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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一、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編制外人力檢覈及員額移

撥實施要點」案，請討

論。 

人事

室 

依據 107 年 3月 26日本校第一次人力檢覈

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暨 107年度第 1次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會議，有關各

系所師資總額管制檢討情形案中決議，交

由人力檢覈委員會持續檢討，爰修正本要

點，統籌全校人力檢討評估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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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二、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友考核要點」第六點第

二項，請討論。 

總務

處 

1. 依本校工友考核委員會，「64 週年校

慶績優工友選拔暨 107年度第二次獎懲

會議」決議並經校長核准。 

2. 檢復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規定。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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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友考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點 

為辦理工友年終考核，應成立考核委

員會，由總務長、主任秘書、總務處

秘書、事務組組長、業務承辦人及工

友代表組成，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工友代表依工作性質分為公務車駕駛

及技術性工友、辦公室工友、外勤班

工友三群，分由公務車駕駛及非屬營

繕組之技術性工友互選一人、屬營繕

組之技術性工友互選一人、辦公室工

友互選兩人、外勤班工友(含配屬外勤

班之駕駛)互選一人組成，另一名代表

由上述 4組依年度順序產生為原則。 

第六點 

為辦理工友年終考核，應成立考核委

員會，由總務長、主任秘書、總務處

秘書、事務組組長、業務承辦人及工

友代表組成，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工友代表依工作性質分為公務車駕駛

及技術性工友、辦公室工友、外勤班

工友三群，分由公務車駕駛及非屬營

繕組之技術性工友互選一人、屬營繕

組之技術性工友互選一人、辦公室工

友互選兩人、外勤班工友(含配屬外

勤班之駕駛)互選兩人組成。 

                           

因目前外勤班總人數

已減少許多(目前剩7

人)，代表人數修改以

符合目前人數比例，

以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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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三、有關本校誤餐費、交通費

等之結報憑證，是否尚有

簡化空間，請討論。  

教學

發展

中心 

1. 經了解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民國 106年

10月 5日發布新聞稿表示： 「以核銷

便當為例，主計總處前於 89 年 8月 29

日已函知各機關開會食用便當者名單、

開會通知等不需作為結報憑證。」（附

件一）。 

2. 職因擔任教育部國教署委員（附件

二），今年開會有關交通費之核銷，該

署承辦人僅索取去程高鐵車票，無須另

行寄回回程車票（回程車資比照去程辦

理）。 

3. 為期響應本校四省政策，並減省郵資及

行政作業，本校誤餐費、交通費等之結

報憑證，是否有如上述之簡化空間，擬

提請討論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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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四、本校與韓國釜山加圖立大

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Pusan, Korea)簽署合

作協議書，請討論。 

國際

事務

處 

1. 韓國釜山加圖立大學，簡稱 CUP，成立

於 1964 年，是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

學校主要有護理學院，保健科學院，社

會科學院，應用科學院 4個學院，涵蓋

大學部與碩、博班。 

2. 該校預定於本(11)月 16日蒞校參訪並

簽署合作協議書，合作協議書(草案)經

兩校討論後如附件，通過後辦理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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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五、本校與德國帕德博恩大學

Universität Paderborn

續簽合作協議書，請討

論。 

國際

事務

處 

1. 帕德博恩大學（德語：Universität 

Paderborn，簡稱 UPB）座落在德國北

萊茵-威斯伐倫州的帕德博恩市，創立

於 1972 年，目前在校學生人數約 2萬

人。 

2. 院系設置主要是人文學院、經濟學院、

自然科學院、機械工程學院及理學院，

重點學科為：信息學，經濟學，工程

學，數學，及人文和社會學。 

3. 2校締結姊妹校始於 2012年，迄今本

校已有 11位學生前往免費交換，原合

作協議已到期，適逢該校教育科學院

Dr. Christian Harteis一行 2人於今

年 8 月蒞校參訪，本校主動與該校商討

續約事宜，合作協議書(草案)經多次討

論後如附件，通過後辦理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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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臨時提案 

臨時提案案由 提案單位 說明 決議

一、修訂「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學院

院務會議代表設

置要點」，請討

論。 

 

 

 

 

 

教育學院 一、依據教育部 107 年 7 月 12 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70103847 號函核定修正本校組織

規程第四條條文略以，本大學設下列各教

學單位：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 1.碩士班（1）

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碩士班(學籍分組為

「聽力學組」及「語言治療組」)；（2）

特殊教育碩士班；（3）特殊教育教學碩士

班；2.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諮商心理與復健諮商研究所（含碩

士班、諮商心理博士班；碩士班分為諮商

心理組及復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六）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力與知識管理研究所（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原住民專班。 

二、為配合前項條文擬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設置要點」第

三、四、六、七點，另併案修正法條名稱。

三、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

議代表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現行、修

正草案各乙份如附件 

四、本案經 107 年 11 月 7 日教育學院 107 學

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五、續提行政會議通過後，簽陳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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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107.11.07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

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三、院務會議代表名額，依據

本學院各系、所、學位學

程、專班編制內教師總人

數之三分之一比例為原

則產生之，院長及各系、

所、學位學程、專班主管

為當然代表，餘各系、

所、學位學程、專班代表

名額依編制內教師總人

數比例分配推選之，即每

滿五名推選代表乙名，不

足五名而滿三名者，得再

推選乙名。學生代表二

名，由本院各系、所、學

位學程、專班大學部與研

究生之學生會各互選一

名代表任之。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專

班應選出之院務會議代

表採選舉方式產生之，凡

編制內之教師均有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凡出國進

修及休假期間之教師，均

不得列為選舉人與被選

舉人。 

六、院務會議代表之選舉應於

每學年開學後一個月內，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專班依分配之名額自行選

舉產生之，其任期為一學

年，連選得連任。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行政

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

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設置

要點 

三、院務會議代表名額，依據

本學院各系所全體教師

總人數之三分之一比例

為原則產生之，院長及各

系所主管為當然代表，餘

各系所代表名額依教師

總人數比例分配推選

之，即每滿五名推選代表

乙名，不足五名而滿三名

者，得再推選乙名。學生

代表二名，由本院各系所

大學部與研究生之學生

會各互選一名代表任之。

 

 

 

 

四、各系所應選出之院務會議

代表採選舉方式產生

之，凡編制內之教師均有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凡出

國進修及休假期間之教

師，均不得列為選舉人與

被選舉人。 

 

六、院務會議代表之選舉應於

年開學後一個月內，由各

系所依分配之名額自行

選舉產生之，其任期為一

學年，連選得連任。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

送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1.修正法條名稱，刪除〝代表〞

二字。 

2.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四條

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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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設置要點(現行條文) 

84 年 11 月 01 日 教育學院院務會議會修正通過 

92 年 05 月 28 日 教育學院 91 學年度第 2次院務會議會修正通過 

96 年 12 月 19 日 96 學年度第 1學期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01 月 02 日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二、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本學院院務會議為本學院最高決策會議，討論本學院學術研究計

畫及其他有關之院務事項。 

三、院務會議代表名額，依據本學院各系所全體教師總人數之三分之一比例為原則產生之，

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然代表，餘各系所代表名額依教師總人數比例分配推選之，即每

滿五名推選代表乙名，不足五名而滿三名者，得再推選乙名。學生代表二名，由本院各

系所大學部與研究生之學生會各互選一名代表任之。 

四、各系所應選出之院務會議代表採選舉方式產生之，凡編制內之教師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

權，凡出國進修及休假期間之教師，均不得列為選舉人與被選舉人。 

五、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代表出席，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數半數之同意，不

得決議。 

六、院務會議代表之選舉應於每學年開學後一個月內，由各系所依分配之名額自行選舉產生

之，其任期為一學年，連選得連任。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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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4 年 11 月 01 日 教育學院院務會議會修正通過 

92 年 05 月 28 日 教育學院 91 學年度第 2次院務會議會修正通過 

96 年 12 月 19 日 96 學年度第 1學期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01 月 02 日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1 月 07 日 107 學年度第 1學期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二、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本學院院務會議為本學院最高決策會議，討論本學院學術研究計

畫及其他有關之院務事項。 

三、院務會議代表名額，依據本學院各系、所、學位學程、專班編制內教師總人數之三分之

一比例為原則產生之，院長及各系、所、學位學程、專班主管為當然代表，餘各系、所、

學位學程、專班代表名額依編制內教師總人數比例分配推選之，即每滿五名推選代表乙

名，不足五名而滿三名者，得再推選乙名。學生代表二名，由本院各系、所、學位學程、

專班大學部與研究生之學生會各互選一名代表任之。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專班應選出之院務會議代表採選舉方式產生之，凡編制內之教師

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凡出國進修及休假期間之教師，均不得列為選舉人與被選舉人。 

五、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代表出席，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數半數之同意，不

得決議。 

六、院務會議代表之選舉應於每學年開學後一個月內，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專班依分配

之名額自行選舉產生之，其任期為一學年，連選得連任。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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