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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擬訂定本校採購作業授

權相關事宜，提請討

論。 

總務處 1. 本案業經 106.3.29第 6次行政主

管會報審議修正通過。 

2. 依政府採購法第 46、71條暨政府

採購法實施細則第 50、53條辦理

摘錄條文，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作業程序說明表(如附件

一)。並另依 106.02.15本處與主

計室採購作業座談會暨

106.02.24本處組長採購作業授

權會議研議，建請實施辦理。 

3. 修訂「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

覽表(草案)」(如附件二)、｢教

學、行政單位均授權採購金額提

高為五萬(含五萬)元自辦採購」

因應本校各行政單位小額採購。 

4. 修訂為各教學、行政單位均「授

權採購金額為五萬(含)元自辦採

購」，其相關核定均授權由教學

單位由學院主管、行政單位由一

級主管、各中心單位由所屬副校

長，核定議價授權採購，自行辦

理採購作業，主計單位依法作書

面監辦，已利採購之作業時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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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惟本校各單位授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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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即日起施行。 

 

  



10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2 
 

【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政府採購法底價、驗收、開標主持人之授權相關規範條文： 

政府採購法： 

依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

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巿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 

前項底價之訂定時機，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開招標應於開標前定之。 

二、選擇性招標應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三、限制性招標應於議價或比價前定之。 

依政府採購法第 71 條：機關辦理工程、財物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分驗收。 

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通知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 

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前三項之規定，於勞務採購準用之。 

 

依政府採購法實施細則第 50 條： 

辦理開標人員之分工如下： 

一、主持開標人員：主持開標程序、負責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 

二、承辦開標人員：辦理開標作業及製作紀錄等事項。 

主持開標人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任。 

主持開標人員得兼任承辦開標人員。 

承辦審標、評審或評選事項之人員，必要時得協助開標。 

有監辦開標人員者，其工作事項為監視開標程序。 

機關辦理比價、議價或決標，準用前五項規定。 

依政府採購法實施細則第 53 條： 

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

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

位逕行簽報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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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作業程序說明表 

驗收作業規範 

法

令

依

據 

一、 本法第 71 條（驗收期限及驗收人員）、第 72 條（驗收不符之處置）、第 73 條

（結算驗收證明書）。 

二、 本法施行細則第 90 條（書面驗收）、第 90 條之 1（勞務驗收）、第 91 條（驗收

人員之分工）、第 92 條（竣工及初驗）、第 93 條（初驗後之驗收）、第 94 條

（無初驗之驗收）、第 95 條（期限展延）、第 96 條（驗收紀錄）、第 97 條（限

期改善）、第 98 條（部分驗收及減價收受）、第 99 條（部分驗收）、第 100 條

（檢驗費之負擔）、第 101 條（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期限）。 

三、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四、 「政府採購法規定須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備查事項上級機關權責一覽表」、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訂定底價 

法

令

依

據 

五、 本法第 11 條（價格資料庫）、第 34 條（底價之保密）、第 46 條（底價及訂定時

機）、第 47 條（不訂底價之原則）及第 112 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六、 本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底價不予公開之情形）、第 52 條（不同之底價）、第 53

條（底價之訂定程序）、第 54 條（底價之訂定時機）及第 54 條之 1（不訂底價之

決標條件）。 

七、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八、 工程會 92 年 6 月 5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29070 號令（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及其修正。 

 

主持開標人員授權作業 

法

令

依

據 

九、 本法第 12 條（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監辦）、第 13 條（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監

辦）、第 15 條（廠商不得參與機關採購、機關人員迴避）、第 33 條（投標文件

之遞送）、第 42 條（分段開標）、第 45 條（開標時間與地點）、第 46 條（底價

及訂定時機）、第 48 條（全案不予開標）及第 50 條（個別廠商之標不予開

標）。 

十、 本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至第 11 條（上級機關監辦）、第 38 條（廠商利益迴避情

形）、第 44 條（分段開標）、第 48 條（開標程序）、第 50 條（開標人員分

工）、第 51 條（開標紀錄）、第 54 條（底價訂定）及第 55 條（合格廠商）。 

十一、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

法。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十二、 工程會 91 年 7 月 24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312010 號令（機關辦理採購之廠商家

數規定）、92 年 6 月 5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29070 號令（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

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97 年 2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060670 號令（同

一廠商人員代表不同投標廠商出席會議），及其修正。 

  

http://www.pcc.gov.tw/pccap2/FMGRfrontend/DownloadQuoteFile.do?fileCode=F20150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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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採購作業授權分層負責一覽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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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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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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二、為考量本校適用勞基法

同仁如因特別休假未休

之日數需支出工資成

本，本校午間加班時數

調移寒暑休延長工時補

休制度是否仍維持或停

止，請討論。 

人事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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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依勞基法第 38條規定之特別休假

天數最長者可達 30日，如再併寒

暑假延長工時補休，全年可達 45

天之休假，可休假天數甚多，爰

每日加班 30分鐘於寒暑假延長工

時補休有檢討之必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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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其優缺如下，供併同審議： 

(一)優點:因勞基法尚無規範強制

需特別休假天數，如廢除午間加

班統一於寒暑假延長工時補休制

度，較能消化勞基法同仁特別休

假之天數，以減輕未休天數工資

成本。 (二)缺點:因午間加班寒

暑假延長工時補休制度實施已

久，且部分單位確有午間加班之

業務需要，同仁已適應此出勤作

息，如取消寒暑休，恐引起部分

同仁反彈。 

4. 本案於 106年 1月 19日提一例一

休因應研商會議，決議原則未來

參酌中山、中正、中興取消午間

加班時數調移寒暑休延長工時補

休制度，惟仍再多參考他校作法

後，擇期提會討論再行辦理。 

5. 又提經本校 106年 3月 2日第 6

屆第 7次勞資會議決議為：請循

序提主管會報、行政會議研議，

並依決議情形配合辦理，承上，

經提本校 105學年度第 6次行政

主管會報審議結果，決議停止本

校午間加班時數調移寒暑休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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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補休制度。 

6.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奉校長核定

後即停止午休加班 0.5時數，中

午休息時間為 12:00-13:30分，

並核算自 106年１月１日起至核

定日每人午休加班得補休時數，

函知各單位全體職員工於 6個月

內補休完竣，自１０６學年度起

寒暑假依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

表出勤，停止補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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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三、有關本校適用勞基法

之員工加班制度之控

管、加班工資之因

應，及如選擇補休，

其補休之倍率標準，

請討論。 

人事室 1. 依據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雇

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

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

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以 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

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

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

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

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

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

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

內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

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

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

二小時計。 

2. 如選擇延長工時以補休方式，其

補休之倍率標準為配合「勞動基

準法」一例一休等修法因應，本

校業於 106年 1月 19日下午 17

時假開標室召開研商會議，該研

商會議恭請校長主持，與會人員

計有王副校長惠亮、總務處、研

發處、進修學院、圖資處、主計

室、人事室等派員與會，決議結

果為如採補休之倍率依勞基法第

２４條之規定，辦理補休，惟提

勞資協商會議討論。提經本校

106年 3月 2日第 6屆第 7次勞

資會議決議為：（一）休息日之

倍率依據上述勞基法之精神，加

班 4小時以內者，以補休 4小時

計;逾 4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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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休 8小時計;逾 8小時至 12

小時以內者，以補休 12小時

計。（二）平常日之補休，加班

滿 1小時予以補休 1小時，加班

滿 2小時予以補休 3小時，加班

滿 3小時予以補休 5小時，加班

滿 4小時予以補休 6小時。

（三）另關於加班制度之控管，

106年 1月 19日下午 17時研商

會議暨本校 106年 3月 2日第 6

屆第 7次勞資會議決議為: 

（一）個人確實因業務需要加班

者，請於半日前提出加班申請並

完成主管同意之程序後，始得加

班。 （二）因緊急事故經主管

臨時指派加班，不及於線上簽核

系統提出加班申請者，得於加班

後一日內補正加班申請並經單位

主管同意後，始為完備。並依控

管原則覈實辦理，後續請洽

WebITR系統公司協助差勤系統

加班控管之程式設計事宜。 

3. 本案因本校無編列加班工資亦無

經費可茲籌措，爰如各單位或計

畫適用勞基法人員因加班擬採工

資發給者，其所需經費由該單位

（或計畫）業務費（計畫經費）

項下支應。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奉校長核定

後自 106年度 5月 1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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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四、擬修正本校「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各學系學業成

績優良學生獎勵辦法」

條文，提請 討論。 

教務處 1. 內容修正使條文更明確。 

2. 增訂智育獎遴選依據及標準。 

3. 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各學系

學業成績優良學生獎勵辦法」修

正後條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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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各學系學業成績優良學生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

修習學分達九學分（含）以上，且

各科成績均及格，其學期總平均成

績為該班級之前三名，依本辦法獎

勵之。 

學期總平均成績相同者，以操行成

績評比，若仍同分，採併列獎勵方

式辦理。 

第 一 條 

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

修習學分達九學分（含）以上，且

各科成績均及格，其學業總平均成

績為該班級之前三名，依本辦法獎

勵之。 

學業總平均成績相同者，以操行成

績評比，若仍同分，採併列獎勵方

式辦理。 

內容修正 

第 二 條 

符合前條受獎勵資格者（不含延修

生）需於本校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

手續，且於簽請校長核定名冊前已

辦理休學、退學、畢業者均不予獎

勵，其名額及名次亦不遞補；獲核

定獎勵後，再提出休學、退學申請

者，其獎勵免予繳回。 

第 二 條 

前條之學生（不含延畢生）需於本

校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手續，且於

簽請校長核定名冊前無休、退學情

形；獲核定獎勵後，再提出休、退

學申請者，獎勵金免予繳回。 

內容修正 

第 三 條 

獎勵名冊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每學期

開學後四週內簽請校長核定給獎，

獲獎學生分別發給獎狀、獎金或圖

書禮券；本獎金額度由年度就學獎

補助經費項下支應，必要時得簽請

校長核定調整之。 

第 三 條 

獎勵名冊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每學期

開學後四週內簽請校長核定給獎，

獲獎學生分別發給獎狀、獎金或圖

書禮券。 

內容修正 

第 四 條 

獎勵名冊核定後，教務處註冊組須

於本校網站公告榮譽榜，各學院須

通知其學生於當學期重要集會中受

獎，並得請校長或院長主持頒獎。 

第 四 條 

獎勵名冊核定後，教務處註冊組須

於本校網站公告榮譽榜，各學院須

通知其學生於當學期重要集會中受

獎，並得請校長或院長主持頒獎。 

無修正 

第 五 條 

畢業班學生於畢業當學期，頒發畢

業生智育獎以資鼓勵，畢業班級每

班一名為原則，以在校期間所修習

之學業總平均成績作為計算標準

（不含畢業當學期之成績），擇平

均成績分數最高者，若平均成績分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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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相同者，以計算成績之總學分數

較高者比序。 

若遇有延修之畢業生、成績優異提

前畢業生、轉學或雙聯之畢業生

（須修滿三至六學期），名列第一

名者，得增列當年度應屆畢業生成

績最優者一名。 

獲核定獎勵後，因故延畢者，其獎

勵可免予繳回，但獲獎以一次為

限，不得重複領獎。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內容修正 

2.條號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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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業成績優良學生獎勵辦法(修正後) 

68.12.27 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75.04.11 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79.01.03 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9.03.01 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1.10 九十五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11.10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修習學分達九學分（含）以上，且各科成績均及格，其學

期總平均成績為該班級之前三名，依本辦法獎勵之。 

學期總平均成績相同者，以操行成績評比，若仍同分，採併列獎勵方式辦理。 

第 二 條 

符合前條受獎勵資格者（不含延修生）需於本校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手續，且於簽請校長核

定名冊前已辦理休學、退學、畢業者均不予獎勵，其名額及名次亦不遞補；獲核定獎勵後，

再提出休學、退學申請者，其獎勵免予繳回。 

第 三 條 

獎勵名冊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每學期開學後四週內簽請校長核定給獎，獲獎學生分別發給獎狀、

獎金或圖書禮券；本獎金額度由年度就學獎補助經費項下支應，必要時得簽請校長核定調整

之。 

第 四 條 

獎勵名冊核定後，教務處註冊組須於本校網站公告榮譽榜，各學院須通知其學生於當學期重

要集會中受獎，並得請校長或院長主持頒獎。 

第 五 條 

畢業班學生於畢業當學期，頒發畢業生智育獎以資鼓勵，畢業班級每班一名為原則，以在校

期間所修習之學業總平均成績作為計算標準（不含畢業當學期之成績），擇平均成績分數最

高者，若平均成績分數相同者，以計算成績之總學分數較高者比序。 

若遇有延修之畢業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生、轉學或雙聯之畢業生（須修滿三至六學期），

名列第一名者，得增列當年度應屆畢業生成績最優者一名。 

獲核定獎勵後，因故延畢者，其獎勵可免予繳回，但獲獎以一次為限，不得重複領獎。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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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

法」第二條及第四條。 

通識教

育中心 

1. 爰因本中心目前開授之課程已無

分組配置，原辦法第二條第二款

之規定並不符現況，擬予刪除。 

2. 為使審核程序更臻完備，於第四

條中增列本中心中心會議。 

3. 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設置辦法」（完整的原條

文）、修訂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如提案附件）。 

4. 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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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二、人員編制： 

﹙一﹚本中心置主任一人，其職等比

照學系主任，主持中心有關業

務，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二﹚本中心均依組織編制之規定及

教學、研究需要，聘請合格之

專、兼任教師。 

二、人員編制： 

﹙一﹚本中心置主任一人，其職

等比照學系主任，主持中心

有關業務，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之。 

    ﹙二﹚本中心包括共同學科

課程、通識教育課程、軍護

課程等小組，各置召集人一

人，負責辦理各學科業務。

其召集人由中心主任商請校

長聘任之。 

﹙三﹚本中心均依組織編制之規

定及教學、研究需要，聘請

合格之專、兼任教師。 

第(二)款刪

除。 

四、本設置辦法經本中心中心會議、

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增列本中心

中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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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91.04.17. 九十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組織依據︰ 

    本中心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設立，為比照學系之學術單位。負責全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

與執行。 

   二、人員編制︰ 

    ﹙一﹚本中心置主任一人，其職等比照學系主任，主持中心有關業務，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之。 

    ﹙二﹚本中心包括共同學科課程、通識教育課程、軍護課程等小組，各置召集人一人，

負責辦理各學科業務。其召集人由中心主任商請校長聘任之。 

﹙三﹚本中心均依組織編制之規定及教學、研究需要，聘請合格之專、兼任教師。 

 

三、組織運作︰ 

（一）中心會議：由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任課教官、助教組成。會議時以中心主任為主

席，討論中心之研究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 

    （二）本中心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四、本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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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擬修訂「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

法」，敬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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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擬

修正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委員會設置辦法」，並同步

修正委員會之主要任務。 

3. 本設置辦法經 106年 3月 24日

105學年第 2學期組長會議討論

決議通過，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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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附件】 

 修訂規則 原規則 說明 

名

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

館委員會設置辦法 

因組織調整，修訂圖書館委

員會為「圖書資訊委員會」 

第
一
條 

本大學為集思廣益，共謀圖

書資訊業務之改進與發展，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

條規定，組織圖書資訊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大學為集思廣益，共

謀圖書館業務之改進與

發展，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一條規定，組

織圖書館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因組織調整，修訂圖書館業

務為「圖書資訊業務」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由圖書資訊處處

長、各院、系、所、通識教

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

代表一人組成。 教師代表

由各院、系、所、通識教育

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主管就

熱心圖書資訊業務之教師遴

選一人，及校務會議學生代

表推選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一

人，報請校長聘任之。 

本委員會由圖書館館

長、各所、系、進修學

院、通識教育中心及師

資培育中心教師代表一

人組成。 教師代表由各

所、系、進修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

中心主管就熱心圖書館

業務之教師遴選一人，

及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推

選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一

人，報請校長聘任之。 

修訂圖書館館長為「圖書資

訊處處長」，修訂圖書館業

務為「圖書資訊業務」。 

「各所、系、進修學院」修

正為「各院、系、所」 

「圖書館業務」修正為「圖

書資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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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規則 原規則 說明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 圖書資訊業務發展方針

之擬訂。 

二. 圖書資訊重要章則與措

施之審議。 

 

 

三. 圖書資訊處與各院、

所、系及教學相關單位

師生間意見之協調與溝

通。。 

 

 

 

 

 

四. 其他有關圖書資訊業務

之建議事項。 

本委員會之主要任務如

下： 

一. 圖書館業務發展方

針之擬訂。 

二. 圖書館重要章則與

措施之審議。 

三. 重要圖書資料徵

集、選購方針之審

議。 

四. 圖書館與各所、

系、進修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師資

培育中心師生間意

見之協調與溝通。 

五. 各所、系、進修學

院、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

圖書資料購置與管

理業務之協調合

作。 

六. 其他有關圖書館業

務之建議事項。 

修訂圖書館為「圖書資訊

處」 

 

一、二、「圖書館」修正為

「圖書資訊」。 

 

 

三、刪除 

 

 

四、「圖書館」修正為「圖

書資訊處」；「各所、

系、進修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修正為「各院、

所、系、及教學相關單

位」；修正為第三點 

五、刪除 

 

 

六、修訂「館」為「資

訊」；修正為為第四

點。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由圖書資處處長召

集之，並為會議時之主席，

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委員會由圖書館館長

召集之，並為會議時之

主席，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修訂「圖書館館長」為「圖

書資訊處處長」；「每學期

開會一次」為「以每學期開

會一次為原則」。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

需要得邀請有關單位負

責人列席。 

本條文刪除。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文原為第七條，修正為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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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73 年 1 月 12 日 72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79 年 1 月 25 日教育部台（79）高字第 03805 號函准予備查 

民國 94 年 4 月 20 日 93 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40066513 號函准予備查 

民國 98 年 5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 102 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4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大學為集思廣益，共謀圖書資訊業務之改進與發展，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一條規定，組織圖書資訊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圖書資訊處處長、各院、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

育中心教師代表一人組成。 教師代表由各院、系、所、通識教育中

心及師資培育中心主管就熱心圖書資訊業務之教師遴選一人，及校

務會議學生代表推選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一人，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學年。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 圖書資訊業務發展方針之擬訂。 

         二. 圖書資訊重要章則與措施之審議。 

         三. 圖書資訊處與各院、所、系及教學相關單位師生間意見之協調與溝通。 

 四. 其他有關圖書資訊業務之建議事項。 

第五條 本委員會由圖書資訊處處長召集之，並為會議時之主席，以每學期

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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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關本校與越南太原大

學(Thai Nguyen 

University)簽訂學術交

流合作案，敬請 討論。 

國際事

務處 

1. Thai Nguyen University

（TNU）位於越南北部太原市，

是越南的主要地區大學系統之

一，為整個北部山區服務，比河

內和胡志明市以外的任何城市都

有更多的校園。1994年，這些

學習中心在一個總政府下統一起

來。它的組成部分包括 7個學院

（教育，工程和技術，農業和林

業，經濟和技術，經濟和工商管

理，醫學和藥學，通信和技術外

語學院和國際學校）。TNU提供

本科，研究生和職業教育，以及

研究和推廣服務。 

2. 本(3)月王惠亮副校長與國際處

鄭組長將於參加越南教育展期間

順道拜會該校，洽談兩校合作、

研商簽署姊妹校事宜。 

3. 兩校學術交流合作書（草案）如

附件。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6次主管

會報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續提

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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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附件】 

COOPERATION AGREEMENT(DRAF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Thai Nguy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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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NKNU) and Thai Nguyen University 

(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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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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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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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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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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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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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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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President 
Thai Nguyen University 
 
 
                  

Date                                                                                                                                                   
  
 
 
Wu Lien-shang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City,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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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八、有關本校與大陸地區姊

妹校南京特殊教育師範

學院續簽訂學術交流合

作案，敬請 討論。 

國際事

務處 

1. 「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

於 2013年改制「南京特殊教育師

範學院」，本校與南京特殊教育

職業技術學院合約期限已到期，

為持續落實兩校實質交流，擬續

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2.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坐落於

「博愛之都」南京，是目前大陸

地區唯一一所獨立設置的、以培

養特殊教育師資為主的普通高等

學校，辦學宗旨係為特殊教育和

殘疾人士服務。學院有 9個院

（系、部），共設 22個專業，包

含教育學、文學、管理學、法

學、工學、農學與藝術 7大學科

門類。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5280人

(其中殘疾大學生 618人)，專任

教師 302人，共為大陸地區特殊

教育學校及殘疾人管理與服務機

構等培養了 2萬多名專門人才，

被譽為“特殊教育師資培養的搖

籃”。 

3. 兩校學術交流合作書（草案）如

附件。 

4. 本案業經 105學年度第 6次主管

會報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續提

行政會議。 

 

 

 

 

  



10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24 
 

【提案八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書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  (草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作為以培養師資為主之綜合性

大學，基於兩校在培養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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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換從事短期教學或研究； 

2、教師或學生互訪； 

3、互邀參與或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 

4、交換兩校刊物或資料； 

5、交換兩校碩博士論文。 

二、教師或學生互訪計畫依據下列原則進行： 

1、互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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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3年簽定一次並協商下學年度之交流合作事宜。 

四、本合作書經雙方代表簽署並依各自之行政程序通過後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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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 

 

校長：                     校長：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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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案由 提案單位 說  明 決議 

一、修正「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內部控制

專案小組設置要

點」名稱及相關條

文案，提請討論。 

秘書室 一、本案法源依據變更，及相關法規亦已

廢止，故提出修正案；同時增刪修正

部分文字，以臻周全。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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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一、本校為提升施政效

能及依法行政，依

據行政院訂頒之

「政府內部控制

制度設計原則」及

「政府內部控制

觀念架構」等相關

規範，成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專案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 

一、本校為提升施政效

能及依法行政，依

據行政院訂頒之

「健全內部控制實

施方案」，成立「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內

部控制專案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

組）。 

一、本小組之設置依據已停止適用，說明

如下： 

(一)100 年訂定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104 年之名稱為「強化內部控

制實施方案」，先予敘明。 

(二)依據教育部 106.01.06臺教綜(三)字

第 1050186139號函： 

1.自 105.12.29裁撤「行政院內部控制推

動及督導小組」。 

2.自 105.12.29停止適用「行政院內部控

制推動及督導小組設置要點、強化內部

控制實施方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

勵要點」。 

3.惟內部控制為自主管理事項，應賡續依

內部控制相關規範，確實檢討強化內部

控制機制並落實執行。 

二、續擬參採 104.07.13修正之「政府內

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及「政府內部

控制觀念架構」等相關規範，推動本

校內部控制制度。 

三、本小組任務包含內部稽核，故將小組

名稱及設置要點名稱均加入「及內部

稽核」文字。 

 二、本要點所稱內部控

制包括經費之執行

與稽核、人事與行

政作業流程之管

控、財物之採購、

管理與運用等。 

未修正 

三、本小組委員由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

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

長、主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擔任

三、本小組委員由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

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

長、會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及經費

一、配合組織名稱，修正「會計室」為「主

計室」。 

二、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已廢止，故刪除

相關文字，及修正部分文字： 

(一)中央於 104年 2月 4日修正「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104年 9

月 3日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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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當然委員，並得由

校長遴聘具相關

專長之教職員若

干人組織之，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

之。 
本小組召集人由

副校長擔任，副校

長出缺時，由主任

秘書代理。 

稽核委員會主任委

員為當然委員，並

得由校長遴聘具相

關專長之教職員若

干人組織之，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

之。 

本小組召集人由副

校長擔任，副校長

出缺時，由主任秘

書代理。 

管理及監督辦法」，本校依法亦已於

105 年 06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廢止「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校內稽核辦法」。 

(二)刪除「及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等文字。 

(三)「為」當然委員，修正為「擔任」當

然委員。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推動本校內

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稽核

作業之規

劃、設計與建

制。 

(二)辦理內部控

制及內部稽

核作業教育

訓練。 

(三)檢討強化現

有內部控制

作業。 

(四)整合檢討個

別性業務內

部控制作業。 

(五)參採各權責

機關所訂內

部控制制度

共通性作業

範例，並審視

個別性業務

之重要性及

風險性，訂定

合宜之內部

控制制度及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推動校內各單

位內部控制之

規劃、設計與

建制。 

 

 

(二)辦理內部控制

及內部稽核作

業教育訓練。 

 

(三)檢討強化現有

內部控制作

業。 

(四)整合檢討個別

性業務內部控

制作業。 

(五)參採各權責機

關所訂內部控

制制度共通性

作業範例，並

審視個別性業

務之重要性及

風險性，訂定

合宜之內部控

制制度及內部

稽核作業規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簡化文字，並增加「內部稽核作業」

文字，以臻周全。 

 

 

 

 

 

 

 

 

 

 

 

 

 

 

(五)內部控制為自主管理事項，故刪除「，

並報上級機關備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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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內部稽核作

業規定。 

(六)規劃及執行

自行評估作

業、年度稽核

計畫，必要時

辦理專案稽

核，並作成稽

核報告。 
(七)就內部稽核

發現之缺失

及改善建

議，適時簽報

首長核定，並

追蹤其改善

情形。 

定，並報上級

機關備查。 

(六)規劃及執行年

度稽核計畫，

必要時辦理專

案稽核，並作

成稽核報告。 

 

 

(七)就內部稽核發

現之缺失及改

善建議，適時

簽報首長核

定，並追蹤其

改善情形。 

 

 

(六)依據教育部 106.01.06臺教綜(三)字

第 1050186951號函： 

1.「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於

105.12.30 修正，至遲應自 106 年度

起依修正後之作業要點確實辦理。 

2.經查，前項作業要點之因應作為包含自

行評估作業，故增加文字。 

 五、本小組每學期至少

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開會時得邀請

校內相關單位派員

列席。 

未修正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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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101 年11 月14 日101 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施政效能及依法行政，依據行政院訂頒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成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要點所稱內部控制包括經費之執行與稽核、人事與行政作業流程之管控、財物之採購、

管理與運用等。 

三、本小組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及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並得由校長遴聘具相關專長之教職

員若干人組織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本小組召集人由副校長擔任，副校長出缺時，由主任秘書代理。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推動校內各單位內部控制之規劃、設計與建制。 

(二)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三)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四)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五)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

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規定，並報上級機關備查。 

(六)規劃及執行年度稽核計畫，必要時辦理專案稽核，並作成稽核報告。 

(七)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適時簽報首長核定，並追蹤其改善情形。 

五、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得邀請校內相關單位派

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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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部分單位增加或整併及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

方案」學校應執行項目修正。 

  二、本案經 106年 1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

修正通過，續提行政會議討論。 

  三、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及現行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 

      組設置要點」(如附件 2)。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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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附件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並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進修

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圖書資訊

處處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文

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主任人事

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具法律專

長教師或相關人員 2人及學生

會會長等組成之；另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學生事務處秘書擔任。 

二、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並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主任秘

書、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文

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主任、人事

室主任、會計主任、具法律專長

教師或相關人員 2人及學生會會

長等組成；另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學生事務處秘書擔任。 

因本校組織規程

有部分單位增

併，名稱異動，

故隨之修正。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行政督導：利用小組會議

審查各單位規劃及辦理智慧財

產權相關活動，並強化智慧財

產權諮詢窗口功能。 

（二）課程規劃：規劃於通識課

程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

並鼓勵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

課，教學時宣導智慧財產權觀

念及使用正版教科書。 

（三）教育宣導：規劃有效宣導

智慧財產權方式，鼓勵各單位

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提供教職

員生正確資訊與合理運用。 

（四）影印管理：督導提供影印

服務之廠商或單位，張貼不法

影印警語，並健全輔導機制。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強化校園智慧財產權價值

之宣導，並增進校園相關

法律知識。 

（二）宣導合法使用電腦軟體、

圖書、影音媒體。 

（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

及宣導。 

（四）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

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 

依據教育部大專

校院執行「校園

保護智慧財產權

行動方案」學校

執行項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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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二手書平台，協助學生購

置或取得教科書。 

 (五) 網路管理：落實校園網路

範圍及網路流量之管理，並處

理侵害智慧財產權事件。強化

與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機制

及相關防範措施。定期檢視校

園軟體之授權資料並公告周

知。 

 (六)輔導評鑑：檢視校內相關

智慧財產權之自我考核機制及

建立內控機制。 

四、教學與課程相關之宣導執行

由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負

責，學生及社團宣導執行由學生

事務處負責，校園網路資訊安全

與校園合法電腦軟體之管理、執

行及圖書使用版權宣導事宜由

圖書資訊處負責，校園影印版權

宣導事宜執行由總務處負責。 

四、教學與課程相關之宣導執行

部份由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

負責，學生及社團宣導執行部份

由學生事務處負責，校園網路資

訊安全與校園合法電腦軟體之

管理、執行部份由電子計算中心

負責，圖書使用版權宣導事宜執

行由圖書館負責，校園影印版權

宣導事宜執行由總務處負責。 

電子計算機中心

與圖書館兩單位

已合併為圖書資

訊處，故隨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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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附件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現行) 

97年 9月 17日 9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5月 12日 98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積極宣導及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依據教育部函頒之「校園保護智慧財

產權行動方案」，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設置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

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具法律專長教師或相

關人員 2人及學生會會長等組成；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生事務處秘書擔任。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強化校園智慧財產權價值之宣導，並增進校園相關法律知識。 

（二）宣導合法使用電腦軟體、圖書、影音媒體。 

（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 

（四）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 

四、教學與課程相關之宣導執行部份由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學生及社團宣導執行部

份由學生事務處負責，校園網路資訊安全與校園合法電腦軟體之管理、執行部份由電子

計算中心負責，圖書使用版權宣導事宜執行由圖書館負責，校園影印版權宣導事宜執行

由總務處負責。 

五、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及教職

員工生代表列席，並有半數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可

決議。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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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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106年 3月 6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1次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二、現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之組織、職責及功能等，係散落規定於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

用辦法第二、三、八條等條文。為符合活動中心現行運作，及簡潔場地使用辦法的規

定內容，擬將原訂於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中有關管理委員會之相關規定另立專

法，故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附

件 2）。 

四、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105-6 行政會議臨時提案 

1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

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

場地提供使用辦法」 

 

為使現行活動中心場

地提供使用辦法的規

定內容更為簡潔及符

合活動中心現行運

作，修正制定「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

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為發揮本校活動中心場地功

能，並配合校務基金實施，增加

自籌經費來源，設置本校活動中

心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負責活動中心場地經營規

劃與維護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要

點。 

第 一 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發揮本校活動中心場地功

能，加強推行文化建設並倡導正

當藝文活動，依國有財產法第廿

八條但書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第六條規定特定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依本辦法設置活動中心管理委

員會負責管理場地提供使用事

宜。 

一、修正條文次序體

例。原有辦法為第

一條、第二條…，

修正為要點後，則

為一、二、…。 

二、原辦法第一條後

段，移入新修訂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活動中心場

地使用暨管理辦

法」（草案）規定。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其組成

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

任之。 

（二）當然委員：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實習與就業

輔導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進修學院院長、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事務組

組長、學生會會長，計十二人。 

第 三 條   

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如左列各

款： 

一、管理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

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實習輔導處處長、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進

修暨推廣部主任、軍訓室主任、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事務組組

長、教授代表一人、職工代表一

人、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人及副會

一、為不受人事更迭影

響，將委員區分為

依職務列入當然

委員、及推選出的

代表委員。 

二、相關文字內容調整

修正。 

三、本會委員含跨多單

位及委員會任務

考量，主任委員改

由校長兼任。 

臨時提案三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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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委員：教師代表一

人、職工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

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1.教師代表：由教育學院、理學

院、文學院、科技學院、藝術學

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等七單位依序輪流推薦一人

擔任，其產生方式由各推薦單位

自行決定。 

2.職工代表：由職員、工友依序

輪流推薦一人擔任，職員代表由

人事室推薦、工友代表由事務組

推薦。 

3.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薦兩校

區學生代表各一人擔任。 

長一人等組織之。管理委員會置

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兼任

之。 

二、教授代表一人及職工代表一

人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授代表由教育學院、理

學院、文學院、科技學院、藝術

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

中心等七單位依序各學年推薦

一人擔任，其產生方式由各推薦

單位自行決定。 

（二）職工代表由職員代表、工

友代表依序各學年推薦一人擔

任，職員代表由人事室推薦、工

友代表由事務組推薦。 

……. 

四、當然委員增加國際

事務處處長，刪除

學生會副會長，並

增加學生代表 2

人（兩校區各 1

人）。 

三、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任

期一學年，由校長核聘之。 

第 三 條 …………………   

三、管理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任期一年，由校長聘請之。 

修正年度為學年度 

四、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活動中心場地之經營及規

劃事項。 

 (二) 活動中心場地之管理及

維護事項。 

（三）活動中心場地之使用及督

導事項。 

 (四)活動中心場地年度預算及

決算之審議。 

 (五) 其他與活動中心場地相

關之事項。 

 

第 三 條 ………………… 

五、管理委員會之職責如左： 

（一）活動中心場地之使用規

劃、維護管理及督導事項。 

 （二）活動中心營業場所之經

營、活動場地之提供使用及督

導事項。 

（三）活動中心經營之籌劃、

管理及運用事項。 

 （四）審議活動中心各種場地

使用管理與場地提供使用細

則。 

 （五）其他與活動中心場地相

關之事項。 

一、刪除原條文五

（二），因為活動

中心營業場所之

經營為保管組對

外招商業務，本會

係協助場地使用

規劃及督導管理。 

二、原條文五（四）場

地提供使用細則

予以刪除。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末召開會議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召開會議應有委員二分

第 三 條 …………………   

四、管理委員會每學期末召開會

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訂定召開會議之出席

及議決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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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議。 

六、本委員會得視使用單位（或

個人）使用場地情形以決定

所使用之場地並酌收相關

費用，其場地使用及管理辦

法、收費標準，另定之。 

第 八 條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得視使用

單位（或個人）使用場地情形以

決定所使用之場地並酌收相關

費用，其收費標準及場地提供使

用細則，另定之。 

刪除原條文場地提供

使用細則，擬修正制定

場地使用及管理辦法。 

七、本要點經活動中心管理委員

會、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文字及行政程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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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 

85.11.13  8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86.9.10 第一次修訂 

91.5.15  90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3.4.14  92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揮本校活動中心場地                                                                                                                                                                                                                                                                                                                                                                                                                                                                                                                                                                                                                                                                                                                                                                                                                                                                                                                                                                                                                                                                                                                                                                                                                                                                                                                                                                                                                                                                                                                                                                                                                                                                                                                                                                                                                                                                                                                                                                                                                                                                                                                                                                                                                                                                                                                                                                                                                                                                                                                                                       

功能加強推行文化建設並倡導正當藝文活動，依國有財產法第廿八條但書暨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六條規定特定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依本辦法設置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場地提供使用事宜。 

第 三 條  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如左列各款： 

一、管理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實習輔導

處處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進修暨推廣部主任、軍訓室主

任、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事務組組長、教授代表一人、職工代表一人、學

生自治會會長一人及副會長一人等組織之。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學務長兼任之。 

  二、教授代表一人及職工代表一人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授代表由教育學院、理學院、文學院、科技學院、藝術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等七單位依序各學年推薦一人擔任，其產生

方式由各推薦單位自行決定。 

（二）職工代表由職員代表、工友代表依序各學年推薦一人擔任，職員代表

由人事室推薦、工友代表由事務組推薦。 

三、管理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由校長聘請之。 

四、管理委員會每學期末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管理委員會之職責如左： 

  （一）活動中心場地之使用規劃、維護管理及督導事項。 

  （二）活動中心營業場所之經營、活動場地之提供使用及督導事項。 

  （三）活動中心經營之籌劃、管理及運用事項。 

  （四）審議活動中心各種場地使用管理與場地提供使用細則。 

  （五）其他與活動中心場地相關之事項。 

第 四 條  活動中心場地之提供使用，以不影響本校正常教學與每學年校務實施計畫之展演

活動及既定之各項活動為原則。 

第 五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行政單位、教職員工社團及學生社團，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經

申請核准在案者，均得使用活動中心及相關場地。 

第 六 條  本校與校外公私立團體或個人合（協）辦之活動，得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所

需相關費用由合（協）辦單位（或個人）分攤。 

臨時提案三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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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校外有關文化藝術、社會教育活動及政府機關團體會議，其活動內容合於左列情

形之一者，亦得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場地： 

（一）宏揚中華文化、民族精神及有關各類社教活動。 

（二）教育性戲劇、音樂、舞蹈及電影活動。 

（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四）教育性、學術性、藝術性之集會演講及展覽。 

第 八 條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得視使用單位（或個人）使用場地情形以決定所使用之場地

並酌收相關費用，其收費標準及場地提供使用細則，另定之。 

第 九 條  校外使用單位於申請場地提供使用時，若其所舉辦之活動內容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不予提供使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非教育性、學術性、公益性之各種集會、演出及義賣活動。 

（四）其他經管理委員會認定場地不宜提供使用者。 

第 十 條  校外使用單位所使用場地已被核准，於使用前或使用中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即予停

止使用或嗣後不再提供使用，所繳場地費不予退還，其他已繳費用則予退還： 

（一）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有可能損及本活動中心場地各項設施，經勘察不宜使用者。 

（三）文宣或活動內容與登記不符。 

第十一條  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力須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時，得於五日前通知使用者改

期，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使用者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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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使用及管理辦法」，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106年 3月 6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1次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二、活動中心場地管理為自籌收入，目前活動中心場地出借相關處理原則係依據「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

用細則」之規定，該二辦法許久未修訂，為符合活動中心現行運作及場地現況，有效

管理空間及設備使用，發揮活動中心場地功能，爰將該二法合併修正為本辦法。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附

件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細則」（附件 3）各乙份。 

四、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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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使用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

中心場地使用及管理辦

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

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

中心場地提供使用細則」 

為符合活動中心現行運作及場地現

況，使管理執行更為明確，將原有規

定—場地提供使用辦法及使用細則

等二法合併修正制定：本校活動中心

場地使用及管理辦法。 

條文內容分為五章：第一章總則、第

二章收費標準及借用規定、第三章

校外使用、第四章校內使用、第五

章  附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發揮活動中心場地功能，提倡

學術、文化活動、加強社區服

務，及有效管理空間及設備之使

用，依國有財產法、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之規定，特訂定本辦

法。 

第 一 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發揮本校活動中心場

地功能，加強推行文化建設並

倡導正當藝文活動，依國有財

產法第廿八條但書暨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六條

規定特定定本辦法。 

 

【使用辦法】 

立法理由及依據。為有

效使用活動中心場地，

修改立法理由，並將新

修訂的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

設置要點列入立法依

據。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場地範圍如下： 

(一)大廳 (1 樓) 

（二）演藝廳（2 樓，座位 1000

人） 

（三）演講廳（2 樓，座位 142

人） 

（四）演講廳 (3 樓，座位 166

人） 

（五）會議室 A ( 3 樓，座位

20 人) 

（六）多功能室( 2 樓) 

（七）展示區 ( 2、3 樓) 

第 二 條   

本場地提供使用細則適用場

地如下： 

（一）大廳。 

（二）大禮堂（可容納一四

五０人）。 

（三）演講廳（可容納一四

五人、一六六人各一

間）。 

（四）研討室（可容納十八

人）。 

（五）會議室二間（各可容

納廿人）。 

【使用細則】 

本條文規定適用場

地，依活動中心實際現

況作修正： 

一、大禮堂修建後更名

為演藝廳，容納人

數 1000人。 

二、2樓演講廳容納人數

更正為 142人。 

三、無研討室，應予刪

除。 

四、會議室 B移撥藝文

中心使用，應予刪

除，僅餘 1間會議

室（會議室 A）。 

臨時提案四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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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展示區及畫廊。 

 

五、畫廊更名為「多功

能室」，以符實際使

用情形。（展覽、座

談、教育訓練、社

團帶動活動遊戲

區、用餐…等多種

用途）。 

第 三 條   

活動中心場地之提供使用，以不

影響本校正常教學與每學年校

務實施計畫之展演活動及既定

之各項活動為原則。 

第 四 條   

活動中心場地之提供使用，以

不影響本校正常教學與每學年

校務實施計畫之展演活動及既

定之各項活動為原則。 

【使用辦法】 

第 四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行政單位、教

職員工社團及學生社團，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經申請核准在案

者，均得使用活動中心及相關場

地。 

第 五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行政單位、

教職員工社團及學生社團，所

舉辦之各項活動，經申請核准

在案者，均得使用活動中心及

相關場地。 

【使用辦法】 

第 五 條   

本校與校外公私立團體或個人

合（協）辦之活動，得申請使用

活動中心場地，所需相關費用由

合（協）辦單位（或個人）分攤。 

第 六 條   

本校與校外公私立團體或個人

合（協）辦之活動，得申請使

用活動中心場地，所需相關費

用由合（協）辦單位（或個人）

分攤。 

【使用辦法】 

 第 七 條   

校外有關文化藝術、社會教育

活動及政府機關團體會議，其

活動內容合於左列情形之一

者，亦得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場

地： 

（一）宏揚中華文化、民族精

神及有關各類社教活動。 

（二）教育性戲劇、音樂、舞

蹈及電影活動。 

（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四）教育性、學術性、藝術

性之集會演講及展覽。 

【使用辦法】 

為活化活動中心場地，

放寬使用對象條件，刪

除使用辦法第七條條文

內容。 

第 六 條  

校外單位（或個人）使用場地，

第 九 條   

校外使用單位於申請場地提供

【使用辦法】 

合併現行使用辦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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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經過校長核准。若其所舉辦

之活動內容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予提供使用，已核准或正

進行者應立即停止使用且已繳

之費用不予退還：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四）有可能損及場地各項設 

施，經勘察不宜使用者。 

（五）文宣或活動內容與申請不

符。 

（六）其他經管理委員會認定場

地不宜提供使用者。 

使用時，若其所舉辦之活動內

容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提

供使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非教育性、學術性、公

益性之各種集會、演出及義賣

活動。 

（四）其他經管理委員會認定

場地不宜提供使用者。 

 

第 十 條   

校外使用單位所使用場地已被

核准，於使用前或使用中有左

列情事之一者即予停止使用或

嗣後不再提供使用，所繳場地

費不予退還，其他已繳費用則

予退還： 

（一）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有可能損及本活動中心

場地各項設施，經勘察不宜使

用者。 

（三）文宣或活動內容與登記

不符。 

條及第十條規定。將校

外單位申請場地使用，

無法同意情形，及違反

使用規定應停止使用且

不退還已繳費用，予以

聲明。 

第 七 條   

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力須

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時，得於五日

前通知使用者改期，無法改期者

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使用者

不得異議。 

第十一條   

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力須

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時，得於五

日前通知使用者改期，無法改

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

使用者不得異議。 

【使用辦法】 

第二章  收費標準及借用規定 

第 八 條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得視使用

單位（或個人）使用場地情形以

決定所使用之場地並酌收相關

費用，其收費標準另定之。 

 

第 八 條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得視使用

單位（或個人）使用場地情形

以決定所使用之場地並酌收相

關費用，其收費標準及場地提

供使用細則，另定之。 

【使用辦法】 

一、修正增列第二章收

費標準及借用規

定。 

二、廢除場地提供使用

細則。 

第 九 條   

活動中心各場地提供使用時

第 三 條   

  活動中心各場地提供使用

【使用細則】 

依現形文書處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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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區分如下： 

（一）上午時段：上午 8 時至

12 時。 

（二）下午時段：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三）晚間時段：晚間 6 時至

10 時。 

時段，區分如下列三款： 

（一）上午時段：上午八時

至十二時。 

（二）下午時段：下午一時

卅分至五時卅分。 

（三）晚間時段：晚間六時

至十時。 

時間改以阿拉伯數字呈

現。 

第 十 條   

使用場地逾時，依規定繳納相

關費用。 

第 四 條   

使用場地逾時，依規定繳納

相關費用。 

【使用細則】 

第十一條   

使用場地者，未經本校工作人

員指導，不得擅自啟用燈光、

音響、舞臺、吊具、桌椅等各

項設備。如需另接電源或增用

電器設備時，應先經本校同

意，其費用由管理單位與使用

單位議定。 

第 五 條   

使用本活動中心場地者，未

經本校工作人員指導，不得

擅自啟用燈光、音響、舞臺、

吊具、桌椅等各項設備。如

須臨時另接電源或電器設備

時，應先經本校同意，其費

用由管理單位與使用單位議

定。 

【使用細則】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除新聞報導外，如須現場錄影

（音）或實況轉播時，須經本

校同意及自備器材，並請遵守

智慧財產法規定，違反者法律

責任自負。如須使用場地內原

有設施者，請於辦理場地提供

使用手續時協調。 

第 六 條   

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事

業、機關團體或個人做現場

錄音、錄影實況轉播時，須

經本校同意及繳納有關費用

並自備器材。如須使用本活

動中心原有設施者，請於辦

理場地提供使用手續時協調。 

【使用細則】 

一、文字修正。 

二、實務上，錄影（音）

是由使用單位自

備器材，無涉繳納

費用。 

三、提醒遵守智慧財產

規定，以免觸法。 

第十三條  

使用場地設施應注意維護安

全並愛惜公物，其佈置、復原

及清潔工作由使用單位自行

負責，如有毀損應負賠償責

任。 

第 七 條   

使用本活動中心場地設施應

注意維護安全，其佈置及復

原工作由使用單位自行負

責，如有毀損應負賠償責任。 

【使用細則】 

增列清潔事項。 

第十四條  

場地使用期間安全維護、傷患

急救、公共秩序，交通指揮由

使用單位協同本校處理。 

第 八 條   

本活動中心場地使用期間安

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

序，交通指揮由使用單位協

同本校處理。 

【使用細則】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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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外使用 

第十五條  

校外單位使用場地程序如下： 

（一）洽詢預約。 

（二）使用日三個月前出具公

函。 

（三）核准後填具場地提供使

用表及場地提供使用合約書

並繳交保證金，於使用日二

個月前繳清費用。 

（四）未能於規定時間內申請

場地者，若場地仍有空缺，

得另行與本校協商辦理。 

第二章  校外使用 

第 九 條   

校外單位使用本活動中心場

地程序如下： 

（一）洽詢預約。 

（二）使用日一個月前出具

公函。 

（三）核准後填具場地提供使

用表及場地提供使用合約書

並繳交保證金，於使用日十

五日前繳清費用。 

（四）緊急需用場地另行與

本校協商辦理。 

【使用細則】 

一、文字修正。 

二、將申請借用期程往

前挪。因查文化中

心係規定 5個月前

完成繳費，而實務

上處理本校場地借

用亦有熱門時段對

方申請借用，最後

取消卻未在第一時

間告知，以致錯失

收入。為避免損失

太多，及亟需使用

者能如願借到場

地，擬規定二個月

前繳清費用。 

第十六條  

場地借用經核准，卻未能依前條

規定完成程序者，視同放棄使用

權利，本校得逕受理其他單位的

借用，不另函通知。 

第 十 條   

逾限繳交費用者，依下列方

式處理之： 

（一）使用日前繳清者，由

保證金項下扣繳所繳場地使

用費總額百分之十。 

（二）使用日後繳交者，由

保證金項下逐日扣繳所繳場

地使用費總額百分之五，保

證金不足扣繳者，於繳清費

用當日補繳。 

 （三）依據前條第四款之規

定使用場地者，加收場地使

用費總額百分之十五。 

【使用細則】 

一、修正說明如前條。 

二、未能依規定繳納費

用，本校得另行出

借，取消扣繳費用

規定。 

三、未能在前述規定期

限申請借用場地，

屬緊急需用場地

者，定是該時段為

冷門、場地閒置方

能同意借用，既已

同意借用為增加

收入，擬取消加收

場地使用費總額

百分之十五之規

定。 

第十七條  

使用單位製發之各種識別

證、通行證等，應先檢附樣本

經本校同意後使用。車輛進出

校門須依本校車輛管理辦法

規定收費，並遵守本校門禁管

第十一條   

使用單位製發各種識別證前

應先送本校驗證同意後，方

可使用。 

 

第十二條   

【使用細則】 

一、文字修正。 

二、依實務作業情形修

改，另關於場地使

用注意細節已於合

約書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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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交通指示及有關之規定。 使用單位製發入場券應先送

本校驗證，並請加印下列遵

守事項： 

（一）請由和平一路本校活

動中心入口進場。 

（二）每人一券，禁止攜帶

身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下兒童

入場。 

（三）演出前三十分鐘開始

入場，演出時禁止入場、出

場。 

（四）服裝整潔，請勿穿著

背心、拖鞋、木屐入場。 

（五）保持肅靜，請勿在場

內吸煙、飲用食物、隨意走

動。 

（六）不得攜帶寵物、危險

物品入場。 

（七）所有車輛請勿進入校

區。 

第十八條   

使用單位之售票處、售票券及

海報、標語，請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使用單位如須設售票

處，應在本校指定之地點設

置。 

（二）售票券請先向稅捐單位

辦理登記及驗印。 

（三）不得於本活動中心四周

擅自張貼海報、標語等宣傳

品。 

（四）本校僅提供場地使用，

未經同意不得將本校列為主

辦、合辦或協辦單位。 

第十三條   

售票處、售票券及海報、標

語，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使用單位如須設售票

處，應在本校指定之地點設

置 

（二）售票券請先向稅捐單

位辦理登記及驗印。 

（三）不得於本活動中心四

周擅自張貼海報、標語等宣

傳品。 

 

【使用細則】 

增列第（四）點規定。 

第十九條  

使用單位未依或違反本辦法

辦理手續者，依下列方式處

理： 

第十四條   

使用單位未依或違反本校場

地提供使用辦法辦理手續

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使用細則】 

一、取消借用退費時間

點規定更詳細，併

增加本校審核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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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故取消使用時，應儘

早通知本校並辦妥取消借用

及退費手續。於使用日期 30

日前申請核准取消者，可全

額無息退費；未能於使用日

期 30 日前申請取消者，逐日

扣繳所繳場地使用費用總額

百分之五，及未辦理取消使

用手續者，概不退費。惟因

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

法使用者，可來函敘明理

由，本校審酌實際情形後辦

理退費。 

（二）核准後更動使用時間

者，另依程序辦理場地借用手

續。 

（三）使用單位違反本辦法第

六條者，所繳費用概不予退

還。 

（一）使用單位因故取消使

用時，於原使用日期三日前

上午十一時辦理取消場地提

供使用手續者，退還場地費五

成，未辦妥取消場地提供使用

手續者，場地費不予退還。 

（二）核准後更動使用時間

者，保證金不退還，另依程

序辦理場地提供使用手續。 

（三）使用單位違反場地提供

使用辦法第十條之一者，其

所繳場地費不予退還，其他

已繳費用則予退還。 

 

彈性。 

二、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辦理各項集會活動，請先向

治安單位申請登記同意後，

連同公函向本校辦理場地提

供使用： 

（一）五十人以下向苓雅分

局申請，並請知會凱旋派出

所。 

（二）五十一人以上向高雄

市警察局申請，並請知會凱

旋派出所。 

 

第十六條   

國外藝人團體演出請先向教

育部國際文教處或相關單位

申請演出登記，經核可後連

同公函正本，向本校辦理場地

提供使用。 

【使用細則】 

一、刪除規定。 

二、實務上借用場地辦

理表演、研討會..

等，都未能出具警

察機關同意函。 

三、審視中山大學逸仙

館使用管理辦法，

並未列此規定。而

且，修正後辦法第

六條已就違背政府

法令及政策…等情

事，規定不得借

用。 

第四章  校內使用 

第 廿 條  

第三章  校內使用 

第十七條   

【使用細則】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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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單位使用場地程序如下： 

（一）洽詢預約。 

（二）使用日二週前簽會管理

單位後，陳請校長核定。 

（三）核准後填具場地提供使

用表，並於使用日三日前繳清

費用。 

校內單位使用本活動中心場

地程序如下： 

（一）洽詢預約。 

（二）使用日二週前簽會本

委員會後，陳請校長核示。 

（三）核准後填具場地提供使

用表，並於使用日三日前繳

清費用。 

第廿一條  

使用單位逾越期限繳清費用

者，不得使用。如有特殊情

形，另案簽核。 

第十八條   

使用單位逾越期限繳清費用

者，不得使用。如有特殊情

形，另案簽核。 

【使用細則】 

第廿二條  

校內單位使用場地，以各項學

術研討活動、會議及展演之舉

行為原則，不宜常態性用於教

學或練習使用。 

 新增規定。避免場地濫

用。 

第廿三條  

依校內標準優惠計費者，限參

與對象為校內師生。各教學單

位及行政單位使用活動中心

場地依下列情事繳納相關費

用： 

（一）自行收費或接受校外委

託（合辦或協辦）舉辦有關活

動者，依校外收費標準繳費。 

（二）接受校外專款補助，主

辦專案活動者，依校內收費

標準繳費。惟活動參與對象

非校內師生，依校外收費標

準繳費。 

 

第廿四條  

教職員工社團之例行性活動

借用場地酌收空調燈光費如

下（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

計）：  

（一）演藝廳：每小時新台幣

第二十條   

除教職員工社團之例行性活

動借用場地，大禮堂每小時

酌收空調燈光費新台幣伍佰

元、其他場地每小時新台幣

壹佰元外（未滿一小時，以

一小時計），各教學單位及行

政單位使用活動中心場地依

左列各款繳納相關費用： 

（一）自行收費或接受校外

委託（合辦或協辦）舉辦有

關活動者，依校外收費標準

繳費。 

（二）接受校外專款補助，

主辦專案活動者，依校內收

費標準繳費。 

 

【使用細則】 

一、敘明校內標準適用

對象。因時有借用

後，參與者卻多為

校外人士，發生收

費標準適用爭議。 

二、依現行文書處理規

則，金額以阿拉伯

數字表示。 

三、大禮堂整修為演藝

廳後，使用現況已

不同，調高演藝廳

收費。 

四、增列演講廳收費每

小時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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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  

（二）演講廳：每小時新台幣

200 元。  

（三）其他場地：每小時新台

幣 100 元。 

第廿五條  

本校各單位辦理涉及全校性

之活動使用活動中心場地

時，如需免予收費，應依程序

簽請校長核准。 

第十九條   

各單位辦理涉及全校性之活

動使用活動中心場地，得依

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免予收

費。 

【使用細則】 

文字修正。 

第廿六條  

如屬非上班時間使用場地，仍

須依規定繳納燈光音響技術

人員加班費。 

第廿一條   

使用本活動中心各場地，如

屬非上班時間，仍須依規定

繳納燈光音響技術人員工作

費。 

【使用細則】 

文字修正。 

第五章  附  則 

第廿七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另依程序簽

請校長核定。 

第四章  附  則 

第廿二條   

本細則未規定者，另依程序

簽請校長核示。 

【使用細則】 

第廿八條  

本辦法經活動中心管理委員

會、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使用辦法】 

依實際修訂程序修正。 

 

 

 

 

 

 

 

 

 



105-6 行政會議臨時提案 

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 

85.11.13  8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86.9.10 第一次修訂 

91.5.15  90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3.4.14  92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揮本校活動中心場地                                                                                                                                                                                                                                                                                                                                                                                                                                                                                                                                                                                                                                                                                                                                                                                                                                                                                                                                                                                                                                                                                                                                                                                                                                                                                                                                                                                                                                                                                                                                                                                                                                                                                                                                                                                                                                                                                                                                                                                                                                                                                                                                                                                                                                                                                                                                                                                                                                                                                                                                                       

功能加強推行文化建設並倡導正當藝文活動，依國有財產法第廿八條但書暨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六條規定特定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依本辦法設置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場地提供使用事宜。 

第 三 條  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如左列各款： 

一、管理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實習輔導

處處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進修暨推廣部主任、軍訓室主

任、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事務組組長、教授代表一人、職工代表一人、學

生自治會會長一人及副會長一人等組織之。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學務長兼任之。 

  二、教授代表一人及職工代表一人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授代表由教育學院、理學院、文學院、科技學院、藝術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等七單位依序各學年推薦一人擔任，其產生

方式由各推薦單位自行決定。 

（二）職工代表由職員代表、工友代表依序各學年推薦一人擔任，職員代表

由人事室推薦、工友代表由事務組推薦。 

三、管理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由校長聘請之。 

四、管理委員會每學期末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管理委員會之職責如左： 

  （一）活動中心場地之使用規劃、維護管理及督導事項。 

  （二）活動中心營業場所之經營、活動場地之提供使用及督導事項。 

  （三）活動中心經營之籌劃、管理及運用事項。 

  （四）審議活動中心各種場地使用管理與場地提供使用細則。 

  （五）其他與活動中心場地相關之事項。 

第 四 條  活動中心場地之提供使用，以不影響本校正常教學與每學年校務實施計畫之展演

活動及既定之各項活動為原則。 

第 五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行政單位、教職員工社團及學生社團，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經

申請核准在案者，均得使用活動中心及相關場地。 

第 六 條  本校與校外公私立團體或個人合（協）辦之活動，得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所

臨時提案四附件 2 



105-6 行政會議臨時提案 

27 
 

需相關費用由合（協）辦單位（或個人）分攤。 

第 七 條  校外有關文化藝術、社會教育活動及政府機關團體會議，其活動內容合於左列情

形之一者，亦得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場地： 

（一）宏揚中華文化、民族精神及有關各類社教活動。 

（二）教育性戲劇、音樂、舞蹈及電影活動。 

（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四）教育性、學術性、藝術性之集會演講及展覽。 

第 八 條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得視使用單位（或個人）使用場地情形以決定所使用之場地

並酌收相關費用，其收費標準及場地提供使用細則，另定之。 

第 九 條  校外使用單位於申請場地提供使用時，若其所舉辦之活動內容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不予提供使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非教育性、學術性、公益性之各種集會、演出及義賣活動。 

（四）其他經管理委員會認定場地不宜提供使用者。 

第 十 條  校外使用單位所使用場地已被核准，於使用前或使用中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即予停

止使用或嗣後不再提供使用，所繳場地費不予退還，其他已繳費用則予退還： 

（一）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有可能損及本活動中心場地各項設施，經勘察不宜使用者。 

（三）文宣或活動內容與登記不符。 

第十一條  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力須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時，得於五日前通知使用者改

期，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使用者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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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細則 

86.6.24 85學年度第 2次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通過 

91.5.15 90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場地提供使用細則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場地提供使用辦法第八條

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場地提供使用細則適用場地如下：  

（一）大廳。  

（二）大禮堂（可容納一四五０人）。  

（三）演講廳（可容納一四五人、一六六人各一間）。  

（四）研討室（可容納十八人）。  

（五）會議室二間（各可容納廿人）。  

（六）展示區及畫廊。  

第 三 條  活動中心各場地提供使用時段，區分如下列三款：  

（一）上午時段：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二）下午時段：下午一時卅分至五時卅分。  

（三）晚間時段：晚間六時至十時。  

第 四 條  使用場地逾時，依規定繳納相關費用。  

第 五 條  使用本活動中心場地者，未經本校工作人員指導，不得擅自啟用燈光、音響、

舞臺、吊具、桌椅等各項設備。如須臨時另接電源或電器設備時，應先經本

校同意，其費用由管理單位與使用單位議定。  

第 六 條  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做現場錄音、錄影實況轉播

時，須經本校同意及繳納有關費用並自備器材。如須使用本活動中心原有設

施者，請於辦理場地提供使用手續時協調。  

第 七 條  使用本活動中心場地設施應注意維護安全，其佈置及復原工作由使用單位自

行負責，如有毀損應負賠償責任。  

第 八 條  本活動中心場地使用期間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交通指揮由使用

單位協同本校處理。  

第二章  校外使用 

第 九 條  校外單位使用本活動中心場地程序如下：  

（一）洽詢預約。  

（二）使用日一個月前出具公函。  

（三）核准後填具場地提供使用表及場地提供使用合約書並繳交保證金，於

使用日十五日前繳清費用。  

（四）緊急需用場地另行與本校協商辦理。  

臨時提案四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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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逾限繳交費用者，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使用日前繳清者，由保證金項下扣繳所繳場地使用費總額百分之十。 

（二）使用日後繳交者，由保證金項下逐日扣繳所繳場地使用費總額百分之

五，保證金不足扣繳者，於繳清費用當日補繳。  

（三）依據前條第四款之規定使用場地者，加收場地使用費總額百分之十五。 

第十一條  使用單位製發各種識別證前應先送本校驗證同意後，方可使用。  

第十二條  使用單位製發入場券應先送本校驗證，並請加印下列遵守事項：  

（一）請由和平一路本校活動中心入口進場。  

（二）每人一券，禁止攜帶身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下兒童入場。  

（三）演出前三十分鐘開始入場，演出時禁止入場、出場。  

（四）服裝整潔，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木屐入場。  

（五）保持肅靜，請勿在場內吸煙、飲用食物、隨意走動。  

（六）不得攜帶寵物、危險物品入場。  

（七）所有車輛請勿進入校區。  

第十三條  售票處、售票券及海報、標語，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使用單位如須設售票處，應在本校指定之地點設置。  

（二）售票券請先向稅捐單位辦理登記及驗印。  

（三）不得於本活動中心四周擅自張貼海報、標語等宣傳品。  

第十四條  使用單位未依或違反本校場地提供使用辦法辦理手續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使用單位因故取消使用時，於原使用日期三日前上午十一時辦理取消

場地提供使用手續者，退還場地費五成，未辦妥取消場地提供使用手

續者，場地費不予退還。  

（二）核准後更動使用時間者，保證金不退還，另依程序辦理場地提供使用

手續。  

（三）使用單位違反場地提供使用辦法第十條之一者，其所繳場地費不予退

還，其他已繳費用則予退還。  

第十五條  辦理各項集會活動，請先向治安單位申請登記同意後，連同公函向本校辦理

場地提供使用：  

（一）五十人以下向苓雅分局申請，並請知會凱旋派出所。  

（二）五十一人以上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請，並請知會凱旋派出所。  

第十六條  國外藝人團體演出請先向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或相關單位申請演出登記，經核

可後連同公函正本，向本校辦理場地提供使用。  

第三章  校內使用  

第十七條  校內單位使用本活動中心場地程序如下：  

（一）洽詢預約。  

（二）使用日二週前簽會本委員會後，陳請校長核示。  

（三）核准後填具場地提供使用表，並於使用日三日前繳清費用。  

第十八條  使用單位逾越期限繳清費用者，不得使用。如有特殊情形，另案簽核。  

第十九條  各單位辦理涉及全校性之活動使用活動中心場地，得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免

予收費。  

第二十條  除教職員工社團之例行性活動借用場地，大禮堂每小時酌收空調燈光費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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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伍佰元、其他場地每小時新台幣壹佰元外（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各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使用活動中心場地依左列各款繳納相關費用：  

（一）自行收費或接受校外委託（合辦或協辦）舉辦有關活動者，依校外收

費標準繳費。  

（二）接受校外專款補助，主辦專案活動者，依校內收費標準繳費。  

第廿一條  使用本活動中心各場地，如屬非上班時間，仍須依規定繳納燈光音響技術人

員工作費。  

第四章  附  則  

第廿二條  本細則未規定者，另依程序簽請校長核示。  

第廿三條  本場地提供使用細則經本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105-6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pdf
	106-6行政會議臨時提案(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