級)審查
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
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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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
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
他院校擔任專職者為
限。且送審審查費用由
兼任教師自行負擔。 
兼任教師資格審查程序
準用本辦法第六條、第
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 

八、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
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
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
情事之一，經教評會審
議確定者，應不通過其
資格審定，並依各目所
定期間，為不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一） 教師資格審查

履歷表、合著人
證明登載不實、
代表著作未確實
填載為合著及繳
交合著人證明、
未適當引註、未
經註明授權而重
複發表、未註明
其部分內容為已
發表之成果或著
作或其他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者：
一年至五年。 

（二） 著作、作品、
展演及技術報告
有抄襲、造假、
變造、剽竊或其
他舞弊情事：五
年至七年。 

（三） 學 、 經 歷 證
件、成就證明、
專門著作已為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
表之證明、合著
人證明為偽造、
變造、以違法或
不當手段影響論
文之審查：七年
至十年。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

他院校擔任專職者為
限。且送審審查費用由
兼任教師自行負擔。 
兼任教師資格審查程序
準用本辦法第六條、第
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 

八、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
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
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
事之一，經教評會審議
確定者，應不通過其資
格審定，並依各目所定
期間，為不受理其教師
資格審定之申請： 
（四） 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合著人證
明登載不實、代
表著作未確實填
載為合著及繳交
合著人證明、未
適當引註、未經
註明授權而重複
發表、未註明其
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
或其他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者：一
年至五年。 

（五） 著作、作品、展
演及技術報告有
抄襲、造假、變
造、剽竊或其他
舞弊情事：五年
至七年。 

（六） 學、經歷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
著作已為刊物接
受將定期發表之
證明、合著人證
明 為 偽 造 、 變
造、以違法或不
當手段影響論文
之審查：七年至
十年。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
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
各目情形之一，並經審
議確定者，依下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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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
各目情形之一，並經審
議確定者，依下列方式
處理： 
（一） 其原經審定合

格發給教師證
書者，應撤銷
該等級起之教
師資格及追繳
其教師證書，
並依第一項所
定期間，為不
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申請之
處分。 

（二） 其原經審定不
合格者，應依
第一項所定期
間，為不受理
其教師資格審
定 申 請 之 處
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送審
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
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
第一款各目情事之一
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
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
及第一款各目之一情事
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
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
理。 

九、本校辦理審查完畢，
送審人之代表著作、學
位論文、作品、技術報
告或成就證明經審查通
過後，且無本辦法第三
條第三款規定得不予公
開之情形者，應於本校
圖書資訊處公開、保
管。 

第7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
規定如下：  
一、初審： 

（一） 由各系（含所
及 中 心 ， 以 下
略）依據各該單

處理： 
（三） 其原經審定合格

發給教師證書
者，應撤銷該等
級起之教師資格
及追繳其教師證
書，並依第一項
所定期間，為不
受理其教師資格
審定申請之處
分。 

（四） 其原經審定不合
格者，應依第一
項所定期間，為
不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申請之處
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送審
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
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
第一款各目情事之一
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
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
及第一款各目之一情事
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
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
理。 

九、本校辦理審查完畢，送
審人之代表著作、學位
論文、作品、技術報告
或成就證明經審查通過
後，且無本辦法第三條
第三款規定得不予公開
之情形者，應於本校圖
書資訊處公開、保管。 

 
 
 
 
 
 
第 7條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規

定如下：  
一、初審： 
（一） 由各系（含所及

中心，以下略）依
據各該單位教評會

 
 
 
 
 
 
 
 
 
 
 
 
 
 
 
 
 
 
 
 
 
 
 
 
 
 
 
 
 
 
 
 
 
 
 
 
 
為使本校教師升等審
查程序更為周延並兼
顧審查嚴謹性，經調
查他校有關升等審查
相關法令規定，爰配
合修正第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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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評會設置要
點、教師升等審
查要點等規定辦
理初審。 

（二） 系教評會辦理
初審前，得將升
等教師之著作送
請適格之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以
專 門 著 作 、 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 術 報 告 送 審
者，送審三位外
審，其審查結果
以二位審查人給
予 及 格 者 為 通
過。送審教師資
格 之 著 作 、 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經系教
評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
學者一人至三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
查意見由系教評
會決定之。審查
人選由系教評會
或推薦系教評委
員選任具有充分
專業能力之校外
學者專家七至九
人，並得列迴避
人選二人，系教
評會或推薦之教
評委員授權系教
評 會 主 席 圈 定
後，辦理著作外
審。外審成績結
果均以密件彌封
送回系教評會初
審。經初審通過
之升等案，系教
評會應加註評語
連同評審成績送
請 院 教 評 會 複
審；未獲通過之
升等案，應敘明
理由及救濟方式

設置要點、教師升
等審查要點等規定
辦理初審。 

（二） 系教評會辦理初
審前，得將升等教
師之著作送請適格
之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者，
送審三位外審，其
審查結果以二位審
查人給予及格者為
通過。送審教師資
格之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經系教評會認定
有疑義者，得加送
專家學者一人至三
人審查後併同原審
查意見由系教評會
決定之。審查人選
由系教評會或推薦
系教評委員選任具
有充分專業能力之
校外學者專家七至
九人，並得列迴避
人選二人，系教評
會或推薦之教評委
員授權系教評會主
席圈定後，辦理著
作外審。外審成績
結果均以密件彌封
送回系教評會初
審。經初審通過之
升等案，系教評會
應加註評語連同評
審成績送請院教評
會複審；未獲通過
之升等案，應敘明
理由及救濟方式通
知當事人。 

二、複審： 
（一） 各學院（含中

心，以下略）依
據各該單位教評
會設置要點、教
師升等審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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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當事人。 
二、複審： 

（一） 各學院（含中
心，以下略）依
據各該單位教評
會設置要點、教
師升等審查要點
等規定辦理複
審。 

（二） 院教評會辦理
複審前，應將初
審通過之升等教
師著作送請校外
適格之學者專家
審查，以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
送審者，送審三
位外審，其審查
結果以二位審查
人給予及格者為
通過。送審教師
資格之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經院教
評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
學者一人至三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
查意見由院教評
會決定之。審查
人選由各系教評
會或推薦系教評
委員選任具有充
分專業能力之校
外學者專家七至
九人，並得列迴
避人選二人，由
院教評會授權院
長圈定決定後，
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成績結果均
以密件彌封送回
院教評會複審。 

（三） 經複審通過之
升等案，院教評
會應加註評語，
連同評審成績、

等規定辦理複
審。 

（二） 院教評會辦
理複審前，應
將初審通過之
升等教師著作
送請校外適格
之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
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送審者，
送審三位外
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
人給予及格者
為通過。送審
教師資格之著
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經院教評
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
家學者一人至
三人審查後併
同原審查意見
由院教評會決
定之。審查人
選由各系教評
會或推薦系教
評委員選任具
有充分專業能
力之校外學者
專家七至九
人，並得列迴
避人選二人，
由院教評會授
權院長圈定決
定後，辦理著
作外審。外審
成績結果均以
密件彌封送回
院教評會複
審。 

（三） 經複審通過
之升等案，院
教評會應加註
評語，連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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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表件及其升
等著作依規定時
程送人事室提校
教評會決審；未
獲通過之升等
案，應敘明理由
及救濟方式通知
當事人。 

三、決審： 
（一） 本校依據「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等規定
辦理決審。 

（二） 校教評會辦理
決審前，應將複
審通過之升等教
師著作送請校外
適格之學者專家
審查，以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
送審者，送審三
位外審，其審查
結果以二位審查
人給予及格者為
通過。送審教師
資格之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經校教
評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家
學者一人至三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
查意見由校教評
會決定之。審查
人選由所屬學院
教評會或推薦院
教評委員選任具
有充分專業能力
之校外學者專家
七至九人(校教
評會主任委員得
另增列審查人
選)，並得列迴

審成績、各項
表件及其升等
著作依規定時
程送人事室提
校教評會決
審；未獲通過
之升等案，應
敘明理由及救
濟方式通知當
事人。 

三、決審： 
（一） 本校依據「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師升等審查辦
法」等規定辦理
決審。 

（二） 校教評會辦
理決審前，應
將複審通過之
升等教師著作
送請校外適格
之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
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送審者，
送審三位外
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
人給予及格者
為通過。送審
教師資格之著
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經校教評
會認定有疑義
者，得加送專
家學者一人至
三人審查後併
同原審查意見
由校教評會決
定之。審查人
選由所屬學院
教評會或推薦
院教評委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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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人選二人，由
校教評會授權教
務長圈定後，辦
理著作外審。外
審成績結果均以
密件彌封經由人
事室送校教評會
決審。 

（三） 經決審通過之
升等案，由人事
室依規定報請教
育部核備；未獲
通過之升等案，
應敘明理由及救
濟方式通知當事
人。 

 
 

 
 

 

任具有充分專
業能力之校外
學者專家七至
九人(校教評會
主任委員得另
增列審查人
選)，並得列迴
避人選二人，
由校教評會授
權教務長圈定
後，辦理著作
外審。外審成
績結果均以密
件彌封經由人
事室送校教評
會決審。 

（三） 經決審通過
之升等案，由
人事室依規定
報請教育部核
備；未獲通過
之升等案，應
敘明理由及救
濟方式通知當
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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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96.06.22.本校 9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7.06.20.本校 96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06.19.本校 97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0.06.17.本校 99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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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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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3 本校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第 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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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須分別合於下列規定：  

一、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

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升等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

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五、教師如因生育或長期病假而無法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之期限內升等，得申請延

後一至二年；奉准留職停薪者期限暫停計算。 

第 3 條  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等，並應符合下列條款： 

一、升等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書所載起資年月推算至該次升等所屬

學期開始前為止（一月或七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所屬之系、所、中心規定期限內向該單位主管提出，服務年資

未滿者不得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

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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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以專利發明、有關技術移轉、授權之技術報告亦得

作為升等代表著作，惟專利或技術移轉所有權應以歸屬本校者方得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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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規定公開出版發行。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

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

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

查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

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

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必需具有次一等級教師證書。 

六、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連續一年，方得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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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第一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五位校外學

者專家辦理審查作業。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期，授課時數累積達十二學分以上，得申請以專門著作送

審本校第一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校外學

者專家辦理初審(系、所級)、複審(院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他院校擔任專職者為限。且送審審查

費用由兼任教師自行負擔。 

兼任教師資格審查程序準用本辦法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 

八、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經教

評會審議確定者，應不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依各目所定期間，為不受理其教師資格

審定之申請： 

（七）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

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

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八）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

五年至七年。 

（九）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

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者，依

下列方式處理： 

（五）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

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不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六）其原經審定不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不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

之處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情

事之一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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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之一情事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

依程序處理。 

九、本校辦理審查完畢，送審人之代表著作、學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經

審查通過後，且無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得不予公開之情形者，應於本校圖書資

訊處公開、保管。 

第 4 條  本校自九十六學年度後，新聘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應於到任七年內通過升等，如七年

內未通過升等者，由所屬學術單位協助，限期於第八年內通過升等。如仍未於期限內通

過升等者，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一定期間不得晉薪級、休假研究、出國進修、

出國講學、出國研究、超支鐘點費、校外兼課、兼職、兼任行政及借調等處置或經本校

各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經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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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目評分細目由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另訂之。 

其計分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分比率如下：  

一、學術研究佔百分之六十。 

二、教學績效、服務與輔導成績佔百分之四十。 

以上各項成績評分比例及其施行細則，授權由各級學術單位得視其需要自行訂定，並經

上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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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初審： 

（三）由各系（含所及中心，以下略）依據各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點、教師升等審

查要點等規定辦理初審。 

（四）系教評會辦理初審前，得將升等教師之著作送請適格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外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經系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

同原審查意見由系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系教評會或推薦系教評委員選

任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得列迴避人選二人，系教

評會或推薦之教評委員授權系教評會主席圈定後，辦理著作外審。外審成績

結果均以密件彌封送回系教評會初審。經初審通過之升等案，系教評會應加

註評語連同評審成績送請院教評會複審；未獲通過之升等案，應敘明理由及

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二、複審： 

（十）各學院（含中心，以下略）依據各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點、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等規定辦理複審。 

（十一） 院教評會辦理複審前，應將初審通過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外適格之

學者專家審查，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

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院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

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院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各系教評會或

推薦系教評委員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得列迴

避人選二人，由院教評會授權院長圈定決定後，辦理著作外審。外審成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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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均以密件彌封送回院教評會複審。 

（十二） 經複審通過之升等案，院教評會應加註評語，連同評審成績、各項表

件及其升等著作依規定時程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決審；未獲通過之升等案，

應敘明理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三、決審： 

（四）本校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等規定辦理決審。 

（五）校教評會辦理決審前，應將複審通過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外適格之學者專

家審查，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外審，

其審查結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校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校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所屬學院教評會或推

薦院教評委員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得列迴避

人選二人，由校教評會授權教務長圈定後，辦理著作外審。外審成績結果均

以密件彌封經由人事室送校教評會決審。 

（六）經決審通過之升等案，由人事室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備；未獲通過之升等案，

應敘明理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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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應予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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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說明。 

第 10 條  教師對於升等決審結果等處分如有異議，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要點」有關申訴程序之規定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理由以書面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外，亦得先選擇下列程序提出申覆： 

一、申請人不服初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

院教評會提出申覆，院教評會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送回系教評會再審議。 

二、申請人如不服複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

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校教評會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送回院教評會再審議。 

三、申請人如不服決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

向校教評會申請再審議；校教評會應由召集人聘請該會委員三人組成專案小組，

於十四日內完成審議，提出書面具體處理結論，校教評會針對專案小組所提出結

論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重行審議該升等案。並將結果通知當事人及其所屬系所

（中心）。 

各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惟如需組專案小組查處，

必要時得延長十四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申覆成立。 

申請升等教師不服教評會決審結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者，不得再向教評

會提出申覆，已進行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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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不受本辦法、大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之限制。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第 12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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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辦理教師升等外審作業及外審委員產生方式情形表 
編號 學校名稱 升等辦法相關條文 

1 中正大學 初審通過後，由系（所、中心）教評會推薦六位以上（含）校外專家

學者為著作外審人；升等申請人得提出二位認為不宜審查其著作之迴

避名單供簽報著作外審時參考，並應敘明理由；院長亦得增列著作外

審人。 

在複審前由院長就前述人選中遴選四人辦理著作外審。 
 

2 中山大學 初審：審查人選由系（所、組）教評會擬提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

學者專家七人以上（院長、中心主任亦得增列審查人選），簽請院長

（中心主任）召集院教評會委員若干人圈定三人後，由學院（中心）

辦理著作外審。 

複審：各學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時，應將初審通過之

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方聘請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三至五人審查。審查

人選由學院院長、中心主任推薦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七

人以上（學術副校長亦得增列審查人選），由學術副校長簽請校長召

集校教評會委員若干人圈定後，校教評會辦理著作外審。 

3 第一科技大學 院級：外審委員人選由各學院成立外審委員推薦小組，推薦著作外審

委員名單九人，連同迴避參考名單密送院長，院長亦得增列審查人

選，並自該名單中圈選三人後，辦理外審。 

校級：各學院複審通過後，由院長在學院外審委員推薦小組推薦名單

中增列審查人，連同迴避參考名單密送校長，校長亦得增列審查人

選，並自該名單中圈選三人後，辦理外審。 

4 中興大學 系級：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認定新聘、升等與改聘
案合於本準則第四條或第四條之一規定後，由會議主席彙整委員密送
之建議外審專家、學者參考名單，每案至少十人；但以教學著作為代
表作提送升等時，應另送請教務處提供具有學科教育相關資歷與學術
發表之專家學者至少三人，一併秘密轉送院級教評會主席，院級教評
會召集人、校長亦得增列外審專家、學者參考名單，並由校長及院級
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五人（校長圈二人、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
三人），如以教學著作為代表作提送升等，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選之
三名外審專家、學者，應有一人具有學科教育相關資歷與學術發表，
相關外審事宜由各學院（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辦理。 
院級:院聘教師由院教評會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將外審名單秘密轉送校

教評會召集人，校教評會召集人、校長亦得增列外審專家、學者參考
名單，並由校長及校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五人（校長圈二人、
校教評會召集人圈三人），由各學院辦理相關外審事宜。 

5 彰化師範大學 以系教評會推薦名單為原則，但院有訂定得推薦則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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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大學 系級教評會或推薦之教評會委員二人以上應對每一擬升等教師擬定至
少七位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符之國內外專家學者為著作審查人選，供
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參考（人選不得為系級之著作審查人員）。院級教
評會或推薦之教評會委員二人以上得於前開著作審查人選參考名單中
增列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符之人選，由院級教評會召集人自名單中擇
聘至少四人，以辦理每一擬升等教師第二階段之複審。 

7 中央大學 升等教師之專門著作應送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審查人數至少六人。 
新聘助理教授之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應送校外學者、專家三人評
審；新聘副教授暨教授之專門著作，應送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審查
人數至少六人。 

8 臺灣師範大學 系（科、所、學位學程）教評會應確實就申請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或
作品、展演、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第十二條規定

及所屬學院之升等門檻予以審議，並就其教學、服務（對本校或學
界、社會）等方面進行審查後，再推薦審查人由學院辦理外審，其辦
法由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在其教師評審作業要點中訂定之。如
有不同意升等之意見，應提出具體理由。 
系（科、所、學位學程）主管應於每年十/四月十日前，將初審通過者
之所有資料、著作（或作品、展演、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相關資料）
及該會審查之結果，及系（科、所、學位學程）教評會推薦之著作審
查人八至十人，一併簽請院長參酌推薦名單圈定人選進行審查。 
前款推薦之著作（或作品、展演、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相關資料）審
查人，應為校外學者、專家，並應具有傑出研究成果。 
當事人得向系（科、所、學位學程）教評會提出不欲接受之審查人選
一至二人。 
著作外審由各學院辦理，承辦人員應簽訂保密協定。審查時，著作人

姓名得公開，但著作審查人姓名則予以保密。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
送審者，應一次送五位學者專家審查；以作品、成就證明送審者，應
一次送七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人不得低階高審。 

9 台灣大學 各學院(中心)應就申請升等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的整體表現進行
評審。辦理各項審查作業時，除參考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人之審查推薦
意見外，並應組成學術成就審查及教學服務評鑑等相關升等審查委員
會進行之，且得依學院(中心)現況，提供申請升等教師報告或公開演
講程序。 
前項升等審查委員會之組成方式，由各學院(中心)另定之。 
教師升等著作審查應以校外學者專家為審查人，且不得低階高審，審
查人並應提供專業審查推薦意見供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系(科、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管或相關升等委員會就所屬每位
升等教師提出審查人建議名單得供院長(主任)參考，審查人人選及推
薦審查順序由各學院(中心)決定。 
第一項審查人，鼓勵各單位邀請國外優秀學者專家擔任。。 

10 清華大學 外審委員名單由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級教評會)及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級教評會)召集人共同研商。 
外審委員人數不少於 5人；以藝術作品類送審教師資格時，外審委員
人數不少於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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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八、擬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專任教師聘

約」第 9條、第 13

條、第 15條及第 17

條條文，請 討論。 

人事室 1. 經查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所訂定之教學評

量實施辦法第 10條對於教學意見調查

未達標準之教師係透過 

「教學評量結果後續改善會議」議決限

期相關措施予以改善，而未規範需參與

相關研習課程，爰修正聘約第 13條；

另配合教育部訂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法條名稱，爰修正

聘約第 15條； 

其聘約第 9條及第 17條係配合法令條

文用語配合修正文字。 

2.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會

議及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 

3. 修訂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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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修訂條文表暨說明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 9條 

教師均應接受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及學校所進行之教學專業視

導及教學評量。 

第 9條 

教師均應接受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及學校所進行之教學專業視

導及教師評量。 

本校教師應依本校教學評量辦

法之相關規定接受教師教學評

量相關事宜，爰修正本條文。 

第 13條 

本校新進教師應參加本校辦理

之教學及學務專業相關研習。 

第 13條 

下列教師：1.本校新進初任講

師及助理教授級之教師。2.教

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教師，

須參與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 8

小時教學專業相關研習，惟新

進教師原先已修習過師資培育

相關課程之教師，於提出相關

證件後，可彈性參加。 

經查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所訂定

之教學評量實施辦法第 10條

對於教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

教師係透過「教學評量結果後

續改善會議」議決限期相關措

施予以改善，而未規範需參與

本條文之相關研習課程，爰配

合修正本條文。 

第 15條 

教師在職期間需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 15條 

教師在職期間需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制準則及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配合教育部訂頒「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法

條名稱，爰修正本校兼任教師

聘約第 6條法條名稱用語。 

第 17 條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條

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

陳報學校處理。 

第 17 條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

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

陳報學校處理。 

配合法令條文用語，爰修正本

條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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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101.01.06.本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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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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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3  本校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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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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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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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時數：教授 8 小時、副教授 9 小時、助理教授 9 至 10 小時、講師 10 小時，如兼任本校行政職務，另

依規定酌減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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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116 號。2、燕巢校區：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62 號。 

5. 本校教師非經本校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外兼職、兼課，其經獲准校外兼課者，併校內超支時數至多以 4

小時計支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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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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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品德、生活、言行，隨時隨地均應擔負輔導之責，並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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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應定期及時補授。 

9. 教師均應接受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所進行之教學專業視導及教師評量。 

10. 在聘約期限屆滿後，不再應聘時，應於聘約屆滿 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經學

校同意，並將經辦事項及經管財物交代完成取具證明後，始得離職。經同意借調期滿而未歸建者，視為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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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校專任教師須接受教師評鑑，並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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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中心辦理之 8 小時教學專業相關研習，惟新進教師原先已修習過師資培育相關課程之教師，於提出

相關證件後，可彈性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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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行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15. 教師在職期間需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制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 

16. 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

互動上，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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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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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原則及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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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除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規定，報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定者外，不得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並得依教師法第十八條規定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處以一定期間不得提升等、晉薪級、休假

研究、出國進修、出國講學、出國研究、承接研究計畫案、超支鐘點費、校外兼課、兼職、兼任行政

及借調等處置。 

20. 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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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96.10.24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96.12.26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4.9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4.8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9一0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2.14一0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3.8一 0 五學年度第五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教學發展，促進師生互動、提昇教學品質，並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規定，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日間及進修學制課程，除修課人數僅一人者外，均實施期末教學評量。 

 

第三條 

期末教學評量得依課程性質設計問卷，採網路或紙本方式進行；評量結果以 5分制計算。 

 

第四條 

為執行施測結果之分析，並適時修訂問卷內容，得召集「教學評量統計分析會議」，彙整及分析

教學評量事宜。 

「教學評量統計分析會議」應分別就研究所及大學部課程評量結果之平均分數，計算權數後於大

學部課程加權。 

 

第五條 

「教學評量統計分析會議」由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具統計專長教師一名、教務處課務組

組長、研教組組長、教學發展中心評鑑組組長組成之，並得依需求邀請相關單位代表與會。 

 

第六條 

統計分析完成之教學評量結果，教學發展中心應通知各授課教師參閱。 

各院院長及開課系所（中心）主任，得依其權限參閱所屬教師之教學評量結果。 

 

第七條 

相關單位就教學評量之業務辦理，應遵守保密原則。 

 

第八條 

個別教師期末教學評量結果得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之規定做為教師評鑑參考項

目之一。 

第九條 

本校應就期末教學評量個別課程未達 3.5分之教師，召開「教學評量結果後續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方式。 

「教學評量結果後續改善會議」由校長主持，副校長、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未達標準教

師所屬系所（中心）主任出席，會議決議事項由教學發展中心執行，並送請校教評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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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教學評量結果後續改善會議」就個別課程未達 3.5分之教師，得議決限期以下列一款或數款方

式因應： 

一、就未達標準之課程，依其學生量化及質性意見填具回應表。 

二、安排教學諮詢輔導教師。 

三、調整開授之課程。 

四、其他有助於教學改善之措施。 

 

第十一條 

期末教學評量各科平均未達3.5分之專任教師，不得依本校規定申請減授時數一學期；如次學期仍

未達標準，不得超鐘點一學期。兼任教師如所授科目累計兩學期未達3.5分，不得續聘。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與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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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大學兼任教師聘

約」第 6條條文，請 

討論。 

人事室 1. 配合教育部訂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防治準則」法條名稱，爰修正本

校兼任教師聘約第 6條法 

條名稱用語。 

2.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會

議及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 

3. 修訂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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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約」 

修訂條文表暨說明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 6條 

教師受聘期間需遵守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

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 

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

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

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發

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

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

陳報學校處理。 

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

或身體之自主，避免不受歡

迎之追求行為，並不得以強

制或暴力手段處理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衝突，落實性別平

等教育法之原則及精神。 

第 6條 

教師受聘期間需遵守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

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制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

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

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發

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

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

陳報學校處理。 

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

身體之自主，避免不受歡迎之

追求行為，並不得以強制或暴

力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衝突，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原則及精神。 

配合教育部訂頒「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法

條名稱，爰修正本校兼任教師

聘約第 6條法條名稱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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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約 

                               103.06.13.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增訂第 6 條、第 7條 

                                105.01.08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5條、第 6 條第 1項  

第1條  本聘約期滿後，未另送新聘書者，聘約關係自動解除。 

第2條  每週授課時數及課程另定。 

第3條  兼課鐘點費依政府所定標準，每學期按四個半月計算，分月致送，實習課程 2 小時作 1 小

時計算。 

第4條  教師有親自授課、監考、閱卷、按規定時限繳交成績及指導學生學習之義務，非經核准不

得任意調動授課時段，如因故須請假，應以書面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會辦有關單位，

並定期及時補課。 

第5條  教師應依本校教學需要接受排定地點授課為原則，本校教師授課地點有二：１、和平校區：

高雄市和平一路一百一十六號  ２、燕巢校區：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六十二號。 

第6條  教師受聘期間需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制準則及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

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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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力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原則及精神。 

第7條 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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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擬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兼任教師聘任

辦法」第 9條規定，

請討論。 

人事室 1. 本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有關兼任教

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證書之規定，其連

續任教學期之定義未臻明確，且為使辦

理兼任教師教師資格證書之申請程序較

為嚴謹，修正有關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

格證書之條件，其連續任教係指自兼任

教師申請之日起最近 2年連續任教學期

之用語，爰修正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

規定。 

2.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6次主管會報會

議及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 

3.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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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第九條修訂條文對照表暨說明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兼任教師自申請之日起最近二

年連續任教四學期，授課時數

累積達八學分以上，得自行申

請以學位送審本校第一張助理

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格證

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

五位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審查作

業。 

兼任教師自申請之日起最近三

年連續任教六學期，授課時數

累積達十二學分以上，得申請

以專門著作送審本校第一張助

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格證

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

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初審(系、

所級)、複審(院級)及決審等

三級三審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之兼任

教師，以未任其他院校擔任專

職者為限。且送審審查費用由

兼任教師自行負擔。 

第九條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四學期，授

課時數累積達八學分以上，得

自行申請以學位送審本校第一

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

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

送請五位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審

查作業。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期，授

課時數累積達十二學分以上，

得申請以專門著作送審本校第

一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

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

域，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初

審(系、所級)、複審(院級)及

決審等三級三審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之兼任

教師，以未任其他院校擔任專

職者為限。且送審審查費用由

兼任教師自行負擔。 

第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

關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

證書之規定，其連續任教學期

之定義未臻明確，且為使辦理

兼任教師教師資格證書之申請

程序較為嚴謹，修正有關兼任

教師申請教師資格證書之條

件，其連續任教係指自兼任教

師申請之日起最近二年連續任

教學期之用語，爰修正第九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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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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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1 本校 105學年度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第 5條、第 9條、第 10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四條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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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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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力不足，輔助教學研究或專業需要，並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之教師分級、「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及本校「聘任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教學實施辦法」所定資格聘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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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續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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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所、中心)專任教師無授課時數不足情形。 

二、擬聘兼任教師任教之課程，在該學期有開授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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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要，並查驗其最高學歷證書、教師證書或其他證照等相關證明資料，供各級教評會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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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如因特殊情形需辦理補聘案時，聘任單位應敘明具體事由簽請校長核准且經各級

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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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簽准授課時數。 

各系(所、中心)聘任現職公教人員或其他私立學校專任教師至本校授課，應依規定發函

徵求現職服務機關或學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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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五位校外學者專家辦

理審查作業。 

               兼任教師連續任教六學期，授課時數累積達十二學分以上，得申請以專門著作送審本校

第一張助理教授職級以下之教師資格證書，且依所屬學術領域，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辦理

初審(系、所級)、複審(院級)審查作業。 

前項申請送審教師資格之兼任教師，以未任其他院校擔任專職者為限。且送審審查費

用由兼任教師自行負擔。 

第十條   兼任教師依其聘期，一律發給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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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時間授課，應依規定請假。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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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一、擬修正「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條文

案，請 討論。 

人事室 1. 經查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業經教育部 105

年 11月 25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42366B號令修正發布。故本案配

合前開修正內容，爰修正本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則相關條文。 

2.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6次主管會報會

議及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 

3.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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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二、本校專任教師在服務學校

以外之機關（構）兼職，

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

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經

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

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

並不適用第二點之一、第

四點及第五點規定。 

二、本校專任教師在服務學校

以外之機關（構）兼職，

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

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兼

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

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並

不適用第四點及第五點規

定。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八號解釋

文略以：「公立學校聘任之教

師不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

四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

校行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

之行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

法之適用。」，爰公立學校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之經營商業或

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

可程序，應依公務員服務法規

定辦理，不適用本原則規定。 

二之一、教師不得經營商業或

投資營利事業。但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

東，兩合公司為有限

責任股東，或有限公

司為非執行業務股

東，而其所持有股份

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

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

十者，不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者，其持股比例不受

前項但書規定之限

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

生新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持有新

創公司創立時之股

份，或已設立公司技

術作價增資之股份。

但併計股票股利之持

股，不得超過該公司

股份總數百分之四

十。 

 一、 本點新增。 

二、 配合教育部「公立各

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

原則」新增修訂第二之一

點規定公立學校未兼任行

政職務專任教師不得經營

商業及教師持股比例上限

納入規範，並將教師依法

令得持有超過公司股本總

額百分之十之情形於條文

中明定，以資明確。 

三、 另將教師得持有所投

資學校衍生新創公司百分

之十以上之股權，及教師

得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第五條規定持有股份之

規定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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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三)教師依第五點第三項

兼任新創生技新藥公

司董事，經學校同

意，持有該公司創立

時之股份。 

四、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

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及已立案

之私立學校。 

（二）行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

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

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

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

及澳門當地主管

機關設立或立案

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

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

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

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所

定企業、機構、

團體或新創公

司。   

四、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

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及已立案

之私立學校。 

（二）行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

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

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

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

及澳門當地主管

機關設立或立案

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

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配合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三點

修正規定，將公立專科以上學

校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得依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

資事業管理辦法第四條兼職機

關(構)之範圍納入規範，爰修

正本原則第四點。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

（構）兼任之職務，應與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

（構）兼任之職務，以與

一、配合教育部「公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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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

關，且不得兼任下列職

務： 

（一）律師、會計師、建

築師、技師等專業法

律規範之職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

及編制內行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

管機關設立或立案

學校之職務，有損

害我國國格、國家

安全之虞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

款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兼任董事、監察人

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

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依公司法規定，指

派教師代表政府或學

校股份兼任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之董事或

監察人。 

(二)依證券交易法或期

貨交易法規定，由主

管機關指派，或由董

事會遴選，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

或非股東監察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

（櫃）公司或經董事

會、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未

上市（櫃）公開發行

公司之獨立董事。 

(四)金融控股公司百分

之百持有之銀行、票

券、保險及綜合證券

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

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

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

者為限，且不得兼任下列

職務： 

（一）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

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負責人、經

理人等職務。但兼任

下列職務者，不在此

限： 

1.國營事業、已上市

（櫃）公司或經董事

會、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未

上市（櫃）公開發行

公司之獨立董事。 

2.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

百持有之銀行、票

券、保險及綜合證券

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

事。 

3.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

董事，其經本校同

意，並得持有公司創

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

股權： 

（1）教師為持有該公

司研發製造使用

於人類或動植物

用新藥之主要技

術者。 

（2）教師為持有該公

司研發製造、植

入或置入人體內

屬第三等級高風

險醫療器材之主

要技術者。 

4.已於我國第一上市

（櫃）之外國公司或

經董事會、股東會決

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

則」第四點修正規定，本

條有關教師得兼任職務改

以正面表列方式敘寫為原

則，併將現行已鬆綁之教

師兼職法令納入規範，以

利學校遵循。 

(一)第一項明定教師兼任之職

務須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

域相關。 

(二)第二項係規範教師依前點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至營

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涉

及經營商業之職務，各款

修正理由如下： 

 (1)第一款： 

1.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公

務員非依法不得兼公

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

監察人，又依銓敘部

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九○法一字第二○五

○○六九號令規定，

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

者外，前開兼任人員

不得被選為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 

2. 有關公立學校未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之兼職

規範，向以參考公務

人員(含兼任行政職務

教師)之兼職規範辦

理，考量其衡平性，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未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兼

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之董事或監察人，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以代表政府或學校

股份為限，爰刪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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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櫃）之外國公司或

經董事會、股東會決

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

一上市（櫃）之外國

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六

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

司兼任董事，應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

公司研發製造使用

於人類或動植物

用。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

公司研發製造、植

入或置入人體內屬

第三等級高風險醫

療器材之主要技

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

要，得至前點第一項第七

款所定企業、機構、團體

或新創公司兼任下列職

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

應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不適用第六

點、第八點至第十點及第

十三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

相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

立之發起人、非執行經營

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

術顧問。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

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

司董事。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

已依修正前規定兼任外部董

事、外部監察人及具獨立職

能監察人職務者，得繼續兼

一上市（櫃）之外國

公司之獨立董事。 

（二）律師、會計師、建築

師、技師等專業法律

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

編制內行政職務。 

（四）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

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

之職務，有損害我國

國格、國家安全之虞

者。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

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

修正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

部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職務者，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

之任期屆滿止。 

行規定所定董事長、

負責人、經理人等職

務。 

(2)第二款：教育部九十

九年十一月八日台人

(一)字第○九九○一

七八四四七號函及一

○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臺教人(二)字第一○

五○一二三四九三號

函同意公立專科以上

學校未兼任行政職務

教師得依證券交易法

或期貨交易法規定，

至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或臺灣期

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兼任由主管機關指

派，或由董事會遴

選，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

東監察人職務，納入

本款規範。 

(3)第三款至第五款係規

範公立學校未兼任行

政職務專任教師得兼

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獨立董事之要件。 

(三)第三項係規範教師依前點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至新

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

事，應符合之條件。 

(四)將公立學校專科以上未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得依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第四條規定，至企業、

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兼任之職務納入第四項

規範；其相關兼職管理

規範並應依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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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任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 

(五)第五項係由現行規定第五

點第二項移列。 

十三、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

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第

一目所定至與本校建立

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或依第四

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至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

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

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

機制，其實質回饋每年

以不低於兼職教師一個

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

額為原則；以收取學術

回饋金為回饋機制者，

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

公務預算繳庫，其回饋

及分配辦法由本校研究

發展處另定之。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相

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兼職，除代

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

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本校應依前項規定與教

師兼職機構約定回饋機

制。 

十三、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

第四點第五款規定至與

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或依第四點第六款規定

至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

訂定契約，約定回饋條

款，收取學術回饋金納

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

預算繳庫，學術回饋金

每年不得少於兼職教師

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

給總額，其回饋及分配

辦法由本校研究發展處

另定之。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相

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兼職，除代

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

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本校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收取學術回饋金。 

一、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大

學推動創新創業政策，並

提高教師投入產學合作意

願，爰將第一項約定收取

學術回饋金之規定，修正

為由各校視教師兼職態樣

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

制，不以收取學術回饋金

為限，以賦予各校訂定回

饋金機制之彈性，惟其實

質回饋每年應以不低於兼

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

之薪給總額為原則。 

二、 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修

正，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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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105年 6月 17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校外兼職事宜，依據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十一點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校專任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任行政職務之教

師，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並不適用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 

三、本原則所稱兼職，指本校教師以部分時間至校外機關（構）兼任與其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

關之職務。惟單純以文字或影像，利用媒體、網站等媒介分享訊息、經驗或知識、展示、販

售或出版個人書籍或作品，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行為，且與任何組織均未生職務或契約

關係，則非屬兼職範圍。 

四、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行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不得

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

人等職務。但兼任下列職務者，不在此限： 

1.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

市（櫃）公開發行公司之獨立董事。 

2.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行、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3.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其經本校同意，並得持有公司創立

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 

（1）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 

（2）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

主要技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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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

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二）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律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行政職務。 

（四）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者。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修正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部

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察人職務者，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六、教師兼職以執行經常性業務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小時。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不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制。 

八、本校教師兼職數目，依教育部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教師校外兼職不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經評估符合校內之

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後，並循行政程序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方得於校外兼職。 

教師於校外兼職，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行申請。 

十、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應不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不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不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不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不當支用公款或不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兼職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終了時，填具兼職評估申請表（評估表如附件二），並由系（所、中

心）務會議對於教師在校外兼職情形進行評估檢討，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十一、教師對其本職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不良影響，亦無與其本職不相容之下列情形者，得

免依規定報經學校核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行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

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所兼任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職

務，僅支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

常態性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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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得在校外兼職： 

（一）未達本校校內基本授課時數者。 

（二）未於期限內通過升等且經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決議一定期間不得兼職者。 

前項第一款人員，如情形特殊經系（所、中心）務會議同意，並經行政程序報經學校核准

者，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十三、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第四點第五款規定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或依第四點第六款規定至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與教師兼職

機構訂定契約，約定回饋條款，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學術

回饋金每年不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其回饋及分配辦法由本校研

究發展處另定之。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

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依前項規定辦理，收取學術回饋金。 

十四、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依下列規定辦理，不受第六點至第十點規定之限制： 

（一）兼職期間不得超過借調期間，並應副知學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術回饋金收取之規定依

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十五、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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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經

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不適用第二點之

一、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二之一、教師不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

股東，或有限公司為非執行業務股東，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

總額百分之十者，不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例不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1.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創公司之股份。 

2. 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份，或已

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但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不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

四十。 

3. 教師依第四點第三項兼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經學校同意，持有該公司創立時之股份。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 行政法人。 

(三)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 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五)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六)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兼職，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限。 

四、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且不得兼任下

列職務： 

(一) 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律規範之職務。 

(二) 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行政職務。 

(三) 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

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1. 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或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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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3. 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

公開發行公司之獨立董事。 

4. 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行、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5. 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

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 

2. 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

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前點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

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不適用第五點、第七點至第十點規定： 

1. 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行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

員、技術顧問。 

2. 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修正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部

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察人職務者，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十、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至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或第三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與

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制，其實質回饋每年以不低於

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術回饋金為回饋機制者，應納入

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

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依前項規定與教師兼職機構約定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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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4 月 21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科技部 ＞ 科學技術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從事研究人員：指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以下簡稱學研機構）之專任教

師、專任研究人員及擔任行政主管職務之人員，並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者。 

二、技術作價投資：指以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技術移轉所獲得營利事業股份作為技術移轉之對價而

取得之股權。 

前項第一款從事研究人員，不包括國防部與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及依法所監督之行政法人之

研究人員。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科學研究業務需要，指從事研究人員經學研機構許可執行下列工作： 

一、為技術移轉企業、機構或團體之目的，從事研發成果商品化或技術推廣及管理工作。 

二、運用研發成果參與創辦新事業。 

三、至企業、機構或團體從事商品化研發工作。 

四、其他於科學研究業務所必要之工作。 

前項工作，學研機構應同時與該企業、機構或團體就上開科學研究業務訂有契約。 

第 4 條 

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於企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非實際參

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除得兼任前項職務外，其為新創

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經其任職學校同意，並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兼任期間合計不得超過

八年。 

從事研究人員兼任第一項、第二項職務，得領取兼職費。但不得兼薪。 

從事研究人員兼任第一項、第二項職務，於辦公時間內每週兼職時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兼任

職務合計不得超過四個。 

第一項、第二項之兼任職務及前項之兼職數目，其他法律或本辦法發布施行前，經行政院核定得

支給兼職費個數規定較本辦法更有利者，從其規定。 

第 5 條 

從事研究人員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

之股份，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 

第 6 條 

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兼職，應事先報經學研機構許可。如為機關（構）首長，須經

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學研機構就從事研究人員之兼職及技術作價投資，應與企業、機構或團體約定收取回饋金及收取

之比例、上限。 

 

第 7 條 

學研機構應就依本辦法之兼職或技術作價投資建置迴避及資訊揭露之管理機制，包括適用範圍、

應公開揭露或申報事項、審議程序及通報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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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研究人員應就其與企業、機構或團體間業務往來、財務關係等相關資訊，主動向學研機構申

報；學研機構應就所申報之資訊，妥為保管。 

第 8 條 

從事研究人員於兼職期間及終止後二年內，應迴避與原兼職企業、機構或團體、其關係企業間有

關採購或計畫審查之業務。但其迴避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上級主管機關同意

後免除之。 

學研機構知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該從事研究人員迴避。 

從事研究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向學研機構申請其迴避；如為機關

（構）首長時，向上級主管機關申請。 

第 9 條 

學研機構應定期檢討評估，從事研究人員之兼職對本職工作影響情形、促進學術與產業之效益等

事項。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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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二、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設置要點」條

文案，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教育部暨所轄專科以上學校及直轄

市申評會主席聯席會議手冊辦理。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附件。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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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總說明 
 

依據教育部 106年 5月 12日「106年度教育部暨所轄專科以上學校及直轄市申評會主席聯席

會議」中之案例指示事項配合修正。（第二點第一項第五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逐條說明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二 、 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均為

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校長遴聘

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十一

人：各學院各遴薦男、女各

一人，進修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師資培育中心遴薦一

人。 

(二)本校行政人員代表一人：由

校長指定行政人員（含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一人擔任

之。  

(三)校外教育學者代表一人：遴

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專任教

師擔任。 

(四)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人：

商請高雄市教師相關組織遴

薦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人：遴

聘社會公正人士擔任之。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

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申評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 、 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均

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校長

遴聘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十

一人：各學院各遴薦男、

女各一人，進修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遴薦一人。 

(二)本校行政人員代表一人：

由校長指定行政人員（含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一人

擔任之。  

(三)校外教育學者代表一人：

遴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專

任教師擔任。 

(四)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

人：商請高雄市教師相關

組織遴薦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人：

本校法律顧問一人擔任。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

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  

申評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依據教育部 106年 5

月 12日「106年度教

育部暨所轄專科以上

學校及直轄市申評會

主席聯席會議」中之

案例指示事項配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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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6年 1月 17 日本校校務會議制定  

教育部 86.2.14 台（86）申字第 86013568號同意核定  

94年 6月 18 日本校校務會議修正  

教育部 94.7.15 台申字第 0940098509 號同意核定  

100年 1月 7 日本校校務會議修正 

105年 12月 23日本校校務會議修正 

 

一、為保障本校教師權益及處理教師申訴事項依教師法、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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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十一人：各學院各遴薦男、女各一人，進修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遴薦一人。 

(二)本校行政人員代表一人：由校長指定行政人員（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一人擔任之。  

(三)校外教育學者代表一人：遴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擔任。 

(四)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人：商請高雄市教師相關組織遴薦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一人：本校法律顧問一人擔任。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前項主席因故不能主持會

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四、有關本校申評會辦理教師申訴及評議相關事項，悉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辦理。 

五、有關軍訓教官申訴及評議相關事項，另增設軍訓教官代表一人擔任委員。 

 六、申評會設置要點，經本校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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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擬修訂本校「科技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要點」乙案，提

請 討論 。 

科技學院 1. 本案經本院 106年 3月 21日 105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106年 4

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

務會議暨本校 106年 5月 17日 105學

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2. 檢附修正對照表暨修正後要點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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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技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案重大事項案件，所屬學系、

研究所教評會所作之決議，如

事證明確與法令規定顯然不合

或顯有不當時，本委員會得逕

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案，所屬學系、研究所教評會

所作之決議，如事證明確與法

令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

時，本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

變更之。 

 

一、依據 105.12.23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六條第二款修正： 

第六條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教師之

基本權益及尊重大學自主之衡

平原則，院教評會有關教師重

大事項案件之決議如事證明

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

法令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

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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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技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後） 
92.11.20  92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92.12.24  92學年度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 

96.01.11  95學年度第 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96.01.11  95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96.07.11  95學年度第 8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06.18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4 .06 月 25 日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25  104學年度第 1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12.23  104學年度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12.31  104學年度第 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5.01.05  104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01.13  104學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5.03.02  104學年度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6.03.21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6.04.13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05.17 10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一、本學院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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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

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設置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除本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外，各系所分別推選副教授（含）以上教師代

表一人共十一人組成。本委員會由院長擔任主席，各委員任期一年，各系所推選之委員不得

連任，其職權行使至下屆委員產生日期為止。 

三、本委員會審查本學院各系所提送之專、兼任教師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及其他相關

人事事項，各委員對於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之案件，應作迴避。審議升等案件時，

委員之職級須高於申請升等審查之教師職級，若委員人數不足七人時，依本校教評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規定，依行政程序簽准補足。 

四、本委員會不定期召開，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審查案件有異議時，以無

記名投票決定之，並以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五、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建議案件，應續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六、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案重大事項案件，所屬學系、研究所教評會所作之決議，如事

證明確與法令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本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七、本學院所屬各系（所）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系（所）

教評會議、系（所）務會議、院教評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八、本要點經本學院院教評會議、院務會議、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行政會議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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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校中午時間加班

時數調移寒暑休延長

工時補休制度是否仍

予維持或暫停，提請

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本校 106年 4月 12日第 6次行政

會議決議辦理。 

2. 前開會議決議: 

(一)請各單位主管及人事室要求與落實 

每日中 午 1：00 上班 （加班半小

時），105學年度暑假期間（106 /6/25 

-106/7/31）暫予維持暑休制度 。 

(二)6月份再提行政主管會報及行政會

議併節能減碳制度做通盤評估檢討。 

3. 為配合節能減碳，本校周一至周五工作

日每日加班 30分鐘，所加班時數統一

於寒暑假延長工時補休，補休天數寒暑

假合計約 15天，先予敘明。 

4. 本案經洽詢他校作法，目前計有中山(3

月 1日起)、中正(下學年度)、中興(2

月 1日起)停止午間加班，惟仍有諸多

學校照常，茲分析其如下，供併同審

議： 

(一)維持與停止均需面臨勞基準法有關

加班費及不休假加班費支付之規定，惟

如維持則可控制每月加班時數之上限由

原 46小時修正為 36小時本校系統控制

為 30小時，爰以大部分學校仍以維持

居多，並觀察一例一休後續修法事宜。

(先扣除每日加班 0.5小時每月約 10小

時) 

(二)經洽詢總務處營繕組評估取消節能

減碳寒暑假週五統一排休將增加電費新

台幣 160萬元。 

(三)人事室於 5月、6月中午加班時間

抽查和平校區、燕巢校區行政單位及院

所出勤狀況均符合規定無缺勤之情況。 

5. 本案如經審議: 

(一)停止寒暑休延長工時補休制度: 

即停止午休加班 0.5時數，中午休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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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間為 12:00-13:30分，並核算自 106年

1月 11起至核定日每人午休加班得補休

時數(扣除寒休 4日及 7月暑休 4天)，

自 106年 8月 1日起寒暑假依政府行政

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停止補休制度。 

(二)維持寒暑休延長工時補休制度: 

維持午休加班 0.5時數，中午休息時間

為 12:00-13:00分。 

1.職員:援例於寒暑統一排休及另依核

定天數自行排休。(加班時數統計至 106

年 12月 31日止 

2.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援例於寒暑統

一排休(加班時數不足者鼓勵以休假或

單位自行調整為值班留守人員)，不另

自行排休。 

3.茲因勞基法規定雇主不得片面規定勞

工加班工作後僅能選擇補休,援以不得

預先排定補休,以致加班時數不得先行

核計至年底,惟所累積之加班時數則可

用於寒假,自 107年 1月 1日起職員及

適用勞基法人員則可一體適用。 

6.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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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五、擬修訂本校現行車

輛行駛暨停放校區管

理辦法第三、四、十

八條之規定。 

總務處 1. 本案業經 106年 5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2次車輛管理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2. 修訂第三條：因本校經年已由學務長兼

軍訓室主任，以免委員名額重覆予以刪

除。 

3. 修訂第四條：新增列：教職員工具有多

重身分者，由其個人選擇一種身分辦理

車證，每人每種車證僅能辦理一張。 

4. 修訂第十八條：日前燕巢校區時有學生

機車違規停放致遭拖吊而拒絕繳交罰款

並逕行將機車行駛離開，對於同樣違規

停車遭受拖吊而繳交罰款者而言缺乏公

平性，為確保申請停車證者之公共利

益，擬修訂現行管理辦法之規定。 

5. 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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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車輛行駛暨停放校區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車輛管理委員會掌理有關車輛管理事

項之審議，其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總務長（兼召集人）。 

二、學務長。 

三、進修學院院長。 

四、主計主任。 

五、事務組組長。 

六、生活輔導組組長。 

七、進修學院綜合服務組組長。 

八、駐衛警察隊小隊長。 

九、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代表各一

人。 

十、職員代表一人。 

十一、工友代表一人。 

十二、學生會及學生議會之和平校區

及燕巢校區代表各一人。 

十三、大學部各學院學生代表、進修

學院學生代表及研究所學生代表

等各一人。 

本辦法所規範及車輛管理委員會決議

之事項，由總務處事務組負責執行。 

第三條 

車輛管理委員會掌理有關車輛管理事

項之審議，其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總務長（兼召集人）。 

二、學務長。 

三、進修學院院長。 

四、軍訓室主任。 

五、主計主任。 

六、事務組組長。 

七、生活輔導組組長。 

八、進修學院綜合服務組組長。 

九、駐衛警察隊小隊長。 

十、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代表各一

人。 

十一、職員代表一人。 

十二、工友代表一人。 

十三、學生會及學生議會之和平校區

及燕巢校區代表各一人。 

十四、大學部各學院學生代表、進修

學院學生代表及研究所學生代表

等各一人。 

本辦法所規範及車輛管理委員會決議

之事項，由總務處事務組負責執行。 

 

 

 

 

 

 

 

一、 因本校經年已由

學務長兼軍訓室

主任，以免委員

名額重覆予以刪

除。 

二、 以下條號順遞變

更。 

第四條 

申請通行車證之資格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不含離退人員

及非學位班學生）、行政助理及

全職工讀生。 

二、本校附中教職員工（汽車每學年

限 30張）。 

三 、 長 期 借 用 本 校 場 地 之 機 關

（構）、駐校或到校洽公之廠

商。 

四、本校俱樂部之會員。 

五、居住校區宿舍內之退休人員等。 

同一類別之通行車證，每人限申請一

張，教職員工具有多重身分者，由其

個人選擇一種身分辦理車證，每人每

第四條 

申請通行車證之資格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不含離退人員

及非學位班學生）、行政助理及

全職工讀生。 

二、本校附中教職員工（汽車每學年

限 30張）。 

三 、 長 期 借 用 本 校 場 地 之 機 關

（構）、駐校或到校洽公之廠

商。 

四、本校俱樂部之會員。 

五、居住校區宿舍內之退休人員等。 

同一類別之通行車證，每人限申請一

張。惟在燕巢校區上班之本校教職員

工，得增辦一張機車或單車通行車

 

 

 

 

 

 

 

 

 

 

 

 

教職員工具有多重身

分者，由其個人選擇

一種身分辦理車證，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84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種車證僅能辦理一張。惟在燕巢校區

上班之本校教職員工，得增辦一張機

車或單車通行車證，限放燕巢校區。 

證，限放燕巢校區。 每人每種車證僅能辦

理一張。 

第六條 

通行車證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教職員工（含附中教職員工）、

行政助理、全職工讀生、居住校區宿

舍內之退休人員： 

（一）一學年：汽車 1,800元、機車

700元（燕巢 500元）、單車 200

元。 

（二）一學期：汽車 1,00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100

元。 

二、兼任教師：限授課或執行公務時

停放。 

（一）一學年：汽車 1,060元、機車

700元（燕巢 500元）、單車 200

元。 

（二）一學期：汽車 53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100

元。 

三、日夜間部學生： 

（一）一學年：汽車 2,000元、機車

700元（燕巢 500元）、單車 200

元。 

（二）一學期：汽車 1,06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100

元。 

四、週末班學生、長期借用本校場地

之機關（構）人員及駐校或到校洽公

之廠商：比照日夜間部學生收費，並

限上課或執行本校相關業務時停放。 

五、社團指導教師：限指導社團當日

始可停放 

一學年：汽車 1,060元、機車 350元

（燕巢 250元）、單車 100元。 

六、俱樂部會員：限俱樂部活動時間

始可停放 

一學年：汽車 2,820元。 

七、暑期班學生：限使用至當年度 12

第六條 

通行車證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教職員工（含附中教職員工）、

行政助理、全職工讀生、居住校區宿

舍內之退休人員： 

（一）一學年：汽車 1,800元、機車

700元（燕巢 500元）、單車 400

元。 

（二）一學期：汽車 1,00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200

元。 

二、兼任教師：限授課或執行公務時

停放。 

（一）一學年：汽車 1,060元、機車

700元（燕巢 500元）、單車 400

元。 

（二）一學期：汽車 53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200

元。 

三、日夜間部學生： 

（一）一學年：汽車 2,000元、機車

700元（燕巢 500元）、單車 400

元。 

（二）一學期：汽車 1,06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200

元。 

四、週末班學生、長期借用本校場地

之機關（構）人員及駐校或到校洽公

之廠商：比照日夜間部學生收費，並

限上課或執行本校相關業務時停放。 

五、社團指導教師：限指導社團當日

始可停放 

一學年：汽車 1,060元、機車 350元

（燕巢 250元）、單車 200元。 

六、俱樂部會員：限俱樂部活動時間

始可停放 

一學年：汽車 2,820元。 

七、暑期班學生：限使用至當年度 12

目前本校腳踏車收

費金額遠高於高雄

地區各大學，希望

能調降單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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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月底止。 

汽車 1,06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100元。 

月底止。 

汽車 1,060元、機車 350元（燕巢

250元）、單車 200元。 

 

 

 

第十八條： 

車輛違規處理如下： 

一、違反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者除沒

入其車輛通行證及偽造、變造或

複製之車證，罰車證費用五倍

外，且自查獲之日起停止其申請

任何通行證權利三年，並視違規

情節之輕重由相關單位執行警告

(申誡)一次以上之處分。 

六、對於違規停放車輛，處理方式如

下：違規停放者，立即拖吊處

理，汽、機車領車費用新台幣

300元、單車新台幣 100元，逾

10天(含)以上領回者加收新台幣

100元。 

車輛經告發違規停放日起 10日

內，未繳交領車費用並將車輛取

回者，經催繳仍拒為繳交者，並

自查獲日起未依限繳清違規領車

費用者，取消其汽、機車通行

證，不得再行申請任何通行車證

停權處分。如經停權處分事後再

行繳交者，自即日起停止其停權

處分。 

第十八條： 

車輛違規處理如下： 

一、違反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者除沒

入其車輛通行證及偽造、變造或

複製之車證，罰車證費用五倍

外，且自查獲之日起停止其申請

任何通行證權利三年，並視違規

情節之輕重由相關單位執行警告

(申誡)一次以上之處分。 

六、對於違規停放車輛，處理方式如

下：違規停放者，立即拖吊處

理，汽、機車領車費用新台幣

300元、單車新台幣 100元，逾

10天(含)以上領回者加收新台幣

100元。 

 

 

 

 

 

 

 

 

 

 

 

 

 

 

 

 

 

為確保申請本校停車

證者之公眾利益，避

免少數人違規停放車

輛，亦不繳交罰款損

害多數人的權益，擬

增修現行管理辦法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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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六、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學生事務會議

設置要點」，請討

論。 

學生事務

處 

1. 配合學校組織規程及相關事項修訂之。 

2.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 

3. 檢附現行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事

務會議設置要點」供參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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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六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條文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二、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議學生事務規章。 

(二)審議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

畫。 

(三)處理學生重大獎懲及相關事

項。 

(四)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指導。 

(五)其他與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二、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議學生事務規章。 

(二)審議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

畫。 

(三)處理學生重大獎懲與申訴後事

項。 

(四)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指導。 

(五)其他與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三、本會由學生事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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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修學院院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

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由校長聘請教師五至十五名

與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學生

會代表一名、學生議會代表一名及

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名，共同組成

之。 

三、本會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實習輔導處處長、進修學

院院長、各學院院長、體育室主

任、軍訓室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

任為當然代表，由校長聘請教師五

至十五名與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

表，學生自治會之學生會、學代會

代表各一名及各學院代表各一名組

成之。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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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 

84年 9月 30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3 年元月 9日 92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4 年 3 月 9 日 93 學年度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14 日 94學年度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16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修正會議 

98 年 6 月 17 日 97學年度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19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議學生事務規章。 

   (二)審議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處理學生重大獎懲與申訴後事項。 

   (四)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指導。 

   (五)其他與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三、本會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實習輔導處處長、進修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體育

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代表，由校長聘請教師五至十五名與出席校

務會議之學生代表，學生自治會之學生會、學代會代表各一名及各學院代表各一名組成之。 

四、本會由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處秘書為執行秘書。 

五、本會每學期召集會議一次，必要時可召集臨時會議或專案會議。 

六、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副校長列席指導及有關人員列席。 

七、本會得設各分組並由校長聘請教師代表，從事與本會職責有關專題研究與報告提會供各代表

參考，專案研究經費得由學生事務處經費項下勻支。其分組如下： 

    (一)學生心理及行為輔導。 

    (二)學生自治組織活動及課外活動輔導。 

    (三)學生體育活動輔導。 

    (四)學生衛生保健工作輔導。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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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七、訂定「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弱勢原住民學

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草案如附件，請討

論。 

學生事務

處 

1. 為協助本校弱勢原住民學生順利完成學

業，給予生活補助，以減輕其就學負

擔，使其在課業上無後顧之憂，安心努

力向學，特訂定本要點。 

2. 本案經 106年 5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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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原住民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 
 

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協助本校弱勢原住民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給予生活補

助，以減輕其就學負擔，使其在課業上無後顧之憂，安心努力向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時間：每年 10月由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辦理。 

三、 獎勵名額及金額： 

(一)每學年獎勵新生 1名，舊生 4名，每名新台幣 6,000元，共計核發 30,000元。 

     (二)若新舊生申請人數未達獎勵名額時，兩者間獎勵名額得相互流用之。 

四、 申請資格: 

(一)就讀本校大學部在籍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但不含延畢生。 

(二)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獎助學金。 

(三)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限舊生) 

(四)前一學年無記過以上之處分。(限舊生) 

五、申請文件： 

     (一)申請書 1份。 

     (二) 原族民族身分證明文件 1份。 

     (三) 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1份。 

     (四) 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成績單 1份(舊生)。 

     (五) 入學成績證明 1份(新生)。 

六、錄取原則: 

    (一)新生：依入學成績擇優核發，但以低收入戶為優先。 

    (二)舊生： 

        1、先以低收入戶學生班級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擇優核發。 

        2、前者如有餘額，再以中低收入戶學生班級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擇優核發。 

        3、若班級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相同者，以操行成績評比之。 

七、經費來源：由學生就學獎補助金支應。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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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八、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學生申訴處理

辦法」，請討論。 

學生事務

處 

1. 依據本校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

推行委員會議之決議辦理。 

2. 教育部辦理 106年度「大專校院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之書面審查

項目中，有一項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

申訴服務」其評分標準為：需提供佐證

資料，如相關宣導工作、申訴辦法規定

等。 

3. 經查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 5條

規定，「各級學校為處理特殊教育學生

申訴案件，除特殊教育學校準用前條規

定辦理外，應由學校原設之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中，增聘特殊教育學者專家、

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

專業人員擔任委員」。擬配合於本校現

行辦法第 5條有關申評會委員之組成方

式修正之。 

4. 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 

5. 本案經 106年 5月 19日 105學年第 2

次學生事物會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及

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部核定。 

6. 檢附現行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申訴

處理辦法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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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八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評會之組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置委員十七或十九人，由校長

遴聘之，其中應有本校學生自

治會代表擔任委員；未兼行政

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數

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應有法律、教育、心理或特殊

教育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之代表或負

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

員，不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第四條    

申評會之組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置委員十七人，由校長遴聘

之，其中應有本校學生自治會

代表擔任委員；未兼行政職務

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

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應有法律、教育、心理學者專

家擔任。 

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之代表或負

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

員，不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配合第五條修正

委員人數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評會委員由下列人

員組成之： 

一、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 11人：

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2人（男

女各 1人），通識教育中心及師

資培育中心輪流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二、法律專業人士 1人：由本校法

律顧問擔任。 

三、教育專業人士 1人：由教育學

系推薦。 

四、心理諮商專業人士 1人：由輔

導與諮商研究所推薦。 

五、職員代表 1人：由本校職員同

仁推選。 

六、學生自治會代表 2人：由學生

自治會推薦 (男女各 1人)。 

申訴人為特殊教育學生時，增聘特

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

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 2

人(男女各 1人)擔任委員。 

另就申訴案之性質，得邀請有關之

學者專家或專業輔導人員列席會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評會委員由下列人

員組成之： 

一、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 11人：

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2人（男

女各 1人），通識教育中心及師

資培育中心共同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二、法律專業人士 1人：由本校法

律顧問擔任。 

三、教育專業人士 1人：由教育學

系推薦。 

四、心理諮商專業人士 1人：由輔

導與諮商研究所推薦。 

五、職員代表 1人：由本校職員同

仁推選。 

六、學生自治會代表 2人：由學生

自治會推薦 (男女各 1人)。 

就申訴案之性質，得聘請有關之學

者專家列席會議，提供諮詢。 

配合特殊教育學

生申訴服務辦法

第 5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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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供諮詢。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行政會議

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增加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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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95.6.16 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5.7.6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099604 號函同意核定 

97.1.11 本校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3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11553 號函同意核定 

98.1.9 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0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9279 號函同意核定 

101.1.6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2.21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1010027508 號函修正核定 

 

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據大學法第 33 條第 4 項、

教育部 100.6.8 臺訓（一）字第 1000068208C 號函訂定之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

申訴案處理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31 條之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

向本校提起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本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第三條  本校為處理申訴人所提申訴案件，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

會），評議申訴案件。  

           前項申評會，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為申評會執行秘書， 負責相關行

政作業。並於學生輔導中心設置專線協助輔導。 

第四條  申評會之組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置委員十七人，由校長遴聘之，其中應有本校學生自治會代表擔任委員；未

兼行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應有法律、教育、心理學者專家擔任。  

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之代表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不 

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評會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 11 人：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2 人（男 

女各 1 人），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 培育中心共同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二、法律專業人士 1 人：由本校法律顧問擔任。 

三、教育專業人士 1 人：由教育學系推薦。 

四、心理諮商專業人士 1 人：由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推薦。 

五、職員代表 1 人：由本校職員同仁推選。 

六、學生自治會代表 2 人：由學生自治會推薦 (男女各 1 人)。 就申訴案之性質，

得聘請有關之學者專家列席會議，提供諮詢。 

第六條  申評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中委員辭職或出缺，由原推薦單位重新推薦之。 

校外委員得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七條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為會議召集人。  

第八條 申評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定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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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  

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會議時，不得委託代理。 

第九條     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申請對該案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之。 委員對申訴

案件自認有利害關係時，亦得申請迴避。申請同意與否，由申評會主席決定之。 

第十條 申訴人就同一案件向本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原則。 

第十一條  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不服

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

起申訴。申訴書應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 於其原因消

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申評會申請受理評議。 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

年者，不得為之。 

第十二條  本校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

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

申訴案，不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不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 日內補正。

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第十三條 本校處理申訴案件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至五

人為原則為之。 

第十四條 申訴提起後，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申訴人得撤回申訴。 

第十五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校，由本校轉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前項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

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案件全部

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律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

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不適用前二

項規定。 

第十六條  申訴案件之評議以不公開為原則。 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人、原單位之代表

及關係人到會說明或陳述意見。 

第十七條  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申訴

人基本資料應予以保密，必要時予以 輔導。 

第十八條   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本校得依職權或依

學生書面之申請，使學生繼續在學校肄業。 

           本校收到前項學生提出之申請者，應徵詢申訴案件處理單位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

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九條 依前條規定在校肄業之學生，本校除不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二十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不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書，

其內容得不記載事實。 

前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第 23 條第 1 項或第 24 條規定，記載不服申訴評議決定之

救濟方法。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96 
 

第二十一條 評議決定書應依申評會之組織及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  

           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位。原為懲處、措施

或決議之單位認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行者，應於七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及理

由，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並以一次

為限。 

第二十二條 評議決定經核定後，本校應依評議決定執行。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 

    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8 條及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5 條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行政處分，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定者，得自申訴評議書

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本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本校向教育部提

起訴願。  

            本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教育部。申

訴人就學校所為之行政處分，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教

育部應將該案件移由本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二十四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行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不

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二十五條 訴願決定或行政訴訟判決撤銷本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故

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本校應保留其學

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二十六條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或於學校網頁，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

能。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8 

條第 2 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二十七條 申評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編列預算支應。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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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學生團體保險

要點」，請討論。 

學生事務

處 

1. 依教育部 91年 1月 31日臺(91)訓(二)

字第 91009474號函、91年 4月 25日臺

(91)訓(二)字第 91047588號函、105年

7月 11日臺教高(四)字第 1050089030

號函及 96年 3月 19日臺訓(二)字第

0960038414號函辦理。 

2. 教育部函示，請國立大專校院於校務基

金年度預算先編入學生團體保險補助經

費，並直接交付保險公司。學校預算部

分補助每生每學年 100元，全額補助對

象(免繳學雜費學生及原住民身分學生)

每生每學年最高補助 313元。各類學生

減免學雜費項目不包括代辦費及使用

費，因學生團體保險費屬代辦費，不列

入學雜費減免項目。並請依大學法第 34

條規定，明訂學生團體保險之範圍、金

額、繳費方式、期程、給付標準、權利

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

定，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3.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 

4. 本案經 106年 5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續提行政會

議討論。 

5. 檢附現行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團體

保險要點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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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九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法規名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團體保險

辦法 

[法規名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團體保險

要點 

法規名稱修正，以符

合體例。 

第一條  

本校為謀補助學生因疾病或遭遇

意外事故時，家庭所受經濟上之

損失，發揮社會救助之功能，特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配合政府照顧學生，發揮社會

救助之功能及謀補償學生因疾病

或遭遇意外事故時家庭所受經濟

上之損失，特訂定本要點。 

依據教育部頒佈之

「公私立大專校院辦

理學生團體保險作業

原則」修正。 

第二條  

本校具正式學籍學生（含教育實

習學生）均得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 

如選擇不參加本保險者，本校不

予補助，並需由家長或監護人簽

署同意書。 

第二條 保險對象 

一、 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生

及休學生 

二、 本校實習生及實習教師：採

自由加保制。 

三、 本校在職進修碩士班學生:

採自由加保制。 

目前已無實習生及實

習教師制度，擬配合

實就處教育實習學生

用語。 

第三條 

本保險由本校依政府採購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招標，擇保險費最低

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本校校

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人，被

保險人學籍資料所載之法定監護

人或其家長或法定繼承人為受益

人。 

第三條  

本校以公開招標方式擇保險費最

低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本校

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人。 

文字修正，更為明

確。 

第四條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

至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療

者，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之給付

項目（詳細以實際訂定合約為

準）。 

第四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

故，致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

療者，均屬保險責任範圍（以實

際訂定合約為準）。 

文字修正，更為明

確。 

 

第五條  

被保險人之保險費以本校學生團

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金額為

準。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本

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之規定，

由本校校務基金補助每人每學期

100 元(分上下學期，每學期 50

元)，其餘被保險人分二次繳納，

第五條 保險金額及繳費方式 

一、被保險人之保險費以本校學

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金

額為準。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

費，本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

之規定，其餘由被保險人分二

次繳納，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

納二分之一。 

依教育部函文規定之

學校補助金額納入條

文，更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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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

一。 

下列免繳保險費之被保險人，應

由本校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造

具名冊留存學校，予以全額補

助，惟依教育部規定，由本校校

務基金補助每人最高 313 元(分上

下學期，每學期 156.5 元)，補助

金額以外不足部分，仍由被保險

人負擔：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包括低

收入戶學生、重度、極重度

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度、極重

度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惟

不含公費生）。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 

二、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

核其有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

規定之最高金額補助，但下列

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核其有

關證明文件，造具名冊留存學

校，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金額

補助： 

１、免繳學雜費之學生（包括低

收入戶學生、重度、極重度身

心障礙學生及重度、極重度身

心障礙人士之子女，惟不含公

費生）。 

２、原住民身分學生。 

第六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上學期自每年 8

月 1 日零時起至翌年 1 月 31 日

24 時止，下學期自每年 2 月 1 日

零時起起至 7月 31日 24時止。 

凡參加本保險之學生，上學期在 8

月 1 日以後及下學期在 2 月 1 日

以後註冊繳納保險費者，保險效

力仍溯至 8 月 1 日及 2 月 1 日起

生效。 

學生中途喪失學籍者，保險效力

至該學期終止之日 24 時止；應屆

畢業生延至 7 月 31 日以後畢業

者，於繳納保險費後，其保險效

力至畢業之日終止 24時止。 

有學籍之學生休學時，如欲參加

本保險，應繼續交付保險費參加

保險，並由要保人將休學學生姓

名、學號等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

查，保險有效期間仍至該學期結

束。 

第六條 保險生效日期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保險單上所載

期間之始日零時起至終日 24時

止。凡參加本保險之學生，註冊

繳納保險費上學期在 8月 1日以

後及下學期在 2月 1日以後者，

保險效力仍溯至 8月 1 日及 2月

1日起生效；應屆畢業生延至 7月

31日以後畢業者，其保險效力至

畢業之日終止。 

 

第七條 

有學籍之學生休學時，應繼續交

付保險費參加保險，並由要保人

將休學學生姓名、學號等資料通

知承保機構備查，保險有效期間

仍至該學期結束。 

1. 文字修正，更為

明確。 

2. 增列部分事項之

時效規範。 

 第八條 給付標準 

一、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

死亡者，承保機構應給付「身故

保險金」。 

1.刪除條文 

2.規定於保險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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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二、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

內，因遭受校園意外傷害事故，

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180

日以內死亡者，承保機構應給付

「校園意外身故保險金」。 

三、被保險人在契約有效期間內

經醫院診斷確定第一次罹患癌症

者，承保機構依契約之約定給付

「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其給

付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

金」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

給付保險金。 

一、受益人的故意行為，但其他

受益人仍得申領全部保險金。 

二、被保險人之故意自殺行為。 

三、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四、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被執行

死刑。 

五、被保險人因刑案拒捕致死或

殘廢者。 

六、被保險人因案執行而越獄致

死或殘廢者。 

1.刪除條文 

2.規定於保險契 

  約 

 第十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

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或以

門診方式治療者，不給付保險

金。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包括

自殺或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因非法吸食或施打

麻醉藥品。 

1.刪除條文 

2.規定於保險契約 

 第十一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

而住院診療或以門診方式治療

者，不給付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

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精成分

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二、戰爭（不論宣戰與否）、內

亂及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 

三、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

1.刪除條文 

2.規定於保險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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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的爆炸、輻射、污染或灼傷。 

四、美容手術、外科整形或天生

畸形。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

致之必要外科整形，不在此限。 

五、非因治療目的之牙齒手術。

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

不在此限。 

六、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

鏡、助聽器其他附屬品者。但因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

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七、健康檢查、醫療或靜養。 

八、懷孕、流產或分娩。但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療行為

必要之流產，不在此限。不孕

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

之避孕及絕孕手術。 

九、掛號、診斷書、運送傷患、

病房陪護或指定醫師等費用。 

十、未領有醫師執業執照之醫

療。 

第七條 

本校應於每學期註冊時，在收取

學生代收費用收據增列「保險

費」一項，併同學雜費收取，並

於收取後將保險費彙總交付承保

機構或其指定機構，由承保機構

摯發保險費收據，交由本校存

執。 

 1.新增條文 

2.於收據明示收費項

目。 

第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行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核定保

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法令

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財政部核

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

法令辦理。 

中央主管單位已變

更。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行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增列法規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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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要點 
96.6.13 95 學年度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政府照顧學生，發揮社會救助之功能及謀補償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時家庭

所受經濟上之損失，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保險對象 

一、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生及休學生。 

二、本校實習生及實習教師：採自由加保制。 

三、本校在職進修碩士班學生：採自由加保制。 

第三條 本校以公開招標方式擇保險費最低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本校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

要保人。 

第四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療者，均屬保險責任範圍

（以實際訂定合約為準）。 

第五條  保險金額及繳費方式 

一、被保險人之保險費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金額為準。被保險人應繳之

保險費，本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之規定，其餘由被保險人分二次繳納，於每學期

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 

二、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金額補助，但

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造具名冊留存學校，依教育部規定

之最高金額補助： 

１、免繳學雜費之學生（包括低收入戶學生、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度、

極重度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惟不含公費生）。 

２、原住民身分學生。 

第六條 保險生效日期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之始日零時起至終日 24 時止。凡參加本保險之學生，

註冊繳納保險費上學期在 8月 1日以後及下學期在 2月 1日以後者，保險效力仍溯至 8

月 1 日及 2月 1日起生效；應屆畢業生延至 7月 31日以後畢業者，其保險效力至畢業

之日終止。 

第七條 有學籍之學生休學時，應繼續交付保險費參加保險，並由要保人將休學學生姓名、學號

等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查，保險有效期間仍至該學期結束。 

第八條 給付標準 

一、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死亡者，承保機構應給付「身故保險金」。 

二、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校園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

起 180日以內死亡者，承保機構應給付「校園意外身故保險金」。 

三、被保險人在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診斷確定第一次罹患癌症者，承保機構依契約之

約定給付「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其給付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給付保險金。 

一、受益人的故意行為，但其他受益人仍得申領全部保險金。 

二、被保險人之故意自殺行為。 

三、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四、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被執行死刑。 

五、被保險人因刑案拒捕致死或殘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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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保險人因案執行而越獄致死或殘廢者。 

第十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或以門診方式治療者，不給付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包括自殺或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因非法吸食或施打麻醉藥品。 

第十一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或以門診方式治療者，不給付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精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

準者。 

二、戰爭（不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 

三、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輻射、污染或灼傷。 

四、美容手術、外科整形或天生畸形。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必要外科整形，不

在此限。 

五、非因治療目的之牙齒手術。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六、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其他附屬品者。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

者，不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七、健康檢查、醫療或靜養。 

八、懷孕、流產或分娩。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療行為必要之流產，不在此限。

不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孕手術。 

九、掛號、診斷書、運送傷患、病房陪護或指定醫師等費用。 

十、未領有醫師執業執照之醫療。 

第十二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財政部核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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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建請修正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行事

曆，如說明，請討

論。 

學生事務

處 

1. 因本校 106學年度學生體檢日期與其他

學校或公司體檢日期衝突，以致於無醫

療院所可承辦本校學生健康檢查業務，

故擬修正本校學生體檢日期。 

2. 原訂 106學年度第 1學期行事曆體檢日

期及時間如下： 

106年 9月 7日上午：和平校區大學部

新生及轉學生急救研習、燕巢校區性教

育(含愛滋病)宣導及志工訓練課程 

106年 9月 7日下午：燕巢校區大學部

新生及轉學生急救研習、和平校區性教

育(含愛滋病)宣導及志工訓練課程 

106年 9月 8日上午：兩校區大學部新

生及轉學生實施體檢。 

3. 修正 106學年度第 1學期行事曆體檢日

期及時間如下： 

106年 9月 7日上午：兩校區大學部新

生及轉學生實施體檢 

106年 9月 7日下午：和平校區大學部

新生及轉學生急救研習、燕巢校區性教

育(含愛滋病)宣導及志工訓練課程 

106年 9月 8日上午：燕巢校區大學部

新生及轉學生急救研習、和平校區性教

育(含愛滋病)宣導及志工訓練課程 

4. 本案經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後，請教務處

配合修正 106學年度第 1學期行事曆，

並公告之。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105 
 

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二一、本校與上海長頸鹿

投資有限公司簽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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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用

兩地信件往來辦理校級簽約用印，並已

於 4月 28日完成書面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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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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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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二二、本校與韓國東國大

學續簽學術交流合作

書案，請 討論。 

國際事務

處 

1. 東國大學於 1906年創建，1946年升格

為大學，是韓國的一所私立綜合大學，

也是唯一一所佛教大學，校本部位於韓

國首爾市南山公園森林附近，和慶尚北

道慶州市。學校設有佛教學院、法學

院、生命科學院、藝術學院、文學院、

教育學院與理工學院等，迄今已培養了

25萬名優秀的校友。 

2. 本校與東國大學始於 2008年建立姊妹

校，兩校返來密切，幾乎每學期均互送

學生免費交換研修，後續並有本校國文

系與東國大學中文系、本校體育系與東

國大學社會體育學系、本校英語系與東

國大學英語系簽署 2+2雙聯學制合作

書，並實際有互送學生雙聯研修 

3.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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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大韓民國東國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書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大韓民國東國大學雙方基於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友好合作之原則，
建立雙方學術研究與交流之合作關係，冀期共同推動具備國際視野之師資、專門人材培育，促進
學術、文化水準之提昇，簽訂本合作書。 

 

雙方合作如下： 

一、學術交流： 

1. 教職員交流：利用寒暑假期間，以一個月為限，兩校可以相互派遣教授、教職員進行學術

交流。在相關業務的處理上，如交流期間的住宿由兩校盡力安排與協助。在對等的基礎上，
諸如交流教授、教職員的人數，以及停留時間和待遇等問題，在交流正式實施前由雙方協
商細部問題。 

2. 學生交流細則： 

（1）雙方每年選派 3 名學生到對方學校進行交流，為期至多一年。（如單方選拔交換生
未達既定人數時，該校隔年自動追加選拔人數。） 

（2）交換學生由各自學校校內斟酌後，再由邀請大學決定最終人選發給入學許可，雙方
應在指定的期限內完成入學申請事宜。 

（3）交換學生不需於交換學校繳交學費。於交換學校之住宿費和相關費用由交換學生各
自負擔。兩校交換學生都應加入健康保險。 

（4）交換學生的科系應訂在原科系或相關科系內。 

（5）兩校提供交換學生申辦入國手續所需要的一切行政事宜。 

（6）交換學生在其母校享有學位取得資格，在邀請大學不具備學位取得資格。 

（7）兩校均應為交換學生提供學業成績的評比。 

（8）交換學生應遵守兩國的法令和邀請大學的校規。 

（9）除以上細則之外的詳細事項經雙方協議後決定。 

3. 相互訪問：兩校校長，或交流的相關人士，應在適當的時候互訪，以視察兩校交流成果和
開拓新的交流領域。互訪的費用負擔問題，將在訪問之前由雙方協商後決定。 

二、修改和終止合作： 

在兩校同意的情況下，合作書可以在任何時候修改。提出修改的一方應提前 6 個月以書面形
式通知對方。雙方中任何一方想終止，均需提前 6 個月通知對方。在終止合作前，不得造成
交流項目和相關人的權益損失。 

三、合作有效日期和更新： 

本合作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如需中止，由任何一方於中止前 6 個月通知。 

四、本合作書分別以中文及韓文作成 1 式 2 份，雙方各執乙份保管之，兩種版本均具有同等效力。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吳 連 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 年     月     日 

大韓民國東國大學 
 
校長  韓 泰 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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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二三、本校與印尼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簽署合作

備忘錄、學生與教師

交流案，請 討論。 

國際事務

處 

1.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成立於

1954年，是印尼一所私立大學，位於北

蘇門答臘，現有棉蘭校園與 

Pematangsiantar校園，學校設有醫

學、法律、經濟學、教師培訓與教育、

農業與心理學等科系。 

2. 該校目前積極推動校園國際化，Rev. 

Dr. Pintor M. Sitanggang秘書長與 3

位院長訂於本(5)月 25日蒞校參訪，洽

談兩校合作事宜，如能完成締約，將是

本校第一所位於印尼的姊妹校。 

3. 兩校合作書（草案）如附件，共 3份。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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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of Agreement(Draft)  

on Faculty Exchange 

Between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In order to encourage academic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to advance joint research efforts,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NHU), Indonesia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KNU), Taiwan, agree to 
pursue faculty exchang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 PRINCIPLES 
1.  Faculty exchange will be on a one-to-one basis insofar as possible. 

2.  Exchange faculty members will serve as regular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duly designated 
officer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are subject to the faculty regulations and workload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recogni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normal teaching load varie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the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develop mutually agreeable workload arrangements in each case before a faculty 
exchange will be approved. 

3.  The home institution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aying the salary and benefits of the exchange faculty members. The 
host institution bears no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funds to visiting exchange faculty for any purpose. 

4.  Exchange faculty member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ir home institutions as if they 
were in continuous residence at the institution. 

5.  Except for salary and benefits, visiting exchange faculty shall be accorded the usual faculty privileges by the host 
institutions. 

6.  All exchanges must be approved in writing by the appropriate academic department. 

7.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rdinator of each institution is responsible for orientation for departing and incoming 
faculty and general program administration. 

B. DURATION 
Faculty exchanges may be for one term or semester or for one academic year, as mutually agreed upon. 

C. APPLICATION 
1.  All faculty exchange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Dean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Faculty exchange applications must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rdinator's office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2.  Applications for faculty exchange must be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rdinator's office two months before 
the specified date proceeding the intended academic year of the exchange. 

3.   The home institution sha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 Institutional interest areas of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instructional specialties,  

b. Matching of applicant's qualifications and objectives with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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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vailability of position 
 

D. FACULTY OBLIGATIONS 
1. Exchange faculty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for their own travel expenses. 

2. Exchange faculty is responsible for contracting their own housing accommodations. 

3. The host institution coordinator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possible assistance. 

4. Exchange faculty is responsible for an-aging health insurance while in the host country. 

5. Exchange faculty is required to have health insurance valid in the host country. 

6. Exchange faculty shall report to the host department as well as the host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rdinator upon arrival. 

E. ADDITIONAL ARRANGEMENTS 
Should exchange faculty desire to exchange use of residences or make any other personal arrangements, such 
arrangements ar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bear no responsibility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uch arrangements. 

F. REVISION AND/OR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is subject to revision by mutual consent. It will be in effect for three years form the date of signing. 
It may, however, be renewed for another three-year period if both parties are agreeable to such an extension. These 
extensions may be mad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times.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Ir. Sabam Malau                                               Wu Lien Shang 
Rector                                       President 
Date:        Date:  
 

Witn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Richard Napitupulu, M.T 
Dean 
Faculty of Engineering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v. Dr. Pintor M. Sitanggang 
Secretary General 
NHU Founda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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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Agreement(Draft)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NHU)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KNU), NHU and NKNU hereby enter into the following memorandum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exchange. 

1.  Period of Study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period of stud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a maximum of one (1) year in principle. 

2.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agreed by the universities.  

3.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retain their degree-seeking statu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but shall be non-degree-seeking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4.  Application and Entrance Procedures 
(1) The universities shall establish procedures for the acceptance of exchange students, and the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based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possess language skills 
and other academic abilities at or above a certain level to handle the program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not to permit entrance of exchange students who do not meet the host 
university's entrance requirements. 

(2) The home university shall send dossiers and other necessary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selected exchange 
student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y the designated deadline. 

5.  Acquisi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redits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provid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when 
reques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may recognize credits for courses taken by exchan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at their university. 

6.  Tuition Fees, Etc.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waive examination fees, entrance fees, and tuition fees for exchange students. Various 
other fees shall be borne by exchange students. 

7.  Housing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provide as much support as possible so that exchange students can find affordable, quality 
housing or dormitory, and the fees shall be borne by exchange students. 

8.  University Suppor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provide support to exchange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visa acquisition and various other 
procedures. 

9.  Usage of University Facilities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given the same privileges of university facility usage as degree-seeking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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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Ir. Sabam Malau                        Wu Lien Shang 
Rector                                    President 
Date:           Date:  
 

 
Witn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v. Dr. Pintor M. Sitanggang 
Secretary General 
NHU Founda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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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 議 

二四、本校與澳門城市大

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

提請追認案，請 討

論。 

國際事務

處 

1. 澳門城市大學前身為成立於 1981年的

東亞大學，2011年 2月更名為澳門城市

大學，城大現有學生近 5900名，其中

本科生 4500餘名（76%）、碩士生近

1000名（17%）、博士生 400餘名

（7%）。其中，澳門本地學生 3500餘

名（60%）、內地學生近 2200名

（37%）、（非內地）境外學生近 200

名（3%）。 

2. 城大設有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商學

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育學院、繼

續教育學院、法學院、公開學院、及城

市管理學院，共提供 7個學士學位、7

個碩士學位、4個博士學位的 35種學位

課程。 

3. 該校李樹英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一行

5人於本(5)月 4日蒞校參訪並簽署合作

案，兩校合作書如附件，提請追認。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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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