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一、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弱勢學生證照考試獎補助

要點」，請討論。 

師資

培育

與就

業輔

導處

1. 本要點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弱勢

學生輔導機制及外部募款基作業要

點」，為鼓勵本校經濟弱勢學生於在

校期間積極取得證照，本處擬定「國

立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學生證照考試獎

補助要點」辦理弱勢學生專業證照取

得獎勵及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申請

案。 

2.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學生證

照考試獎補助要點」草案（如附

件）。 

3. 本案經 108 年 5 月 22 日 107 學年

度第 2學期第 8次行政主管會報審議

通過，並續提行政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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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學生證照考試獎補助要點 
                                                                   

 

一、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及外部募款基金作業要點，為協助弱勢學生參

加各項證照考試及鼓勵積極取得證照，提昇學生之就業競爭力，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補助對象： 

 (一)本校在學之弱勢學生，包含：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4.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學生 

     5.原住民學生等五類符合教育部學雜費減免資格學生 

     6.獲教育部弱勢助學金補助學生 

     7.不同教育資歷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係指透過「獎勵公立大學提升弱勢

學生入學機會」機制所招收之學生，例如學生之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父母三代家庭

無人上大學者及新住民等)。 

(二)學生於在校期間，依其所學專長通過國家政府機關所舉辦之專業證照考試或其他法

人團體所舉辦之國家級、國際性或經本校認定之專業證照考試，並取得證照者，得

依本要點提出申請。 

三、證照種類： 

    (一)國際級證照。 
    (二)國家丙級以上證照。 
    (三)經濟部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四)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認定之系列證照。 
    (五)語文能力檢定認證。 
    (六)各種運動專項國家級 C 級裁判、C 級教練、體適能證照、導遊證照。 
    (七)其他經本審核小組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證照。 

四、弱勢學生證照考試獎補助審核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召集 
        相關學院或系主任組成之。 
五、審核小組之任務： 
  (一)審核依證照之專業性和級等。 
        (二)審核專業技能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金額。 
    (三)審核專業技能證照取得後給予獎助。 
六、申請作業： 

(一)報名及證照取得期間及申請期限：依公告時間申請。 
(二)申請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需檢附申請表、報名費收據正本、到考證明或證照副本

(請填寫與正本相符後簽名)、存簿影本、學生證影本向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就業輔導組提出申請。 

(三)申請獎助證照取得需檢附申請表、證照影本(請於副本寫上與正本相符)、存簿影

本、學生證影本，經過系所審核再向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提出申請獎助。 

七、獎補助限制： 

(一)證照取得獎助以學生入學本校後所獲得之證照為主，提出申請期限為學生在校期間

取得之專業證照，一張證照以申請一次獎助為限。 

(二)證照考試報名費經審核後獲補助，同張證照一年以申請二次為限。 

(三)已申請到校內相關獎助補助者，不得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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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查程序：學生提出申請後，經過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將通知學生辦理後續獎助金發

放和核銷事宜。 
九、經費來源：由本校申請通過之相關計畫支應。 
十、本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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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日間學制研究所招生名額

調整要點」名稱及相關條

文，請討論。 

教務

處 

1. 依據教育部 108 年 2 月 12 日臺教高通

字第 1080012016 號公告(如附件一)，

自 109 學年度起，取消統一扣除博士

班招生名額，新增各學制班別之招生

名額總量皆保留部分比率授權學校自

行分配之規定。 

(一) 109 學年度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

總量保留比率分別為:學士班 10%、碩

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20%、博士班

30%。 

(二) 保留比率係指教育部授權學校就

整體校務發展、招生特色、5+2 產業

人力需求及培育重點統一調整之名

額，調整原則與結果需報教育部備

查。 

2. 爰此，將本校各學制班別納入規範，

爰配合予以修正要點名稱為「國立高

雄師範大學招生名額調整要點」，以

建立本校系、所及學位學程各班

(組)(含進修學院各班別)招生名額調

整機制。 

3.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第 1項第 2

款: 學士班最近連續二個學年度新生

註冊率未達 80%者，調整該學制班別

招生名額總量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

總量之 50%至 90%。爰此，新增本校學

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基準，招生未達校

內標準之學系可預先暫存名額，以避

免學系因未達部定標準遭教育部扣減

招生名額，請參閱「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招生名額調整要點」(草案)第四

點。 

4. 另依據總量標準第 1項第 3款:碩士班

及碩士在職專班最近連續二個學年度

新生註冊率均未達 70%者，即扣減名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4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額，自 109 年 4 月 30 日起施行。此法

條明訂自 109 年 4 月 30 日起施行，意

指提報 110 學年度招生總量，教育部

將審核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107 及

108 學年度新生註冊率，故新增進修

學制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請參

閱「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招生名額調整

要點」(草案)第七點。 

5. 檢附他校各學制招生名額調整原則彙

整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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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招生名額調整要點(草案) 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  明 

法規名稱: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招生名額調整要
點 

法規名稱: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日間學制研
究所招生名額調整要點 

將本校各學制班

別納入規範，爰

配合予以修正要

點名稱，以建立

本校系、所及學

位學程各班

(組)(含進修學院

各班別)招生名額

調整機制。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各學制各班

別，包括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

及博士班，進修學制各招生班別。 

二、本要點適用日間學制碩

士班及博士班。 
 

本條配合法規名

稱文字變更，修

正法規適用對

象。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新生實際註冊人數：

依教育部統計處標準，每年 
10 月 15 日完成註冊程序之

新生人數(包括完成註冊之新

生休學人數)，不包括各類外

加名額人數、退學學生、當

學年度新生保留入學資格及

前學年度新生保留入學資格

之復學者。 
(二) 缺額：當學年度核定

招生名額扣除當學年度新生

實際註冊人數及當學年度新

生保留入學資格人數。 
(三) 註冊率：當學年度新

生實際註冊人數除以(當學年

度核定招生名額扣除當學年

度新生保留入學資格人數)。
(四) 錄取率：各招生管道

(含甄試及考試)榜單公告正

取人數加總除以各招生管道

符合報名資格人數加總。 
前項註冊率及錄取率四捨五

入計算至小數點第 2 位。 
(五) 保留名額比率：依學校前一

學年度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

總量，保留一定比率名額，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新生實際註冊

人數：依教育部統計

處標準，每年 10 月 15 
日完成註冊程序之新

生人數(包括完成註冊

之新生休學人數)，不

包括各類外加名額人

數、退學學生、當學

年度新生保留入學資

格及前學年度新生保

留入學資格之復學

者。 
(二) 缺額：當學年

度核定招生名額扣除

當學年度新生實際註

冊人數及當學年度新

生保留入學資格人

數。 
(三) 註冊率：當學

年度新生實際註冊人

數除以(當學年度核定

招生名額扣除當學年

度新生保留入學資格

人數)。 
(四) 錄取率：各招

生管道(含甄試及考試)

本條新增第五

款，依據教育部

108年2月12日臺

教高通字第

1080012016號公

告，自109學年度

起，各學制班別

之招生名額總量

皆保留部分比率

授權學校自行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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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就整體校務發展、招

生特色、產業人力需求及培

育重點統一調整，保留名額

比率由教育部公告。 

榜單公告正取人數加

總除以各招生管道符

合報名資格人數加

總。 
前項註冊率及錄取率

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

點第 2 位。 
 

四、 學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依據教育部當年度公告之保

留名額比率辦理。保留名額

以符合第二款條件之學系先

予回填，剩餘名額由學校統

籌分配。 
(二)各學士班保留名額依最近連

續二個學年度新生註冊率均

達 85% 者具備回填保留資

格。 
(三)酌減招生名額：學士班最近

連續二個學年度新生註冊率

未達 85%者，學系可主動調

整招生名額，或將名額主動

寄存。調整招生名額基準如

表一，調整後之招生名額，

由學校因應校務及國家發展

需求統籌分配。 

表一 學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基準 

註冊率 名額調整基準 

80%-84.9% 90% 

70%-79.9% 80% 

60%-69.9% 70% 

50%-59.9% 60%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 據 「 專

科以上學校

總量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第

8 條第 1 項

第 2 款，學

士班最近連

續二個學年

度新生註冊

率未達 80%
者，調整該

學制班別招

生名額總量

至前一學年

度招生名額

總量之 50%
至 90%。 

三、 制 定 本 校

學士班招生

名額調整基

準，招生未

達校內標準

之學系可預

先 暫 存 名

額，以避免

學系因未達

部定標準遭

教育部扣減

招生名額。
五、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 各系所實際招生缺額

情況為依據，調整之名額均

四、 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

則： 
(一) 各系所實際招

一、本條條次變

更。 

二、刪除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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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寄存方式處理。 
(二) 當學年度各系所招生

班別產生缺額且註冊率未達

70%時，於隔一學年度調減

當學年度招生缺額之三分之

一(無條件捨去方式計算至整

數)。 
(三) 當學年度如整併、更

名或提報教育部為特殊項目

之系所，得申請免調減名

額。 
(四) 調減所衍生之名額得

以下列原則依序調整： 
1. 學籍分組之系所由系所主 
管在系所會議調整。 

2. 由院長在院主管會議調

整。 
3. 由學校在大學校院增設、

調 
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

額總量發展作業提報會議

調整。 

(五) 前項名額得分配予當

學年度註冊率達 100%且當

學年度錄取率低於全校當學

年度平均錄取率 5%者，惟

須注意名額增加後師資質量

基準應符合規定。 
(六) 系所實際招生缺額調

整之寄存名額如有報名人數

達核定名額 2 倍或無缺額產

生者，得於每年 4 月底前會

簽原寄存名額分配系所陳請

校長核定後回復寄存名額。 
 

生缺額情況為依據，調

整之名額均以寄存方式

處理。 
(二) 當學年度各系

所招生班別產生缺額且

註冊率未達百分之七十

時，於隔一學年度調減

當學年度招生缺額之三

分之一(無條件捨去方

式計算至整數)。 
(三) 當學年度如整

併、更名或提報教育部

為特殊項目之系所，得

申請免調減名額。 
(四) 調減所衍生之

名額得以下列原則依序

調整： 
1.學籍分組之系所由系

所主管在系所會議調

整。 
2.由院長在院主管會議

調整。 
3.由學校在大學校院增

設、調整系所學位學

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

展作業提報會議調

整。 
(五) 前項名額得分

配予當學年度註冊率達

百分之百且當學年度錄

取率低於全校當學年度

平均錄取率百分之五

者，惟須注意名額增加

後師資質量基準應符合

規定。 
(六) 系所實際招生

缺額調整之寄存名額如

有報名人數達核定名額 
2 倍或無缺額產生者，

得於每年 4 月底前會簽

原寄存名額分配系所陳

請校長核定後回復寄存

名額。 

款。日間學制調

整名額限度統一

規定至第八點。

三、數字部分由

國字調整為阿拉

伯數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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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招生班別經調

整後低於 105 學年度招

生名額百分之六十者，

不再調降，但該系所需

提交因應計畫，由校務

發展委員會討論，各系

所於招生時仍須確保學

生素質。 
六、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

教育部依本校前一學年度

博士班中名額總量，扣除

一定比率，並加計專案調

整名額後核定招生名額總

量。 
(二) 各博士班招生名額依前一

學年度招生名額扣除前項

比率計之(無條件捨去方式

計算至整數)，其餘名額則

依下列方式進行回填： 
1. 高於全校最近連續三個

學年度平均註冊率者具

備回填資格。 
2. 前一目具備回填資格者

依最近連續三個學年度

平均錄取率由低到高依

序回填。 

(三) 第一項專案調整名額，各

博士班所屬學術單位得於規

定期限內向教務處提出計畫

內容，並由教務處彙整後陳

報教育部核定，該名額經教

育部回復後由填送計畫系所

協調分配並直接列計入學考

試名額。 
(四) 最近連續二個學年度新生

註冊率均未達 70%者，依

表二所訂標準調整該博士班

招生名額總量至前一學年度

招生名額總量 70%至

五、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

則：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第 8 條第 3 項、第 4 項
規定，教育部依本校前

一學年度博士班中名額

總量，扣除一定比率，

並加計專案調整名額後

核定招生名額總量。 
(二) 各博士班招生名額依前

一學年度招生名額扣除

前項比率計之(無條件捨

去方式計算至整數)，其

餘名額則依下列方式進

行回填： 
3. 高於全校最近連續三

個學年度平均註冊率

者具備回填資格。 
4. 前一款具備回填資格

者依最近連續三個學

年度平均錄取率由低

到高依序回填。 
(三) 第一項專案調整名額，

各博士班所屬學術單位

得於規定期限內向教務

處提出計畫內容，並由

教務處彙整後陳報教育

部核定，該名額經教育

部回復後由填送計畫系

所協調分配並直接列計

入學考試名額。 

一、 本條條次變

更。 

二、 修正第二款

第二目。 

三、 新 增 第 四

款，訂定本

校博士班招

生名額調整

指標，以建

立公平、符

合發展趨勢

之博士班招

生名額調整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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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調整後之招生名額，

由學校依本校整體發展統籌

分配。 

表二 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基準 

註冊率 名額調整基準 

60.0%-69.9% 90% 

50.0%-59.9% 80% 

40.0%-49.9% 70% 

39.9%以下 60% 
 

七、進修學制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

原則： 

(一) 以各系所實際招生缺額情況為

依據，調整之名額均以寄存方

式處理。 
(二) 當學年度如整併、更名或提報

教育部為特殊項目之系所，得

申請免調減名額。 
(三) 調減所衍生之名額得以下列原

則依序調整： 
1. 連續三年招生未成班之系所擬

予停招。 
2. 未達招生名額之系所擬予減

招。 
3. 由進修學院相關會議調整。  
4. 由學校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

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

發展作業提報會議調整。 
(四) 因應校務發展會議之系所，惟

須注意名額增加後師資質量基

準應符合規定。 
(五) 系所實際招生缺額調整之寄存

名額如有報名人數達核定名額 
2 倍或無缺額產生者，得於每

年 4 月底前會簽原寄存名額分

配系所陳請校長核定後回復。 

 一、本條新增。

二、新增本校進

修學制碩士班招

生名額調整機

制。 

八、日間學制各招生班別經調整後

低於 105 學年度招生名額 60%

者，不再調降，但該學系(所)需

提交因應計畫，由校務發展委員

會討論，各系所於招生時仍須確

保學生素質。 

 一、本條新增。

二、原訂於碩士

班調整名額限

度，修正適用於

日間學制各招生

班別調整名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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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度。 

九、招生名額之調整應配合教育部

總量提報作業期程辦理，於每年 

5 月底前完成為原則。 

六、招生名額之調整應配合

教 

育部總量提報作業期程辦 

理，於每年 5 月底前完成 

為原則。 

本條條次變更。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

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

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

理。 

本條條次變更。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主管會報、行

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自

109 學年度招生名額施行，修正

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行政主管會報

討論後，續提行政會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可後自 107

學年度招生名額施行，修正

時亦同。 

一、 條次變更。

二、 本要點施行

學年度及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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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三、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自我評鑑申復辦法」，請

討論。 

教務

處 

1. 本辦法第九條文字修正，刪除「自公

布日起」等字。 

2.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自我評鑑申

復辦法」修正對照表、修正草案各一

份。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18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自我評鑑申復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9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

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修正為「本辦

法經行政會議、校務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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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自我評鑑申復辦法（修正草案） 

 

經 102 年 11 月 20 日 102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通過 

經 103 年 1月 10 日 102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經本校 103 年 4 月 30 日 102 學年度第 7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3 年 6月 13 日 102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本校 103 年 10 月 22 日 103 學年度第 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3 年 11 月 14 日 103 學年度第 1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受評單位之權益，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受評單位執行自我評鑑，收到自我評鑑委員會之「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後，認為有

下列情況之一者，得於二週內提出申復： 

一、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內容所載之數據、資料或其他文字與受評單位之實況有所不

符，致使評鑑結果報告「不符事實」。 

三、對評鑑委員會之「自我評鑑認可結果建議」有疑義者，但以可提出具體明確疑

義事證為限。 

第三條 受評單位申復時，須在規定期限內填具申復申請書，向本校自我評鑑執行小組提

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第四條 評鑑執行小組於申復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應將受評單位申復意見函送評鑑委

員會審查，必要時得召集評鑑委員會討論查證，並將處理結果函覆受評單位。 

第五條 申復之處理，必要時得請受評單位提出書面補充說明。 

第六條 申復意見處理後，評鑑執行小組將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評鑑結果報告

（含評鑑認可結果建議）」、「申復申請書」及「申復意見回覆說明」等資料，

提交至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行審定，並作成「認可結果報告書」。 

第七條 申復之處理，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參與各項申復作業之人員均應嚴守保密原則。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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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修正本校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及第 2學期行事曆，

請討論。 

教務

處 

1. 調整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英文免修(含大一英文及進階英文)、

網路加退選課、研究生申報指導教

授、網路預選課等日期。 

2. 新增學期中休退學退費的期限、109

學年度第 1學期網路預選課(試選)之

機制。 

3. 依據行政院 108 年 5 月 1 日院授人培

字第 1080033635 號函示，調整放假、

補假與補行上班之日期。 

4. 檢附本校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及第 2

學期行事曆修正對照表、行事曆(修正

後、修正前)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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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學期行事曆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9 月 2 日至 12 日申辦抵

免學分、英文免修(含大

一英文及進階英文) 

9 月 9 日至 18 日申請英

文免修(含大一英文及進

階英文) 

配合網路加退選提前至 9 月 9

日至 17 日辦理，故將申請英

文免修之日期調整至 9 月 2 日

至 12 日，與抵免學分同時間

辦理。 

9 月 9 日研究生申請論

文考試、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開始 

11 月 4 日至 8日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

須參加學科考試之研究

生申報應試科目 

自 108 學年度起，統一將研究

生論文、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試訂於每學期註冊日即開始

申請，以利學系及博士班辦理

相關作業。 

9 月 9 日至 17 日網路加

退選課 

9 月 18 日至 20 日網路

加退選課 

現行加退選日期訂在第 2~3

週，易造成選課作業時程過

長，影響任課教師課程安排，

故自 108 學年度起提早至第 1

週起，合計 9 日，俾早日確定

選課名單。 

10 月 5 日補行上班、上

課(補 10 月 11 日調整放

假 1天) 

10 月 5 日補行上班 (補

10 月 11 日調整放假 1

天) 

增列 10 月 5 日(六)補行上

課，以利師生遵循。 

10 月 18 日休/退學退費

2/3 期限 

 1.新增。 

2.明訂休/退學退費日期，以

維學生權益。 

10 月 18 日至 12 月 6 日

申辦棄選、研究生申報

指導教授  

9 月 9 日至 10 月 4 日研

究生申報指導教授  

延後研究生申報指導教授日

期，以利學系進行指導教授遴

派或研究生選任指導教授。 

11 月 29 日休/退學退費

1/3 期限 

 1.新增。 

2.明訂休/退學退費日期，以

維學生權益。 

12 月 27 日學生申請第 1

學期休學截止 

12 月 27 日學生申請休

學截止 

文字修正 

 (109 年)1 月 20 日至 24

日研究生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網路預選課 

1.刪除。 

2.109 年 1 月 20 日為 108 學年

度第 1 學期任課教師送交學

期成績完畢及學生預選課程

之日期;依 107 學年度第 1 學

期的實際運作結果，單登系

統因教師端及學生端同時使

用，造成流量過大，以致學

生無法順利選課。 

3.部份任課教師延遲送交期末

成績，致影響學生預選下學

期之學年課程或階段性課

 (109 年)1 月 20 日至 30

日大學部 107 學年度 2

學期網路預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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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程。  

4.基於以上事由，擬將網路預

選課程，調整至第 2學期 2

月 3日至 13 日辦理。 

(109 年)1 月 23 日調整

放假；24 日除夕放假；

25 日至 27 日春節放

假，28、29 日補假    

(109 年)1 月 24 日除夕

放假；25 日至 27 日春

節放假，28、29 日補假  

依據行政院 108 年 5 月 1 日院

授人培字第 1080033635 號函

辦理。 

(109 年)1 月 31 日研究

生論文考試、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完畢 

(109 年)1 月 31 日研究

生資格考試、論文考試

完畢 

文字修正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行事曆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2 月 3 日至 7 日 108 學

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網

路預選課 

 1.新增。 

2.修正理由詳第 1學期之說明。

2 月 3 日至 13 日 108 學

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網

路預選課 

 

2 月 15 日寒假結束、補

行上班(補 1月 23 日調

整放假) 

2 月 15 日寒假結束 依據行政院 108 年 5 月 1 日院授

人培字第 1080033635 號函辦

理。 

2 月 17 日研究生申請論

文考試、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開始 

4 月 13 日至 17 日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

請須參加學科考試之研

究生申報應試科目 

修正理由同第 1學期之說明。 

2 月 17 日至 25 日網路

加退選課 

3 月 2 日至 4日網路加

退選課 

修正理由同第 1學期之說明。 

3 月 27 日休/退學退費

2/3 期限 

 1.新增。 

2.修正理由同第 1學期之說明。 

4 月 4 日兒童節及民族

掃墓節，2 日補假，3 日

放假 

4 月 4 日兒童節及民族

掃墓節，3日、6日補假

依據行政院 108 年 5 月 1 日院授

人培字第 1080033635 號函辦

理。 

4 月 27 日至 5 月 15 日

申辦棄選、研究生申報

指導教授 

2 月 17 日至 3月 13 日

研究生申報指導教授 

修正理由同第 1學期之說明。 

5 月 1 日至 5 日任課教

師課程異動申請 

 參照第 1學期增訂。 

5 月 8 日休/退學退費

1/3 期限 

 1.新增。 

2.修正理由同第 1學期之說明。

6月 5日學生申請第 2 5 日學生申請休學截止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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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學期休學截止 

7 月 20 至 24 日大學部

及研究生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網路預選課(試

選) 

 1.新增。 

2.自 109 學年度起網路預選課程

作業時間，調整為 5 日，並增

加預選課程試選機制，俾圖資

處測試選課系統，減少正式預

選課時網路系統的異常情況。

7月 31 日研究生論文考

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核完畢 

7 月 31 日研究生資格考

試、論文考試完畢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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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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請討論。 

秘書

室 

1. 107 年度上半年第 2週期大學校院校

務評鑑「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項目

委員建議「宜於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中增列評鑑週期及評鑑方式，以利

各教學與行政單位有所遵循」。 

2. 已於 108 年 5 月 13 日召開會議研議將

本校每年度針對全校行政及教學單位

辦理的目標管理行政績效(MBO)考核轉

型為常態性自辦校務自我評鑑案。修

正內容並經 107-8 次行政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 

3. 修正對照表及原條文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7-2 次校

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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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校務自我評鑑分為兩

類：其一為配合大學

校院校務評鑑內容所

規劃之自我評鑑，其

二為本校每年度針對

全校行政及教學單位

所辦理之目標管理行

政 績 效 考 核 ( 簡 稱

MBO 考核)。 

前項所稱目標管理行

政績效考核，另以考

核要點及考核實施計

畫推動之。 

 

 1.本條新增。 

2.本條第一項 

(1)分為兩類自我評鑑，

以因應本校 MBO 考

核及全國高教評鑑之

不同需求。 

(2)明列第二類自我評鑑

之週期為每年。 

(3)明列第二類自我評鑑

之受考核對象為全校

行政及教學單位。 

3.本條第二項 

(1)賦予現行 MBO 考核

要點之上位法源依

據，但細節仍另以考

核要點及考核實施計

畫推行之，以免大幅

修改本辦法。 

(2)讓 MBO 考核在法制

面轉型成為本校每年

例行性之校務自我評

鑑。 

第三條  為辦理大學校院校務

之自我評鑑，本校設

校務評鑑委員會，副

校長兼召集人，置委

員十一至十五人，由

校長聘請校內外學者

專家組成。委員任期 

一年，得連聘連任。

另置執行秘書一人，

由校長指定委員兼任

之。 

 

第二條  為辦理校務自我評鑑業

務，本校設校務評鑑

委員會，副校長兼召

集人，置委員十一至

十五人，由校長聘請

校 內 外 學 者 專 家 組

成。委員任期一年，

得連聘連任。另置執

行秘書一人，由校長

指定委員兼任之。 

1.條次修正。 

2.部分文字修正。 

第四條  「校務評鑑委員會」

之職掌如下： 

一、決定自我評鑑的

方式、內容及實

第三條  「校務評鑑委員會」之

職掌如下： 

一、決定自我評鑑的

對象、方式、內

1.條次修正。 

2.部分文字刪除及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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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說明 

施期程等相關事

宜。 

二、建議自我評鑑委

員。 

三、追蹤自我評鑑結

果及改進情形。 

容及實施期程等

相關事宜。 

二、建議自我評鑑委

員。 

三、追蹤考核評鑑結

果及建立自我改

進機制。 

 

第五條  為辦理……。 

 

第四條  為辦理……。 條次修正。 

第六條  評鑑分資料考評及實

地訪評。評鑑之作業

程序如下： 

一、依據校內評鑑時

程完成「自我評

鑑書面報告」，

由「校務評鑑委

員會」審核。 

二、自我評鑑委員至

本校現場訪視，

於規定時程內完

成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 

三、將自我評鑑結果

送交校務評鑑委

員會審議後，於

規定期限內提出

改善成果。 

第五條  評鑑分資料考評及實地

訪評。評鑑之作業程

序如下： 

一、受評單位依據校

內評鑑時程完成

「自我評鑑書面

報告」，由「校

務評鑑委員會」

審核。 

二、自我評鑑委員至

本校現場訪視，

於規定時程內完

成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 

三、將自我評鑑結果

送交校務評鑑委

員會審議後，轉

受評單位作為改

進參考。各受評

單位應在得知評

鑑結果後，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改

善 計 畫 並 執 行

之。下一階段評

鑑時，應完整載

明執行成果。 

 

1.條次修正。 

2.部分文字刪除及修

正。 

第七條  本校得……。 

 

第六條  本校得……。 條次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經……。 

 

第七條  本辦法經……。 條次修正。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29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100年3月16日99學年度第六次行政會議通過 

100年6月17日99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106年9月13日106學年度第一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2月22日106學年度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行政效能，提升教學、學術研究、服

務、輔導等成效，依據大學法第五條與大學評鑑辦法，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

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辦理校務自我評鑑業務，本校設校務評鑑委員會，副校長兼召集人，置委員十一

至十五人，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委員任期一年，得連聘連任。另置執

行秘書一人，由校長指定委員兼任之。 

第三條  「校務評鑑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決定自我評鑑的對象、方式、內容及實施期程等相關事宜。 

二、建議自我評鑑委員。 

三、追蹤考核評鑑結果及建立自我改進機制。 

第四條  為辦理自我評鑑工作，置委員五至九人，由校務評鑑委員會委員及校外學者專家組

成，校外委員不得少於三分之二。 

第五條  評鑑分資料考評及實地訪評。評鑑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受評單位依據校內評鑑時程完成「自我評鑑書面報告」，由「校務評鑑委員

會」審核。 

二、自我評鑑委員至本校現場訪視，於規定時程內完成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三、將自我評鑑結果送交校務評鑑委員會審議後，轉受評單位作為改進參考。各受

評單位應在得知評鑑結果後，於規定期限內提出改善計畫並執行之。下一階段

評鑑時，應完整載明執行成果。 

第六條  本校得依自我評鑑結果作為調整資源分配、修正中長程計畫及行政、學術單位之增

設、變更、合併及人員獎懲之參考。 

第七條  本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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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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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六、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

核要點」暨「109 年度推

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

實施計畫」，請討論。 

秘書

室 

1. 續前案，同步修正本校 MBO 考核要點

暨考核實施計畫。 

2. 已於 108 年 5 月 13 日召開會議研議將

本校每年度針對全校行政及教學單位

辦理的目標管理行政績效(MBO)考核轉

型為常態性自辦校務自我評鑑案。修

正內容並經 107-8 次行政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 

3. 修正對照表及原條文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並週知全校各單位瞭解新考核指標項

目及評分標準，108 年妥為準備，109

年進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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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說明 

一、本校為落實行政目標管理及促

進行政創新，全面提升校務發

展品質及辦學績效，並配合年

度校務實施計畫之執行與考

核，依據本校校務自我評鑑實

施辦法第二條制定本要點。 

 

一、本校為落實行政目標管理及促

進行政創新，全面提升校務發

展品質及辦學績效，並配合年

度校務實施計畫之執行與考

核，特制定本要點。 

增列上位法源

依據。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全校行政及

教學單位。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推動行政目

標管理之各單位。 

文字修正。 

三、考核時程、組織與權責： 

(一)考核分平時考核及年度考

核。由秘書室擬定年度

「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

考核實施計畫」，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二)平時考核由秘書室於每月

中旬辦理，就各單位規劃

辦理事項進行考核，並作

成考核紀錄陳校長核閱。

(三)年度考核於隔年辦理，分

初審及複審進行。 

(四 )年度考核由審議小組審

議，審議小組由校長、副

校長及校外委員三-五人

共五-七人組成，簽報校

長核定後聘派。 

三、考核時程、組織與權責： 

(一)考核分平時考核及年度考

核。由秘書室擬定年度

「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

考核實施計畫」，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二)平時考核由秘書室於每月

中旬辦理，就各單位規劃

辦理事項進行考核，並作

成考核紀錄陳校長核閱。 

(三)年度考核於隔年三-四月辦

理，分初審及複審進行。 

(四 )年度考核由審議小組審

議，審議小組由校長、副

校長及校外委員三-五人

組成，由人事室簽報校長

核定後聘派。 

(五)考核業務由秘書室主辦，

人事室協辦。 

 

1.依實務運作

情形，刪除

部分文字。 

2.明訂委員總

數 為 5-7

人。 

四、年度考核程序與評分： 

(一)年度考核區分行政單位、

教學單位兩類別，初審由

各單位提交工作績效自評

表。 

 

四、年度考核程序與評分： 

(一)年度考核區分行政單位、

學術單位兩類別，初審由

各單位提交工作績效自評

表，內容包括「校務計畫

成果」及「特色績效成

1.依實務運作

情形，修正

內容。 

2.簡化後之相

關規範，另

於考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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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說明 

 

 

 

 

 

 

 

(二)審議採百分制，一百分為

滿分。審議小組依據工作

績效自評表進行初審評

分，遴選行政單位及教學

單位各前六名進入第二階

段複審，最終擇行政及教

學最績優單位各兩名。 

(三)自評表內容、考核指標、

及初審複審作業，另以該

年度行政績效考核實施計

畫訂之。 

 

果」兩項，「校務計畫成

果」依據各單位年度校務

計畫提出具體工作成果，

「特色績效成果」則配合

校務發展，由該年度行政

績效考核實施計畫另行訂

定。 

(二)審議小組依據工作績效自

評表進行初審評分。審議

採百分制，一百分為滿

分，遴選行政單位及學術

單位各前六名進入複審。 

 

 

(三)複審資料包含工作績效自

評表、口頭補充說明，及

佐證資料。審議採百分

制，一百分為滿分，依據

總分遴選行政單位及學術

單位最績優各兩名。 

 

計 畫 內 訂

之，以利因

應不同階段

校務重要目

標彈性調整

考核內容，

發揮引導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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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要點 
 

74 年 06 月 06 日 73 學年度第 13 次行政會議通過 
79 年 01 月 03 日 78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4 年 06 月 07 日 83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8 年 10 月 13 日 88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 年 04 月 16 日 91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10 月 22 日 103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落實行政目標管理及促進行政創新，全面提升校務發展品質及辦學績效，並

配合年度校務實施計畫之執行與考核，特制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推動行政目標管理之各單位。 

三、考核時程、組織與權責： 

(一)考核分平時考核及年度考核。由秘書室擬定年度「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

實施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平時考核由秘書室於每月中旬辦理，就各單位規劃辦理事項進行考核，並作成

考核紀錄陳校長核閱。 

(三)年度考核於隔年三-四月辦理，分初審及複審進行。 

(四)年度考核由審議小組審議，審議小組由校長、副校長及校外委員三-五人組成，

由人事室簽報校長核定後聘派。 

(五)考核業務由秘書室主辦，人事室協辦。 

四、年度考核程序與評分： 

(一)年度考核區分行政單位、學術單位兩類別，初審由各單位提交工作績效自評

表，內容包括「校務計畫成果」及「特色績效成果」兩項，「校務計畫成果」

依據各單位年度校務計畫提出具體工作成果，「特色績效成果」則配合校務發

展，由該年度行政績效考核實施計畫另行訂定。 

(二)審議小組依據工作績效自評表進行初審評分。審議採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

遴選行政單位及學術單位各前六名進入複審。 

(三)複審資料包含工作績效自評表、口頭補充說明，及佐證資料。審議採百分制，

一百分為滿分，依據總分遴選行政單位及學術單位最績優各兩名。 

五、獎勵：年度考核最績優單位，發予獎金（或等值禮券）及獎牌，並於行政會議公開

表揚，同時酌予增加該績優單位次年度預算經費。 

六、獲獎之績優單位應於行政知能研習或相關集會中進行簡報，提供經驗分享；並由秘

書室彙整具體創新措施製作成電子書，以供觀摩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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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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度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實施計畫 

 

壹、依據：本校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要點。 

 

貳、目標：藉由績效考核，全面提升校務發展品質。 

 

參、主辦單位：秘書室 

 

肆、考核內容： 

 

(一)平時考核：執行期程為 108 年 1-12 月，考核方式於每月中旬辦理，隨機抽選 5-10 個

單位之執行項目進行查核，作成查核紀錄陳校長核閱。 

 

(二)年度考核：執行期程為 109 年，分為初審與複審兩階段，並區分為行政單位與教學單

位(包含納入本校組織規程的學位學程)兩類別。 

1.初審： 

由各單位撰寫工作績效自評表。審議小組依據工作績效自評表進行書面審查與評

分，遴選行政單位前 6 名及兩校區教學單位各前 3 名進入複審。 

評鑑指標及配分如下列兩表： 

 

表 1：行政類考核指標及配分 

行政類 

考核指標 配分 審議標準 

1.MBO 每月線上檢核

(由秘書室核算分數) 
20 分

由 MBO 系統自行統計：執行率 100％(20 分)、

95.0-99.9％以上(15 分)、未達 90.0-94.9％(10 分)、

其餘不給分。 

2.電子化會議(由文書組

核算分數) 
20 分

(1)每月依規定於期限內填報者，加 0.7 分(12 個月

最高可得 8.4 分)。 

(2)每月達成實施電子化會議 40%以上者，加 1 分

(12 個月最高可得 12 分)。 

(3)以上滿分至多為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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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類 

考核指標 配分 審議標準 

3.登革熱防治每星期線

上檢核(由衛保組核算

分數) 

20 分

 

項目 分數 

每星期完成線上檢核一次 15 

雨後第二天完成線上檢核一次 5 

每星期未填報線上檢核表 -5 

單位被衛生局及環保局處查獲孳生

源一次 
-10 

※每月核計一次總分，以平均數計分。若

當週没下雨，並完成線上填報，最高分以

20 分計。 

4.對於校務或部門業務

之創新、整合、變革

等積極作為(由審議委

員評分) 

40 分 開放自提(例如，推廣教育收入等) 

 

表 2：教學類考核指標及配分 

教學類 

考核指標 配分 審議標準 

1.MBO 每

月線上

檢核(秘
書室評

分) 

10 分 
MBO 系統自行統計：執行率 100％(10 分)、95.0-99.9％以上(8

分)、未達 90.0-94.9％(5 分)、其餘不給分。 

2.新生註

冊率暨

穩定度

( 教 務

處 評

分) 

20 分 

 

新生註冊率 就學穩定度 

和平 燕巢 10 分 和平 燕巢 10 分

100% 90%以上 10 分 100% 90%以上 10 分

90%~99% 80%~89% 8 分 90%~99% 80%~89% 8 分

80%~89% 70%~79% 6 分 80%~89% 70%~79% 6 分

70%~79% 60%~69% 4 分 70%~79% 60%~69% 4 分

60%~69% 50%~59% 2 分 60%~69% 50%~59% 2 分

59%以下 49%以下 0 分 59%以下 49%以下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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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類 

考核指標 配分 審議標準 

3.產學及

研究計

畫暨行

政管理

費等創

收績效

( 研 發

處 評

分) 

30 分 

(1)全學系(所)教師之：產學合作案、科技部補助案、教育部補

助案、其他政府部門補助案、委辦案等之總金額，除以全

學系(所)教師人數(20 分)。 

(2)上述計畫案件之管理費總金額，除以全系教師人數(10 分)。 

(3)計算公式：20*(1-排序/總數)  和 10*(1-排序/總數) 

排序=總金額/教師人數 

總數=所有學數單位 

(4)補充說明：請人事室提供考核當年度各學系(所)教師人數給

研發處。 

4.開班創

收績效

( 進 修

學院評

分) 

20 分 

子項目 給分標準 配分

配合進修學院開設碩士在

職專班或教學碩士班(5 分) 

有 5 分

無 0 分

新生註冊率(8 分) 

新生註冊率 100% 8 分

80%以上未滿 100% 6 分

80%以下，但維持前一年水

準 
4 分

50%-89%  2 分

50%以下 0 分

休(退)學率(7 分) 

低於 20% 7 分

21%-40% 5 分

41%-60% 3 分

61%-80% 0 分

5. 對於校

務或部

門業務

之 創

新、整

合、變

革等積

極作為

(審議委

員評分) 

20 分 

 

開放自提(例如，國際化) 

 

 

2.複審： 

資料包含工作績效自評表、佐證資料卷夾。 

審議採百分制，滿分為 100，依據總分遴選行政單位前 2 名（不分校區）及教學單

位最績優 2 名（和平及燕巢校區各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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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審議小組：年度考核由審議小組審議，審議小組由校長、副校長及校外委員 3-5 人共 5-

7 人組成。 

 

陸、獎勵：年度考核最績優單位，各獲獎狀、獎盃(牌)及新台幣 5 萬元額度獎品(券)之獎

勵，並於行政會議公開表揚。 

 

柒、典範學習：年度審議最績優單位應製作成果報告電子書(檔)供學習。 

 

捌、經費預算：由秘書室校務實施計畫支應。 

 

玖、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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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七、修訂本校 108 學年度 109

級畢業典禮行事曆，請討

論。 

學生

事務

處 

1. 依據本校行事曆:109 級畢業典禮訂於

109 年 6 月 6 日星期六（本校 107 年

12 月 12 日 10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

議通過 108 學年度行事曆並公告在

案）。因與 108 年度教師資格考試撞

期，為考量學生權益，畢業典禮擬予

改期。 

2. 查詢其他學校 109 年畢業典禮日期如

下，供參考： 

（1）5月 30 日（六）：國立臺中教

育大學。 

（2）6月 06 日（六）：國立臺灣大

學、國立成功大學、國立中山大學。 

（3）6月 07 日（日）：國立臺南大

學、國立屏東大學、國立東華大學。 

（4）6月 13 日（六）：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國立彰

化師範大學、國立清華大學。 

3. 現有本校進修學院馬來西亞境外碩士

班同學表示欲返校參加畢業典禮，希

望能儘速確定時間，俾利行程安排。 

4. 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請教務處配

合修訂本校 108 學年度行事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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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八、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導師費支給基準」，請討

論。 

學生

事務

處 

1. 原辦法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導師輔導

及活動費支給標準」不同，鑒於導師

工作應不分系所及教授職級，均為相

同之職責及貢獻，爰修訂之。 

2. 本案經 108 年 5 月 20 日 107 學年度第

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3. 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如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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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導師費支給基準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二、導師費支給項目及基準

如下： 

（一）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作為導師輔導學生及出席

班級相關活動使用，如班

會、座談會、討論會、班

級旅遊活動及校外訪視賃

居生等。 

1. 總導師、副總導師、院

(處)主任導師、系(所、

專班、組)主任導師：不

另支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惟若同時兼任班級導師，

並有輔導學生之事實，可

另支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2.大學部、研究所碩、博士

各班級導師：依導生人數

計算，至多以 20 人為

限，每週每生 57.5 元，

每學期發給 18 週。 

3.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

程組班級導師：不分教師

職級及導生人數，每週核

發 250 元，每學期發給 18

週。若暑假開班，並有輔

導學生之事實，可另核實

支給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4.班級導師兼任他班班級導

師時，僅能擇優發給，不

得重複兼領。 

5.上述各項經費由學生事務

處課外活動組提供名冊陳

校長核定後，由總務處出

納組造冊核發。 

6.導師或教官帶領班級校外

旅遊活動得另行申請差旅

費。 

7.優良導師：每學年依據本

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

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遴選

之優良導師，每名發給獎

勵金 10,000 元。 

（二）系所聯合導師活動

二、導師費支給項目及基準

如下： 

（一）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作為導師輔導學生及出席

班級相關活動使用，如班

會、座談會、討論會、班

級旅遊活動及校外訪視賃

居生等。 

1. 總導師、副總導師、院

(處)主任導師、系(所、

專班、組)主任導師：不

另支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惟若同時兼任班級導師，

並有輔導學生之事實，可

另支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2.大學部各班級導師：依導

生人數計算，至多以 20

人為限，每週每生 57.5

元，每學期發給 18 週。 

3.研究所碩、博士各班級導

師：依教師職級計算，每

週核發 1.3 小時，每學期

發給 18 週。 

4.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

程組班級導師：不分教師

職級及導生人數，每週核

發 250 元，每學期發給 18

週。若暑假開班，並有輔

導學生之事實，可另核實

支給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5.班級導師兼任他班班級導

師時，僅能擇優發給，不

得重複兼領。 

6.上述各項經費由學生事務

處課外活動組提供名冊陳

校長核定後，由總務處出

納組造冊核發。 

7.導師或教官帶領班級校外

旅遊活動得另行申請差旅

費。 

8.優良導師：每學年依據本

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

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遴選

一、為使研究所碩、博

士班級之導師輔

導及活動費與大

學部支給標準相

同，以示公平及

統一，修正第二

點第一項第 2

款。 

二、刪除第二點第一項

第 3款。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 2

款以下各款次序

號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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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費：作為系所主任導師辦

理導生相關活動使用，如

辦理系所週會演講、導師

會議、懇親座談會、導師

聯誼活動及生涯輔導講座

或參訪等。應檢附活動紀

錄、照片及收據，由系所

提出申請，加會學生事務

處課外活動組，辦理核銷

時亦同。其費用如下： 

1.系所合一（雙班以上）：

每學年 40,000 元。 

2.系所合一（單班）：每學

年 30,000 元。 

3.單一學系：每學年 20,000

元。 

4.單一所（碩、博士班）：

每學年 10,000 元。 

5.單一所（碩士班）：每學

年 8,000 元。 

6.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

程組：每學年 8,000 元。 

7.績優系所：每學年依據本

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

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遴選

之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

特優 2 名，每名 10,000

元、優等 2 名，每名

8,000 元、甲等 2 名，每

名 6,000 元，發給獎勵

金，以提供輔導學生之

用。 

（三）學院聯合導師活動

費：作為學院主任導師辦

理導生活動使用，如辦理

院週會演講、導師會議、

導師聯誼活動等。應檢附

活動紀錄、照片及收據，

由學院依班級數補助每學

年每班 400 元，由各學院

自行提出申請，加會學生

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

核銷時亦同。 

（四）全校聯合導師活動

費：作為學生事務處辦理

之優良導師，每名發給獎

勵金 10,000 元。 

（二）系所聯合導師活動

費：作為系所主任導師辦

理導生相關活動使用，如

辦理系所週會演講、導師

會議、懇親座談會、導師

聯誼活動及生涯輔導講座

或參訪等。應檢附活動紀

錄、照片及收據，由系所

提出申請，加會學生事務

處課外活動組，辦理核銷

時亦同。其費用如下： 

1.系所合一（雙班以上）：

每學年 40,000 元。 

2.系所合一（單班）：每學

年 30,000 元。 

3.單一學系：每學年 20,000

元。 

4.單一所（碩、博士班）：

每學年 10,000 元。 

5.單一所（碩士班）：每學

年 8,000 元。 

6.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

程組：每學年 8,000 元。

7.績優系所：每學年依據本

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

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遴選

之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

特優 2 名，每名 10,000

元、優等 2 名，每名

8,000 元、甲等 2 名，每

名 6,000 元，發給獎勵

金，以提供輔導學生之

用。 

（三）學院聯合導師活動

費：作為學院主任導師辦

理導生活動使用，如辦理

院週會演講、導師會議、

導師聯誼活動等。應檢附

活動紀錄、照片及收據，

由學院依班級數補助每學

年每班 400 元，由各學院

自行提出申請，加會學生

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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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全校導生活動使用，如辦

理全校導師座談會等，每

學年 30,000 元，應檢附

活動紀錄及收據，由學生

事務處提出申請並辦理核

銷。 

    （五）導師校內外知能

研習費：作為辦理校內外

導師知能研討活動使用，

應檢附研討紀錄及收據，

由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並

辦理核銷。 

 

 

核銷時亦同。 

（四）全校聯合導師活動

費：作為學生事務處辦理

全校導生活動使用，如辦

理全校導師座談會等，每

學年 30,000 元，應檢附

活動紀錄及收據，由學生

事務處提出申請並辦理核

銷。 

    （五）導師校內外知能

研習費：作為辦理校內外

導師知能研討活動使用，

應檢附研討紀錄及收據，

由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並

辦理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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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導師費支給基準（修正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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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9 月 17 日 97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0 月 15 日 97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1 月 25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2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249383 號函同意備查 

101 年 03 月 30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4 月 18 日 100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5 月 28 日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6 月 5 日 106 學年度第 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2 月 10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師法」第 17 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本校「校務基

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第 4 點、本校「編制內教師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

給與支應原則」及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訂定本基準。 

二、導師費支給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導師輔導及活動費：作為導師輔導學生及出席班級相關活動使用，如班會、座

談會、討論會、班級旅遊活動及校外訪視賃居生等。 

1. 總導師、副總導師、院(處)主任導師、系(所、專班、組)主任導師：不另支

導師輔導及活動費。惟若同時兼任班級導師，並有輔導學生之事實，可另支

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2. 大學部、研究所碩、博士各班級導師：依導生人數計算，至多以 20 人為

限，每週每生 57.5 元，每學期發給 18 週。 

3.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班級導師：不分教師職級及導生人數，每週核

發 250 元，每學期發給 18 週。若暑假開班，並有輔導學生之事實，可另核實

支給導師輔導及活動費。 

4.班級導師兼任他班班級導師時，僅能擇優發給，不得重複兼領。 

5.上述各項經費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提供名冊陳校長核定後，由總務處出

納組造冊核發。 

6.導師或教官帶領班級校外旅遊活動得另行申請差旅費。 

7.優良導師：每學年依據本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遴選之

優良導師，每名發給獎勵金 10,000 元。 

（二）系所聯合導師活動費：作為系所主任導師辦理導生相關活動使用， 

如辦理系所週會演講、導師會議、懇親座談會、導師聯誼活動及生 

涯輔導講座或參訪等。應檢附活動紀錄、照片及收據，由系所提出 

申請，加會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核銷時亦同。其費用如下： 

1.系所合一（雙班以上）：每學年 40,000 元。 

2.系所合一（單班）：每學年 30,000 元。 

3.單一學系：每學年 20,000 元。 

4.單一所（碩、博士班）：每學年 10,000 元。 

5.單一所（碩士班）：每學年 8,000 元。 

6.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每學年 8,000 元。 

7.績優系所：每學年依據本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遴選之

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特優 2 名，每名 10,000 元、優等 2 名，每名 8,000

元、甲等 2名，每名 6,000 元，發給獎勵金，以提供輔導學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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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院聯合導師活動費：作為學院主任導師辦理導生活動使用，如辦理院週會演

講、導師會議、導師聯誼活動等。應檢附活動紀錄、照片及收據，由學院依班級

數補助每學年每班 400 元，由各學院自行提出申請，加會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辦理核銷時亦同。 

（四）全校聯合導師活動費：作為學生事務處辦理全校導生活動使用，如辦理全校導師

座談會等，每學年 30,000 元，應檢附活動紀錄及收據，由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

並辦理核銷。 

    （五）導師校內外知能研習費：作為辦理校內外導師知能研討活動使用，應檢附研討紀

錄及收據，由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並辦理核銷。 

三、導師費之支給依據本校「編制內教師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支應原則」及「導

師費支給基準」辦理，其經費來源為本校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四、進修學院導師費支給項目及基準另訂之。 

五、本基準經本校學務會議、行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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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九、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車輛行駛暨停放校區管理

辦法」，請討論。 

總務

處 

1. 依本校 107 學年度第 2次車輛管理委

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准。 

2.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全文。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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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車輛行駛暨停放校區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第二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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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自辦班隊之學

員及教師：比照兼任教師

收費，並限上課或執行本

校相關業務時停放。申請

時由開辦單位另案簽辦，

總務處事務組視校內車證

申辦狀況進行總量控管並

決定開放申辦之人數，再

由開辦單位造冊提出申

請。 

 

第六條第二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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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增目次 

二、目前各單位自辦班

隊學員及教師申請車

證，係由各開辦單位另

案簽辦，未有明文規

範，故增訂各單位自辦

班隊收費標準及辦法明

訂之。 

第十一條： 

  平常上班日來校洽公

或訪問等貴賓之汽車，得

以有效證件（如邀請函及

身分證、駕照等）換取臨

時通行證進入校區，另需

填具表單交由受訪者確認

簽章暨單位核章，於離校

時交予駐衛警。倘無相關

人員、單位簽章，應依規

定繳納臨時停車費，收費

標準每次 60 元(離場再

停、停車逾 5 小時或跨日

則另計次收費)。 

  退休之教職員工到校

得以相關證件（如退休

第十一條： 

  平常上班日來校洽公

或訪問等貴賓之汽車，得

以有效證件（如邀請函及

身分證、駕照等）換取臨

時通行證進入校區，另需

填具表單交由受訪者確認

簽章暨單位核章，於離校

時交予駐衛警。倘無相關

人員、單位簽章，應依規

定繳納臨時停車費，收費

標準半天（上午或下午）

60 元、全天 120 元。 

  退休之教職員工到校

得以相關證件（如退休

證）換取臨時通行證進入

一、修正平常上班日臨

時停車之車輛收費標

準。 

二、配合本校和平校區

設置自動繳費機，避免

正式啟用自動繳費機後

產生計費爭議，釐清半

日之定義，並與高雄市

政府交通局核定之停車

場登記證記載內容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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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換取臨時通行證進入

校區。 

  前二項情形駐衛警執

勤時應視校內實際停車位

之空間狀況，決定是否開

放無通行車證之汽車進

入。 

 

校區。 

  前二項情形駐衛警執

勤時應視校內實際停車位

之空間狀況，決定是否開

放無通行車證之汽車進

入。 

第十八條 車輛違規處理

如下： 

十、車管會執行拖吊工作

時，請駐衛警或保全於開

始拖吊 10~15 分鐘陪同執

行，另依狀況需要或學生

於現場與執行人員爭執

時，得通報值勤教官協助

辦理。 

第十八條 車輛違規處理

如下： 

十、本校車管會進行違規

拖吊前於學校首頁公告，

並會知學生事務處於各學

生宿舍宣導，並公告週

知。車管會執行拖吊工作

時，請駐衛警或保全於開

始拖吊 10~15 分鐘陪同執

行，另依狀況需要，必要

時通報值勤教官協助辦

理。 

一、本條文係103學年

度第2次車輛管理委員

會會議增訂，增訂理由

為：「以往拖吊時常有

學生因於現場與執行之

人員爭執，或向拖吊人

員扔擲裝水塑膠袋、滅

火器等行為，宜由學生

事務處、軍訓教官、軍

訓專員到場以輔導與調

解學生。」 

二、因該條文增訂之理

由，係為因應執行拖吊

而發生爭執時之處理方

式，並無預先公告讓學

生知道何時會拖吊(並

推論何時不拖吊)之目

的。而該條文後段已訂

有「另依狀況需要，必

要時通報值勤教官協助

辦理。」已能符合上述

增訂條文之理由，故建

議刪除前段，避免喪失

違規舉發之目的。 

三、修正條文內容，明

訂通報值勤教官協助辦

理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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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星期六、日或國定假

日或經核定之日期，總務

處得視校內汽車停車狀

況，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十

七時止，對外開放收費停

車，收費標準每次 60 元

(離場再停、停車逾 5 小時

或跨日則另計次收費)；對

於未辦理機、單車通行證

者，需要臨時停放車棚，

機、單車每日收費各 20 元

及 10 元，另需備件換卡，

離開時再行退還證件。若

未當日還證，不論其是否

續停，以還證當日做為決

算日，按日收取臨停費

用。 

 

第二十三條： 

  星期六、日或國定假

日或經核定之日期，總務

處得視校內汽車停車狀

況，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十

七時止，對外開放收費停

車，收費標準半天（上午

或下午）60 元、全天 120

元；對於未辦理機、單車

通行證者，需要臨時停放

車棚，機、單車每日收費

各 20 元及 10 元，另需備

件換卡，離開時再行退還

證件。若未當日還證，不

論其是否續停，以還證當

日做為決算日，按日收取

臨停費用。 

一、修正星期六、日或

國定假日或經核定之日

期對外開放收費停車之

車輛收費標準。 

二、配合本校和平校區

設置自動繳費機，避免

正式啟用自動繳費機後

產生計費爭議，釐清半

日之定義，並與高雄市

政府交通局核定之停車

場登記證記載內容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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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車輛行駛暨停放校區管理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月10日 95 學 年 度 第五次行政會議 通過 

中華民國96年12月12日96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年  5月14日96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年12月10日97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年  6月  9日98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年  1月 5日99學年度第五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年12月7日100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年6月13日100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年12月12日101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6月 5 日101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12月 25 日102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06月04 日102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4年03月04日103學年度第五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4年05月06日103學年度第七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4年11月18日104學年度第三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5年06月01日104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年 03月 08日105學年度第五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年06月07日105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年11月15日106學年度第三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7年6月6日106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

正通過 

中華民國107年12月12日107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爲維護校園安寧、保障行人安全、管制停車秩序、確保公共利益，及加強行車管

理，以促進教職員工生教學、工作、修課、進修，實際停車需求依校區別、停

車時段、場地做適當規劃與管制，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車輛係指所有進入或停放於本校之機動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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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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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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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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譽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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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汽車通行證如有 2 輛以上車輛交

替使用需求者，需事先提出申請，並依本辦法第 7 條規定上傳所有車輛之相關資料

電子檔，惟同一時間僅得停放一輛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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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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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通行車證之格式由總務處事務組制訂，所有進出校門、停車場(棚)之車輛一律由

駐衛警察隊依通行車證管制。 

進入校區之車輛，汽車憑汽車通行證進入校區，機、單車憑機、單車通行證進

入機、單車棚或燕巢校區，不論車種均應按規定路線行駛並禁聲、緩行，停放於停

車格位內，但消防、救護車輛不受此限；另大型重型機車限停指定地點，其申辦通

行證收費標準如下：一學年 1,000 元，一學期 500 元。 

和平校區禁止機、單車進入，但身心障礙、公務、送貨、特殊情況或經車輛管

理委員會決議通過者，得經駐衛警查驗後放行。 

燕巢校區圖資大樓停車場，將停車格保留 8 個內含 1 個無障礙停車位，其餘汽

車停車格位平常時段改為機車彈性停車位，如大型活動辦理時，由使用單位自行通

報總務處事務組進行管制汽車停車格。 

違反前項規定依第十八條第二款、第四款或第六款辦理。 

第三項所稱特殊情況由本校依個案認定。 

第六條  全學年均受理車輛通行證之申請，費用按學年或學期為收費。對於首次申請機、單

車定期(學年或學期)通行證，以使用教職員證、學生證為感應卡，無上開之證件者

需自費購置感應卡。教職員工、學生、本校自辦相關班隊學員，第一次申請者免費

提供 UHF 感應貼紙，如經使用有損壞不能使用者，因該品屬消耗物品，需由使用者

自費，另行申請購置。校外人士、廠商、相關俱樂部社員，均須自費購置感應卡、

UHF 感應貼紙。新入學之新生由學校以押金 80 元方式提供感應卡，俟學生核發後

予以憑原發放之卡片經測試無損壞後，由學校收回後發還押金 80 元，如損壞則不

予收回，亦不發還押金 80 元。 

        通行車證之收費標準如下：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51



一、教職員工（含附中教職員工）、行政助理、全職工讀生、本校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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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巢 100 元)。 

（二）一學期：汽車 1,000 元、機車 350 元（燕巢 250 元）、單車 100 元

(燕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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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巢 100 元)。 

（二）一學期：汽車 530 元、機車 350 元（燕巢 250 元）、單車 100 元(燕

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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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巢 100 元)。 

（二）一學期：汽車 1,060 元、機車 350 元（燕巢 250 元）、單車 100 元

(燕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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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自辦班隊之學員及教師：比照兼任教師收費，並限上課或執行本校

相關業務時停放。申請時由開辦單位另案簽辦，總務處事務組視校內車證

申辦狀況進行總量控管並決定開放申辦之人數，再由開辦單位造冊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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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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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止。 

汽車 1,060 元、機車 350 元（燕巢 250 元）、單車 100 元(燕巢 50 元)。 

八、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若檢附本人之身心障礙手冊電子檔，得免收通行車

證費(和平校區過夜停車證及活動中心地下停車場夜間停車證除外)，需支付

工本費 50 元，惟若停放於柵欄門禁系統之機(單)車棚者，需依規定支付感

應卡 80 元、UHF 感應貼紙 100 元。 

九、本校博士班學生在校內兼課者，其收費標準得比照教職員工資格辦理。 

十、汽車於 23：00 至次日 07：00 停放和平校區活動中心地下停車場者，除繳

納原本費用外，應先另外辦理「活動中心地下停車場夜間停車證」，否則禁

止過夜停放該區域，費用為單次每晚 50 元、一個月 1,000 元；按月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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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每月 20 日至當月底，受理次月之申請；一次申辦六個月者，依收費標

準打九五折；一次申辦一年者，依收費標準打九折。 

   停放和平校區『平面』跨夜車輛全學年 3,600 元、一學期 2,000 元、單次每

晚 50 元。 

   申請者限本校教職員工(含附中教職員工)、行政助理、居住校區宿舍內之退

休人員及本校榮譽教授、日間部學生(限有辦理住宿者，申請時須提供已繳

費之註冊單)申請，並依第七條第一款及第十條之規定辦理。 

停車證發出之數量，由本校依該停車場之使用狀況限定之，不得超過百分之

八十。未辦理跨夜停放者，經駐衛警或車輛管理單位拍照存證開立違規通知單

每次罰款 300 元，另計停車費每晚 100 元。違規處理同第十七條第九款及第十

八條第七款。 

十一、校外人士、校友捐獻本校「不指定用途」的校務基金 5 萬元以上者，免

費提供壹年校區戶外停車證乙張，以為酬謝。 

第七條    申請通行車證應檢附下列文件上傳至車證線上申請系統： 

一、汽車通行證： 

（一） 教職員工識別證或學生證或兼任教師、社團指導教師之聘書或校長核定

之文件等電子檔。 

（二） 申請人之汽車駕駛執照及行車執照(應登記為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

或配偶之父母、親兄弟姊妹所有)之電子檔。如行車執照記載之車主與

申請者不同時，另需檢附可資證明其與車主關係之文件電子檔，如申請

人之身分證電子檔。 

（三） 行車執照之車主非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或配偶之父母者，僅能辦理

限燕巢校區使用之通行車證。 

（四） 在職進修碩、博士班學生如有機關或公司配屬其專用之汽車，可切結辦

理汽車通行證。 

二、機車通行證： 

教職員工識別證或學生證或兼任教師、社團指導教師之聘書或校長核定之文

件等電子檔及本人機車駕駛執照等之電子檔。 

三、單車通行證： 

教職員工識別證或學生證或兼任教師、社團指導教師之聘書或校長核定之文件

等電子檔。 

廠商申請前項通行車證時，應檢具業務相關單位簽認之申請書、本人駕駛執照

及行車執照等文件電子檔。 

第八條    車輛通行證因遺失、毀損而申請補發者，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或切結書，並支付

車證工本費 50 元，感應卡 80 元、UHF 感應貼紙 100 元。但因車證顏色褪色更換

者，免付工本費。 

汽車通行或停放於校區內，本校不負保管責任，若有毀損、遺失，概不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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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汽車通行證應置放於擋風玻璃下方明顯處，機、單車通行證應貼於車輛前方明顯

處，以供查驗。 

違反前項規定或未貼附通行車證者，視為未辦理通行車證。 

第十條    車輛應按通行車證種類分別停放指定停車場（棚），身心障礙、公務車等特定停

車格位，限符合該資格之車輛停放，其他車輛禁止佔用。 

車輛通行證限申請者本人駕騎車輛進入校區使用，若有借予他人使用或偽（變）

造、冒用、偷竊等皆無效，並追究原申請人及使用人之責任。 

貼有通行車證之車輛，僅係允許該車輛得在本校通行與停放，不保證提供所有

車輛皆有停車位。 

車輛在校內遺失，汽車不負賠償責任，機、單車則依照與保全公司簽定之契約

內容處理賠償事宜。 

非經校方同意，嚴禁任何人擅自轉動、移動、拆卸、撞擊或以任何不正當方式

操作機(單)車柵欄系統，違者除依規定處分，致生損壞，照價賠償。 

第十一條  平常上班日來校洽公或訪問等貴賓之汽車，得以有效證件（如邀請函及身分證、

駕照等）換取臨時通行證進入校區，另需填具表單交由受訪者確認簽章暨單位核

章，於離校時交予駐衛警。倘無相關人員、單位簽章，應依規定繳納臨時停車費，

收費標準每次 60 元(離場再停、停車逾 5小時或跨日則另計次收費)。 

          退休之教職員工到校得以相關證件（如退休證）換取臨時通行證進入校區。 

   前二項情形駐衛警執勤時應視校內實際停車位之空間狀況，決定是否開放無通

行車證之汽車進入。 

第十二條  在本校舉行各種活動之承（協）辦單位最多可申請活動當日使用之臨時通行車證

三張，並有義務將與會貴賓之名單，通知車輛管理委員會及駐衛警察隊，必要時並

應安排人員負責交通指揮。 

第十三條  工程車、送貨車可出示維修單、送貨單及身分證件向駐警隊登記換取臨時通行證

進入校區。 

開學及學期結束前後一星期學生需搬運行李時，得出示學生證登記換取臨時通行

證進入校內宿舍區，惟限停放三十分鐘，逾時者依規定收費。 

第十四條  車輛運出公物應出示蓋有相關單位戳章之「物品運出憑單」，並主動接受檢查，

經駐衛警察登記後放行。 

第十五條  汽機車進入校內應依規定之速限行駛，停放於停車格位或場（棚）內，遵守一般

交通規則，以行人優先、嚴禁超速及按鳴喇叭。 

第十六條  和平校區道路實施單行道，汽車進入本校區，請確依標誌（線）遵行方向。 

第十七條  車輛違規事項如下 

一、偽造、變造、複製通行車證或將通行車證借予他人使用者。 

二、通行車證之申請人或使用人違反前款規定者。 

三、硬闖校區不聽指揮制止者。 

四、未張貼通行車證行駛校區或停放於校園、車棚內者。 

五、按鳴高音量喇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而影響上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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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行車速度在和平校區超過 15 公里/小時或在燕巢校區超過 30 公里/小時

者。 

七、未依規定停放在停車地點者。 

八、無身心障礙資格停放殘障停車位者。 

九、汽車未貼「活動中心地下停車場夜間停車證」或「和平校區平面夜間停車

證」且無正當公務理由，而過夜停放者。 

十、未遵行方向(逆向)行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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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證權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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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違反前條第三款者沒入其汽機車通行證，罰車證費用一倍，並自查獲日起

停止其申請任何通行車證權利一年。 

三、 違反前條第四款者視為未辦理通行車證，汽車應繳納五百元、機車三百

元、單車一百元。 

四、 違反前條第五款、第六款及第九款經駐衛警或車輛管理單位拍照存證開立

違規通知單每次罰款 300 元。其中違反第九款者，另罰每晚 100 元。違規處

理同本條第七款。 

五、 違反前條第七款及第八款經駐衛警或車輛管理單位拍照存證開立違規通知

單者，每次開罰 300 元整，違規處理同本條第七款。 

六、 違反前條第十款經駐衛警或車輛管理單位派員開立違規通知單達二次者，

沒入其汽機車通行證，並自查獲日起停止其申請任何通行車證權利二年。 

七、 對於違規停放車輛，處理方式如下： 

除依本條第五款處理外，另違規停放者，立即拖吊處理，汽、機車領車費

用 300 元、 單車 100 元，逾 10 天(含)未領回者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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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停權處分，不得再行申請任何通行證。如經停權處

分事後再行繳交者，自即日起停止其停權處分。 

八、 違規車輛經加鎖或拖吊者，其車主要求領回時，須出示證件登記其姓名、

服務單位或就讀之系所，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後開鎖放行。 

九、 依本辦法執行之罰款，一律繳交學校，供統籌使用。應沒入通行車證，而

未繳回者，逕予註銷使用。 

十、 車管會執行拖吊工作時，請駐衛警或保全於開始拖吊 10~15 分鐘陪同執

行，另依狀況需要或學生於現場與執行人員爭執時，得通報值勤教官協助辦

理。 

第十九條   校區大門及各停車場（棚）開放時間： 

             一、和平校區開放時間 

（一）活動中心地下汽車停車場為 07：00 至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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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門為 06：00 至翌日凌晨 1：00。 

（三）各機單車棚均為 07：00 至翌日凌晨 1：00，惟北車棚全天開放。 

二、燕巢校區開放時間 

（一）大門 06：00 至翌日凌晨 1：00。 

（二）致理大樓地下汽車停車場 07：00 至 24：00。 

 （三）機單車棚為 07：00 至翌日凌晨 1：00，惟燕窩車棚及後車棚(靠霽遠樓)

側門全天開放。 

第二十條   本校保留車輛通行證之所有權，依本辦法規定收回、沒入或註銷通行車證。並

得  依據停車格位數目及其他因素限制各種通行車證發給之總張數，其限制方

式由總務處事務組簽陳校長核定。 

第二十一條  通行車證原申請人離職或離校時，其持有之通行車證立即失效。所有申請辦理

通行證經離職或申請停止使用後，扣除相關工本費後依比例退還。教職員工改

採按月退費；學生則比照教務處學雜費「休學退費」標準－上課後未逾學期 1/3

退還 2/3，上課後逾學期 1/3，未逾學期 2/3，退還 1/3，逾學期 2/3 者不予退

費。經學校相關規定裁罰、裁決者不適用。購置感應卡、UHF 感應貼紙，因該品

屬消耗物品不再另退還其工本費。           

第二十二條  通行車證經核發後，因申請類別錯誤或重複申請等情形於核發通行車證後，要

求退費者，應扣除手續及工本費用(汽、單車 100 元，機車 200 元)，餘款再行

退還。 

   已辦理活動中心地下停車場夜間停車證，因故不使用而須退費時，按未使用之

日   數比例退還。 

第二十三條  星期六、日或國定假日或經核定之日期，總務處得視校內汽車停車狀況，於上

午七時至下午十七時止，對外開放收費停車，收費標準每次 60 元(離場再停、停

車逾 5 小時或跨日則另計次收費)；對於未辦理機、單車通行證者，需要臨時停放

車棚，機、單車每日收費各 20 元及 10 元，另需備件換卡，離開時再行退還證

件。若未當日還證，不論其是否續停，以還證當日做為決算日，按日收取臨停費

用。 

第二十四條  因違反本辦法而受處分者，如受處分人不服處分時，應自處分書達到或公告期

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車輛管理委員會提出申訴，對該委員會作成之

決議，不得再申訴。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車輛管理委員會及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56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委員會設置辦

法」，請討論。 

圖書

資訊

處 

1. 依本校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圖書資訊

委員會會議決議並簽奉校長核准。 

2. 圖書資訊處整併後，工作內容逐步調

整，除原有的圖書服務外，也提供校

園資訊環境導入與運用，逐步朝向智

慧校園轉型。 

3. 因應組織調整，擬增列與學生學習相

關之行政、學術單位主管，含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為當然委員，提

昇諮詢廣度。 

4. 附件： 

(1)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2)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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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

干名，由下列成員組成，並

報請校長聘任之： 

一、當然委員：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各系、 

所、通識教育中心

及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就熱心圖書

資訊業務之教師推

選一人。 

    (二)學生代表：校務會

議學生代表推選大

學部及研究生各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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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增列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與國

際事務處處長為當然委員。

2.因新增各學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教師代表刪除院代

表。 

3.師資培育中心已與實習就

業輔導處合併改為「師資培

育與就業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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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與資訊分屬不同專業，

故以、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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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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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8 年  月  日 107 學年度第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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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名，由下列成員組成，並報請校長聘任之： 

       一、當然委員：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各系、 所、通識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熱心圖書

資訊業務之教師推選一人。 

   (二)學生代表：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推選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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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有關本校「編制外人

員」名稱修訂為「校務基

金進用工作人員」案，請

討論。 

人事

室 

1. 依 108 年 5 月 3 日 107 學年度第一次

編制外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會議決議

辦理。 

2. 為避免本校「編制外人員」名稱造成

該人員觀感不佳，擬依照「國立大學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將本校「編制外

人員」名稱統一修正為「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並檢視修正人事室相

關法規及表件之名稱一致。 

3. 本案如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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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二、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

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

點，請討論。 

人事

室 

1. 依 108 年 5 月 3 日 107 學年度第一次

編制外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會議決議

辦理。 

2. 檢附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

理要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要

點如下。 

3. 本案如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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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 

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十、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進用及遷調程序如下： 

(一)外補： 

     1.用人單位依據簽核之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職缺遷調簽辦表」

（格式如附表三），登

錄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網站、台灣就業通或本

校網頁公開甄選(公告

至少三個工作天)。 

     2.應徵者寄送之應徵資料

由用人單位收件，並組

成三至五人甄選小組公

開辦理初審，按ㄧ職缺

至少擇優初選三人，二

職缺以上則擇優初選二

倍以上人數之原則，連

同初選紀錄及相關資料

會辦人事室，並將結果

簽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

定ㄧ人陞補之，若陞遷

缺額二人以上時，就陞

遷人數二倍中圈定甄

補。但如應徵者未達三

人以上，則不受此限。 

     

 

 

 

 

 

 

 3.各單位辦理人員公開甄

選，除正取名額外，得

增列候補名額數名；候

補期間為三個月，自甄

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

算。 

     4.專員級人員由用人單位

組成五人甄審小組：用

十、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進用及遷調程序如下： 

(一)外補： 

     1.用人單位依據簽核之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職缺遷調簽辦表」

（格式如附表三），登

錄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網站、台灣就業通或本

校網頁公開甄選(公告

至少三個工作天)。 

     2.人事室將應徵者資料列

冊，送請用人單位，組

成三至五人甄選小組公

開辦理初審 (應徵者寄

送之應徵資料由用人單

位收件並作書面審核後

會辦人事室)按ㄧ職缺

至少擇優初選三人，二

職缺以上則擇優初選二

倍以上人數之原則，連

同初選紀錄及相關資料

送人事室列冊彙提本校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

甄審考核委員會辦理複

審（得邀請用人單位主

管與會），並將結果簽

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

ㄧ人陞補之，若陞遷缺

額二人以上時，就陞遷

人數二倍中圈定甄補。

但如應徵者未達三人以

上，則不受此限。 

     3.各單位辦理人員公開甄

選，除正取名額外，得

增列候補名額數名；候

補期間為三個月，自甄

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

算。 

     4.專員級人員由用人單位

組成五人甄審小組：用

1.為遴補時效考量，

修訂外補程序免經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

人員甄審考核委員

會辦理複審。 

2.校內遷調增加專員

級人員內陞案件程

序說明 

3.將「編制外人員」

名稱修改為「校務

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餘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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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人單位二人、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及本校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

甄審考核委員會委員代

表一人，並由用人單位

主管擔任主席，共同審

查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及

進行甄試。 

(二)校內遷調： 

     1.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

職務出缺時，由人事室

發布校內職缺申請通

知，請符合任用資格並

有意願調任該職務者，

填具遷調申請表（格式

如附表四），將相關經

歷資料送人事室，由人

事室彙整轉送用人單

位，並由用人單位審查

後，將結果連同相關資

料會辦人事室，簽奉校

長核定。 

     2.專員級人員內陞案件，

依校內遷調程序辦理，

並由用人單位組成五人

甄審小組：用人單位二

人、主任秘書、人事室

主任及本校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

員會委員代表一人，由

用人單位主管擔任主

席，共同審查應徵人員

資格條件及進行甄試。 

 

人單位二人、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及本校

編制外人事甄審考核委

員會委員代表一人，並

由用人單位主管擔任主

席，共同審查應徵人員

資格條件及進行甄試。 

 

(二)校內遷調：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

職務出缺時，由人事室

發布校內職缺申請通

知，請符合任用資格並

有意願調任該職務者，

填具遷調申請表（格式

如附表四），將相關經

歷資料送人事室，由人

事室彙整轉送用人單

位，並由用人單位審查

後，簽奉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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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96 年 12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97 年 03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05 月 14 日 96 學年度第 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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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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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6 月 18 日 96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09 月 01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 年 09 月 11 日台高（三）字第 0970178500 號函查 98 年 06 月 25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 年 09 月 22 日台高（三）字第 0980158615 號函備查 

99 年 09 月 15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12 月 24 日 103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12 月 6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5 月 10 日 105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 年 6 月 6 日 106 學年度第 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2 月 10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據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五項、教育部訂頒「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及「國立大專校院行政人力契僱化實施原則」，特訂定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係指除學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外，為支援之編制外

人力，在不造成學校校務基金虧損之前提下，每年度學校人事費總額，以不超過本校自籌

收入百分之五十比率上限範圍內進用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支用比率及金額由主計室

會同人事室隨時檢視及管控。 

前項人事費總額係指編制內教師及職員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校務基金進用工

作人員人事費合計金額。 

三、本要點所指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依其工作職責程度及所需資格條件區分類別如下： 

（一）行政類：行政助理、新(舊)制業務專員、軍訓專員、勞工安全衛生專員及營繕助理。 

（二）技術類：技術專員、專業輔導人員(須具備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

照)。 

 (三) 其他：進修學院之舊制人員(含專任臨時組員、事務員)及新制進用人員。 

 (四) 各類專案或委辦計畫之專、兼任人員：其進用、管理依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進修學院於本要點實施前進用之人員，仍以原規定或原簽內容進用至人員離退為止，即停

止適用。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若資格符合用人單位需求，其身分轉換得併計勞保年資及休假

年資。 

非本要點所規範，如有特殊情況或例外情形需求進用人力時，應提人力檢覈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始得進用。 

四、本校為審議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進用、成績考核、遷調、獎懲、資遣、終止契約及校

長交議審議等事項，設置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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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一人、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及所規定之票選委員外，餘由校長就本

校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兼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

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本委員會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校校務基金

進用工作人員中票選產生之。委員任期一年，期滿得連任，但同一單位之票選委員以一人

為限。 

本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五、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修規定如下： 

（一）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經簽准者得在夜間、假日進修碩、博士班。 

（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如自行報考日間碩、博士班，經獲錄取註冊後應自行辭職前

往進修。 

本進修規定不適用於本要點第三點第二項第四款各專案計畫之專、兼任人員。 

六、新增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缺，應檢附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力計畫書及工作說明書

各一份，（格式如附表一、附表二）提經本校人力檢覈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循行政程序簽

請校長同意，始得辦理校內遷調或外補作業。 

七、僱用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具學士以上學歷為原則，若具特殊原因（如僱用原住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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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八、進用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應採公平、公正、公開方式辦理；本校校長對於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校或所屬單位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校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九、聘期採曆年制為原則，惟以不超過六十五歳屆滿之日止為限。另進修學院之舊制人員聘期

仍採學年制。 

十、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遷調程序如下： 

(一)外補： 

     1.用人單位依據簽核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缺遷調簽辦表」（格式如附表三），登

錄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網站、台灣就業通或本校網頁公開甄選(公告至少三個工作

天)。 

     2.應徵者寄送之應徵資料由用人單位收件，並組成三至五人甄選小組公開辦理初審，按

ㄧ職缺至少擇優初選三人，二職缺以上則擇優初選二倍以上人數之原則，連同初選紀

錄及相關資料會辦人事室，並將結果簽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ㄧ人陞補之，若陞遷缺

額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二倍中圈定甄補。但如應徵者未達三人以上，則不受此限。 

     3.各單位辦理人員公開甄選，除正取名額外，得增列候補名額數名；候補期間為三個月，

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4.專員級人員由用人單位組成五人甄審小組：用人單位二人、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及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並由用人單位主管擔任主

席，共同審查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及進行甄試。 

(二)校內遷調： 

     1.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務出缺時，由人事室發布校內職缺申請通知，請符合任用資

格並有意願調任該職務者，填具遷調申請表（格式如附表四），將相關經歷資料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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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由人事室彙整轉送用人單位，並由用人單位審查後，將結果連同相關資料會辦人

事室，簽奉校長核定。 

     2.專員級人員內陞案件，依校內遷調程序辦理，並由用人單位組成五人甄審小組：用人

單位二人、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及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委員

代表一人，由用人單位主管擔任主席，共同審查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及進行甄試。 

(三)職務輪調： 

     1.輪調機制，配合組織調整、工作變更或業務推動需要於各處、室、學院、系(所)、中

心間實施輪調，兼採自行提出及單位主管提出二種方式，輪調以每學年辦理一次，每

次辦理以總額五分之一比率為原則，如因情況特殊需要，各單位得依權責隨時簽請校

長核准另案辦理。 

     2.輪調業務，由人事室統籌辦理，人事室辦理該項業務時，應先以意願調查方式，並徵

詢各單位主管對所屬屬員是否酌予輪調簽註意見後，如人數未達該比例時，得再函請

各單位依比率增減至約五分之一後，由人事室彙整審查，再將擬辦理輪調人員列冊連

同其經驗、能力及意願調查表（如附表五）提交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

會審議，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出缺時，應優先辦理校內現有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遷調，經

公告一週或因業務專長無適當人選時，案經簽奉核准後始得辦理外補。 

為配合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政策，如本校有未達足額可能時，應由人事室公開甄選聘僱校外

具身心障礙身分且具高中(職)以上學歷者，充任短期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利於時效

內足額進用，其聘僱條件與程序，得不受前項及第六點規定限制。 

十一、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本校任職至年終滿六個月以上者，每年由用人單位進行考核，

以作為續僱、晉級之依據，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每年六月底辦理平時考核，由人事室將平時考核表送各單位評核，十二月底前辦

理年終考核，由用人單位主管初核，經由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

覆核，陳請校長核定；服務未滿一年者，辦理另予考核，依本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惟不予晉級。 

          平時考核表及年終考核表(如附表六、七)。 

(二)年終考核等第分數及獎懲規定如下： 

      1.甲等：考核分數達八十分以上者，續僱一年，得予晉薪一級，已支最高 

              薪級者，不再晉級。 

      2.乙等：考核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續僱一年，支原薪級。 

      3.丙等：考核分數未達七十分者，不予續僱。 

年終考核及另予考核考考列丙等者，當年度均不發給年終工作獎金。 

本校得視當年度財務狀況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

員次年度是否依年終考核結果晉薪；如經決議不晉薪，考列乙等以上者仍應續僱。 

另有關圖書資訊處技術專員、營繕助理及進修學院舊制進用人員之年終考核僅作為續僱

與年終工作獎金發放之依據。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獎懲，比照本校職員獎懲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核准僱用後應簽訂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契約書」。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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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須經一個月試用期，如有需要得延長試用期二個月，惟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期

滿合格(試用成績考核表如附表八)依契約期間僱用，期滿不合格者，依勞動基準法及勞

動退休金條例等相關規定停止僱用。 

十三、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數比照校內公務人員辦公時間；其差假部分依「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辦理。其在僱用期間執行業務及其各項動

態，由用人單位負監督指導之責。如因業務需要，用人單位主管得簽奉校長核准後，調

整該等人員之工作時間。 

十四、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人事費支給基準另訂之。 

十五、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約僱期間，應接受單位主管之督導，並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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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因業務需要得簽請准予製刻職章，惟其職章僅能用於校內行政作業，離職時應繳

回人事室。 

十六、依本要點僱用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僱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但應

業務需要且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惟應在不影響本職業務且自行請休假，並確實辦

理請假手續。 

十七、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約僱期間，依規定參加勞工保險、全民健保及提撥勞工退休準

備金，並視年終(另予)考核結果比照「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發

給年終工作獎金（全職工讀生不適用）。 

十八、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約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列權益： 

(一)服務證與校內車輛通行證之請領、免費搭乘交通車。 

(二)校內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三)參加校內、外文康活動。 

(四)圖書資訊處、活動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校內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十九、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約僱期間屆滿前，因故須提前離職時，應依勞動基準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向學校預告。經學校同意，用人單位主管督導其於離職前二日檢具「離職

通知單」完成離職手續後，始得發給離職證明書。如因違約、不按規定辦理移交、移交

不清或其他情事致生損害時，如有涉及財產、經費事項時，得視情節輕重議處或移送法

辦。 

二十、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違反勞動基準法第十二條規定（解僱規定）得不經預告終止契約，

年齡屆滿六十五歲即終止僱用。 

二十一、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非屬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

退休法、撫卹法、保險法等相關法令之規定。其退離職規定，悉依「勞工退休金條例」

及「勞工保險老年給付」之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勞動基準法、勞工退休金條例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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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亦同。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67



5 
 

附表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力計畫書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職 稱 擔任工作及
內容 

須具資格條件 
（學歷經歷） 

聘僱期限 
（起訖年月） 

月支薪資
標準 年度薪資總額 

年度勞
退金公
提經費 

年度勞
保費公
提經費 

年度健
保費公
提經費 

年度積欠
工資墊償
基金工資 

年度經費金
額總計 

經費來源
及科目 

            

            

            

合   計            

說明： 
一、本表係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 6點規定訂定。 
二、本表資格條件、學歷經歷及月薪標準部分請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人事費支給基準」詳細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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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說明書 

一、職位編號 ※ 二、所在單位  

三、職稱 業務專員 四、姓名  

五、學歷  
六、相關專業

證照 
 

七、本職務設 

立之組織

目標 

例：協助執行○○計畫、

協助辦理（用人單位）例

行性○○相關業務、配合

政府照護弱勢族群提昇其

就業機會 

八、所需專門

知識（技

術）及教

育程度 

應具碩士學位或大學學歷

並具 2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九、工作項目 

一、規劃○○○○。30％ 
二、辦理○○○○○○○。20％ 
三、辦理○○○○○○○○○○○。20% 
四、○○○○○○○○○○○○○○○。10％ 
五、○○○○○○○○○○○○○○○○○。10％ 
六、其他臨時交辦事項。10％ 
工作項目請參考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以五項為原則，第六項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百分比以 10％為原則並依工作項目定百分比，並依比重程度依序
排列 

十、預期工作 

績效 

一、本職務之職責，係在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頗為專精之學識，

獨立判斷以辦理（所在單位）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稍繁重事項之

計畫、設計、研究業務。 
二、本職務基於職掌所作之計畫、設計及擬議事項對學校○○業務 

推展及改進均有影響力。 

 

十一、相關工作 

    經驗 

與本職務相關之實際工作經歷（請簡要敘述填列） 

十二、所需技能 

     訓練 

一、辦理本職務工作須具備行政法、行政學等方面知識，並熟諳大

學各項教務規章。 
二、辦理本職務工作應具有高度服務熱忱，並具有溝通協調、分析

判斷、業務執行之能力。 

   備註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主管 

 

 
機 關 首 長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說明：本說明書係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第 6點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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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缺遷調（含新進）簽辦表 

 

出缺單位 
 

職稱  補何人缺 
 

工作項目 

（職掌） 

 

 

應具學經歷

及資格條件 

 

月支薪資 

 

職缺單位建

議遷調方式 

□ 校內遷調 

□ 外補 

是否舉行面

試或業務測

驗 

另得勾選下列加考項目（可複選）： 

□ 加考英文            □舉行面試 

□ 舉行業務測驗 

□ 全部均要 

由用人單位

自填 3~5 位

組成甄審小

組 
備註：專員級人員甄審小組為：用人單位 2人、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及編制外人事

甄審考核委員會委員代表 1人 

用人單位 人事室 校長 

 

 
 

 

 

 

 

 
一、本表係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

10點第 1項規定訂定。 
二、本表資格條件、學歷經歷及月薪標準部分請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工作人員之人事費支給基準」詳細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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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校內遷調申請表 

現 職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學 歷  

到 校 日 期     年    月    日 
任現職工作

日期 
    年    月    日 

年 資     年    月 英語能力  

獎 懲 

嘉獎      次 

記功      次 

記大功    次 

申誡      次 

記過      次 

記大過    次 

考 評 

年度         

等次         

本校工作經歷 

單位 職稱 主要工作項目 起訖年月 

        

    

    

擬申請遷調 

單位 
 擬任職務職稱  

填表人（簽章）  填送日期  

現任單位主管意

見（簽章） 
 

說明： 
一、本表係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 10 點第 2 項

規定訂定。 
二、獎懲及考評以最近 5年為限，並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學歷證件、英語能力、獎懲令、考核

通知書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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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務輪調意願調查表 

姓名  職稱  單位  

到任本單位現職起迄日期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任本單位現職年資 共         年           月 

擬調單位之順序 1. 2. 3. 

一. 本項輪調係指各處、室、學院、所、系、館、中心單位間之職務調動。 

二. 每人至多填三個擬調單位。 

 

 

申請人簽名： 

 

 

單位主管同意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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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 
 

（考核期間：   年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  職稱  姓名  

工作

項目 

 

考核

項目 
考 核 內 容 

考 核 紀 錄 等 級 

Ａ 
優異 

Ｂ 
良好 

Ｃ 
尚可 

Ｄ 
待加強 

Ｅ 
不良 

工作
知能
及公
文績
效 

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且具有業務需要之基本電腦作業能力，

並能充分運用。公文處理均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案件亦

能依限完成。 

     

創新
研究
及簡
化流
程 

對於承辦業務能提出具體改進措施，或運用革新技術、方法及管

理知識，簡化工作流程，提升效能效率，增進工作績效。 
     

服務
態度 

負責盡職，自動自發，積極辦理業務，落實顧客導向，提升服務

品質。發揮團隊精神，對於工作與職務調整，及與他人協調合作，

能優先考量組織目標之達成。 

     

品德
操守 

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無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冶遊

賭博，吸食毒品，足以損失名譽之行為。 
     

溝通
協調 
能力 

具判斷決策溝通協調能力，並能傳授知識、經驗、技能，適當指

導同仁，且經常檢討工作計畫執行情形，達成預定績效目標。 
     

年度
工作 
計畫 

工作計畫按預定進度如期完成或較預定進度超前，充分達成計畫

目標，績效卓著。 
     

個  人  重  大  具  體  優  劣  事  蹟 ( 評 列 D 等 以 下 必 填 ) 

 

面       談       紀      錄 ( 評 列 2 個 C 或 D 等 以 下 必 填 ) 

 

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請簽章） 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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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年度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年終考核表 

服務單位  姓名  

請假

及曠

職 

項目 日數 

平時

成績

考核

等級 

平時考

核獎懲

項目 

次數 

初次僱用
日期 

 任現職日期  嘉獎  

僱用經費
來源 

 
每月薪資 
金額 

 事假  
A 

記功  
 

上年考核  
終身學習時
數(含核心
時數) 

 病假  

B 

記大功   

C 

工作項目  

遲到   申誡  

早退  
D 

記過  
 

曠職  
E 

記大過  
 

項目 細目 考核內容 項目 細目 考核內容 

工作 
（50%） 

質量 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
之多寡。 

操行 
（20%） 

忠誠 是否忠於國家及職守言行一
致誠實不欺。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 廉正 是否廉潔自持予取不茍大
公無私正直不阿。 

方法 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執簡馭
繁有條不紊。 性情 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
理。 好尚 是否好學勤奮及有無特殊

嗜好。 

負責 能否任勞任怨勇於負責。 

學識 
（15%） 

學驗 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經驗
及常識是否豐富。 

勤勉 能否認真勤慎熱誠任事不遲到
早退。 見解 

見解是否正確能否運用科
學頭腦判斷是非分析因
果。 

合作 與其他有關人員能否密切配
合。 進修 是否勤於進修充實學識技

能。 

檢討 對本身工作能否不斷檢討悉心
研究。 

才能 
（15%） 

表達 敘述是否簡要中肯言詞是
否詳實清晰。 

改進 對本身工作能否隨時注意改
進。 實踐 作事能否貫徹始終力行不

懈。 

便民 處理人民申請案件能否隨到隨
辦利民便民。 體能 體力是否強健能否勝任繁

劇工作。 

總評 

評語 
直屬或上級長官 考核委員會(主席) 機關首長 

   

綜合評分    

簽章    

個 人 重 大 具 體 優 劣 事 蹟 

(總分 90分以上或未滿 70分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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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試用成績考核表 

服務單位  考核日期 年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試用職務  支領薪級  元 

試用起始日期   年 « 到 職 日 期 » 試用期滿日期   年 « 期 滿 日 期 » 

主要工作項目  

試用期間獎懲紀錄  

考核項目 考核細目及說明 傑出 優良 稱職 待改善 不良 

工作品質 
工作處理的過程及結果精確妥善，足堪信

賴 

     

工作態度 
能為服務對象設想，且態度親切，具服務

熱忱 

     

工作效率 主動積極，能掌握時效，適切完成任務      

工作負荷量 
業務量多寡及難易複雜度，與相當職務同

仁比較 

     

團隊精神 
與人共事體諒細心，樂於配合全盤業務之

推動，具協調合作精神 

     

責任感 工作習慣可靠，自動自發，足獲信任 
     

服務操守 
公私分明，廉潔自持，處事公正，遵守利

益迴避 

     

改進創新 
對於業務能虛心檢討，主動改進；能自我

提升工作學識及技能 

     

總評  

試用

成績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理 由 
 

備考  

用 人 單 位 
主 管 簽 名 

 

備註：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 12 點規定：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核

准僱用後應簽訂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契約書」。報到後須經一個月試用期，如有需要

得延長試用，惟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期滿合格依契約期間僱用，期滿不合格者，依勞動

基準法及勞動退休金條例等相關規定停止僱用。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75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三、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

工作人員工作規則，請討

論。 

人事

室 

1. 依 108 年 4 月 25 日第 7屆第 1次勞資

會議暨 108 年 5 月 3 日 107 學年度第

一次編制外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會議

決議辦理。 

2. 檢附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第二十、二十一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

後要點如下。 

3. 本案如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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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第二十、二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十、(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

期間者(以到職日為計算

基準)，每年應依下列規

定給予特別休假，請假

期間工資照給，並以

「時」為給假單位：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

滿者，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

者，七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

者，十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

者，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

者，每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

年加給一日，加至

三十日為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

職者，得按當月至年終

之在職月數比例於次年

一月起核給特別休假，

依比例計算後未滿半日

者，以半日計；超過半

日不足一日者，以一日

計。  

編制外人員依前二項規

定休假時，應依照下列

規定辦理：  

一、特別休假期日，由

員工排定之。  

二、但單位主管基於業

務上之急迫需求或

勞工因個人因素，

得與他方協商調

整。  

單位主管應於員工符合

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

條件時，告知勞工依前

二十、(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

期間者(以到職日為計算

基準)，每年應依下列規

定給予特別休假，請假

期間工資照給，並以半

日為給假單位：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

滿者，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

者，七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

者，十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

者，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

者，每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

年加給一日，加至

三十日為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

職者，得按當月至年終

之在職月數比例於次年

一月起核給特別休假，

依比例計算後未滿半日

者，以半日計；超過半

日不足一日者，以一日

計。  

編制外人員依前二項規

定休假時，應依照下列

規定辦理：  

一、特別休假期日，由

員工排定之。  

二、但單位主管基於業

務上之急迫需求或

勞工因個人因素，

得與他方協商調

整。  

單位主管應於員工符合

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

條件時，告知勞工依前

1.依 107 年 12 月 13 日

第 6屆第 11 次及 108

年 4 月 25 日第 7屆

第 1次勞資會議決議

辦理。 

2.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除產假外，其餘

假別均以時計。 

3.將「編制外人員」名

稱修改為「校務基金

進用工作人員」，餘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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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項規定排定特別休

假。  

員工之特別休假，以不

遞延為原則，惟因年度

終結未休完之日數得經

勞資協商同意後保留至

次一年度實施，其遞延

之日數，於次年請特別

休假時優先扣除。另次

一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

而未休之日數，依照勞

基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十一、(請假種類)  

編制外人員給假分為

事假、家庭照顧假、

普通傷病假、生理

假、婚假、喪假、公

假、公傷病假、產檢

假、陪產假、產假、

特別休假、留職停薪

及謀職假等，詳如本

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

人員假別一覽表(附件

一)，因故不能出勤時

應請假。產假以日

計，其餘各種請假均

得以時計。 

 

 

 

 

三項規定排定特別休

假。  

員工之特別休假，以不

遞延為原則，惟因年度

終結未休完之日數得經

勞資協商同意後保留至

次一年度實施，其遞延

之日數，於次年請特別

休假時優先扣除。另次

一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

而未休之日數，依照勞

基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十一、(請假種類)  

編制外人員給假分為

事假、家庭照顧假、

普通傷病假、生理

假、婚假、喪假、公

假、公傷病假、產檢

假、陪產假、產假、

特別休假、留職停薪

及謀職假等，詳如本

校編制外人員假別一

覽表(附件一)，因故

不能出勤時應請假。

婚假、喪假、特別休

假及產檢假，每次請

假至少半日(4 小時)。

陪產假、產假及生理

假以日計，其餘各種

請假均得以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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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經本校97年1月9日96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經高雄市政府97年3月18日高市府勞二字第0970013498號核備  

經本校97年4月16日9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本校105年10月27日第6屆第6次勞資會議及105年11月16日105 學年度第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本校105年12 月21日105 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06年2月3日高市勞條字第10630189900號函核備 

經本校107年6月6日106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07年11月29日高市勞條字第10739758900號函核備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樹立健全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制度，

促進勞資和諧共識，依照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工作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有關僱用、待遇、出勤、給假、服務、獎懲、考核、遷

調、福利、保險、離職、退休及其它等事項之規定，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規則所稱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

理要點」進用以勞動契約正式受僱於本校從事工作獲得工資者。  

第四條    (疑義解釋)  

本規則之適用如發生疑義時，應本勞資和諧之精神，在不違反法令之強制及禁止規

定下，得於勞資會議中協商或呈報主管機關解釋。  

第二章  僱用  

第五條    (類別與甄選)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類別請參照「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第 3點規定。  

甄選方式悉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第六條    (勞動契約)  

除本校所制定一體適用之一般規範勞動契約內容外，用人單位得於該契約中，因個

別業務需求於合理範圍內與員工另加訂特別條款（如經訓練、試用及格後僱用、因

單位業務性質需彈性上班等），成為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  

前項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之認定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僱用標準)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僱用應以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辦理甄選，並依「本校校

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第八條    (報到文件)  

本校新進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應備妥下列文件辦理到職手續：  

一、到職通知單及其內所訂之相關證件。  

二、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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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經本校指定應繳交之書件。 

第九條    (限期到職)  

新進員工除因患病或其他重大原因經本校同意外，應依約定之日期、地點報到，無

故或未經本校同意而逾期不到任者，取消其僱用或試用資格。 

第十條    (試用期間) 

本校用人單位得與新進員工約定試用期間，惟期間至少一個月，最長不得超過三個

月，試用期滿經用人單位考核合格者，始得正式僱用，不合格者，終止勞動契約，

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十二、十六及十七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 

第三章 薪資  

第十一條   (核薪標準)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核薪標準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辦理。 

但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第十二條   (薪資發放)  

一、新進員工之工資自到職日起計支。  

二、薪資發放日為當月最後一日。  

第十三條   (年終獎金)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比照行政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規定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全職工讀生不適用）。  

第四章 出勤  

第十四條   (工作時間)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數比照校內公務人員辦公時間相關規定辦理；每日

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第十五條   (休息時間)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其工作有連

續性或緊急性，本校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但經校務基金進用工

作人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出勤管理)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服勤並親自刷卡以紀錄出勤情形，本校有

關遲到、早退、曠職規定如下：  

一、員工出勤時間以刷卡紀錄為準，若因故忘記刷卡，應自當日起三日內至差勤電

子表單系統申請忘刷卡作業登錄。  

二、工作時間開始後至十分鐘內到班者為遲到，逾十分鐘以上未到班或在工作時間

內擅自下班未經請假者均以實際曠職時、日(數)處理。  

三、逾時出勤或早退超出時限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四、未經請假手續或假畢未經續假擅不出勤者、或在工作時間內未經主管准許，即

擅離工作場所或外出者，均以曠職論，並按曠職時數扣薪。  

第十七條   (延長工時)  

因業務需要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時，經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同意後，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加班者，請於事前或至遲於加班日次日起第三日至差勤電子

表單系統一般加班登錄；逾期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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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時數平日不得超過四小時，假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月加班上限以四十六小時

為原則。所有加班之工作時數一律以擇日補休方式辦理，並於加班日起六個月內補

休完畢，如係個人因素逾期未能完成補休，視同放棄。本校性質特殊單位如語文教

學中心及進修學院人員於週六或週日仍須上班者，以人員彈性上班方式辦理。若有

特殊原因需申請加班費者，以專案簽准方式辦理；加班費之發放悉依勞動基準法之

相關規定計給。 

前項延長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依勞動基準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五章 給假  

第十八條   (例假)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本校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

假。因工作性質特殊，得例外依業務需要，並經勞工同意，專案簽准休息日、例假

及每日工作時間，或明訂於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契約書。  

第十九條   (休假)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薪資照給。但因業務需求有使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在國定假日出勤者，

由本校與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協商後調整工作日或明訂於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

員契約書。  

第一項所定休假適逢例假及休息日者，原則上應於六個月內補休。但不包括第一項

指定應放假之日。  

得配合本校辦公時間調移之。前項休假日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期間者(以到職日為計算基準)，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請假期間工資照給，並以「時」為給假單位：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一月起核給特

別休假，依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依前二項規定休假時，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特別休假期日，由員工排定之。  

二、但單位主管基於業務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單位主管應於員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三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員工之特別休假，以不遞延為原則，惟因年度終結未休完之日數得經勞資協商同意

後保留至次一年度實施，其遞延之日數，於次年請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另次一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依照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請假種類)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給假分為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理假、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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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假、公假、公傷病假、產檢假、陪產假、產假、特別休假、留職停薪及謀職假等，

詳如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假別一覽表(附件一)，因故不能出勤時應請假。產

假以日計，其餘各種請假均得以時計。  

第二十二條  (請假手續)  

員工請假應覓妥代理人員並至差勤電子表單系統登錄，如遇緊急情形無法親自請假，

得由他人代辦請假手續。  

第六章 服務  

第二十三條  (遵守紀律事項)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應遵守紀律事項如下：  

一、依本校相關規定，本於職守、公誠廉明、謹慎謙和之精神，執行職務。  

二、在職期間所知悉或佔有之一切技術或資料應嚴加保密，不論本人在職與否，絕

不作任何未經授權之使用或以任何方法洩漏。於離職時應辦妥所有資料移交事

宜。  

三、於約僱期間不得擔任或兼任本校組織編制內法定主管職務，亦不得在校內、外

兼課兼職。但應業務需要且經專案簽准，不在此限。  

四、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應確實遵守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本工作規則及契約書規範，並準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  

第七章 獎懲、考核  

第二十四條  (獎懲)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具優良具體事蹟或違反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

管理要點、本工作規則及契約書規範，得比照本校職員獎懲要點辦理。  

第二十五條  (考核)  

悉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辦理。如考核結果

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章 遷調  

第二十六條  (職務調動)  

本校為配合業務需要及整體人力評估結果，得適時辦理人員移撥作業。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如依前項規定接奉遷調命令後，應照指定日期辦理移交赴任

新職。  

第九章 保險、福利  

第二十七條  (保險)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自到職之日起，應依規定加入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並依相關法令享有保險給付權利。員工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得

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第二十八條  (福利)  

享有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之權益。  

其他經專案核准之福利事項。  

第十章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  

第二十九條  (職災認定)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因職業災害而至死亡、殘廢、傷病之認定，除由本校出具證

明外，並得準用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或經勞工保險局審定。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82



第三十條   (職災補償)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本校應依

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本校支

付費用補償者，本校得予以抵充之：  

一、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本校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本校應按其原領薪資數額予以補

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本校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薪

資後，免除此項薪資補償責任。  

三、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

廢者，本校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

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本校除給與五個

月平均薪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薪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及喪葬費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應檢具死亡證明及戶籍謄本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自得受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第三十一條  (補償充抵)  

本校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第十一章 離職  

第三十二條  (離職)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離職除死亡為當然離職外，分為辭職、解僱、不續僱、資遣、

退休、留職停薪等，離開現職時，均須經簽准並於離職生效日十日前依規定將業務

及經管財物詳列清冊，完成移交及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前項離職手續為：  

一、待辦或未完成工作之交代。  

二、繳回員工識別證、職名章。  

三、繳回領用之公物、公款及其他經管之財物。  

四、其他依本校規定應辦事項。  

辦妥手續離職者，本校應結清薪資並發給服務或離職證明書。  

未依規定辦理移交、移交不清或其他情事致本校有所損害時，除追請保證人負連帶

責任外，涉有財產、經費事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依法移送法辦。  

第三十三條  (離職預告)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自請離職應依下列期間以簽呈預告本校，如未遵守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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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第三十四條  (解僱)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

會會議審議，經查明屬實或有具體事證，本校得不經預告予以解僱：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本校負責人，各級主管或其他員工，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期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故意損耗公物、或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本校業務之秘密，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  

五、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六、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佣金者。  

七、在外兼營事業影響公務情節嚴重者。  

八、違抗職務上之合理命令情節嚴重者。  

九、疏忽職守有具體事實其情節嚴重者。  

十、造謠滋事、煽動非法怠工、非法罷工，情節重大者。  

十一、仿效上級主管簽字或盜用印信有事證者。  

十二、違反勞動契約或本規則情節重大者。  

十三、有竊盜行為或在本校場所內賭博情節重大者。  

十四、參加非法組織，經司法機關認定者，致本單位受損者。 

十五、違反迴避任用之規定。 

十六、在工作場所有性騷擾、性侵害及有妨害風化行為等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前項除第三款規定外，本校依其餘各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三十四條之一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確保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查證屬實，依勞動基

準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

制期間。 

第三十四條之二 

為確認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是否有前條所定情事，受僱人同意本校得依「學校辦

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

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

關資訊。 

第三十四條之三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之情形，本

校得於知悉之日起 1個月內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後先停止契約之執行，受僱人應配合調

查並靜候結果。經調查屬實者，有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情事，本校得立即

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間，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同意本校得停止支付全部薪資，本

校應於調查確定無前項事實後 1個月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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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停止契約執行之要件、期間之限制及薪資如何給付等，依甲方工作規則辦理。 

第三十四條之四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如有第三十四條之一或前條所定情事，受僱人同意本校向各

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

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前項本校辦理通報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

人資料。 

第三十五條  (資遣適用範圍)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非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不得預告予以資遣：  

一、因組織精簡或裁併。 

二、經費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經醫療機構專科醫生證明患有精神病，影響本校至鉅者。  

六、病假逾限經核准辦理留職停薪滿一年未能痊癒者。  

七、對所擔任之工作確無法勝任者。 

本校依前項第七款資遣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須有考核及面談紀錄以資佐證，並

經輔導或調整工作仍不能改善者。  

第三十六條  (核定資遣)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在產假或職業災害期間，本校不得單方終止契約；惟本校因

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繼續僱用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資遣。 

第三十六條之一(資遣通報) 

             依本規則第三十五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就業服務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於校

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離職(最後工作日)之十日前列冊通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及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第三十七條  (資遣預告)  

本校依本規則第三十五、三十六條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下列規定預告之。如未經

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應發給預告期間之薪資。  

一、員工在本校繼續服務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本校繼續服務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本校繼續服務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期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數，每星期不得超過

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工資照給。  

第三十八條  (資遣費計算)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於依勞動基準

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

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

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第三十九條 (不得請求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10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85



一、違反本規則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終止僱用關係者。  

二、自請辭職經核准者。  

三、定期勞動契約期滿而離職者。  

第十二章 退休  

第四十條    (自請退休)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一、服務滿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服務滿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服務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四十一條  (強制退休)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得強制其退休：  

一、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第四十二條  (退休金之請領)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退休金之請領，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暨相關

規定辦理。 

退休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四十三條  (年齡計算)  

本規則所稱之年齡，應以戶籍記載為主。  

第十三章 其他  

第四十四條  (勞資會議)  

本校為促進團結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會議。  

第四十五條  (性騷擾防治)  

本校為維護職場性別平等，營造友善工作環境，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辦法」，有關職場性騷擾防治、

保護及處理事項，悉依該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六條  (安全衛生)  

本校依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設立安全衛生中心，辦理環境教育及安全衛生工作，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全體員工安全與健康。  

第四十七條  (補充規定)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項，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與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但

不得違反法令上強制或禁止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  (施行與修正程序)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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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假別一覽表    (附件一) 

假

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說明 依據 

事

假 

14日  因事必需本人

處理  

 不給  1.全年不得超過14

日，逾期以曠職論。  

2.請假應於事前1天提

出，若突發情事，應

於當日上班前一小

時電話向直屬主管

請假。  

3.單位主管於必要時

得要求校務基金進

用工作人員提出有

關證明文件。 

勞工請假規

則§7、§10 

家

庭

照

顧

假 

7日 其家庭成員預

防接種、發生嚴

重疾病或其他

重大事故須親

自照顧時  

 不給  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性別工作平

等法§20 

普

通

傷

病

假 

1.未住院者1

年內合計不

得超過30日

內。  

2.住院者2年

內合計不得

超過1年。  

3.前兩項傷病

假2年內合

計不得超過

1年。  

因普通傷害、疾

病必需治療或

休養  

1.2日以上檢

具合法醫療

機構或醫師

證明書。 

2.如有需要單

位主管得要

求勞工提供

相關證明文

件。  

1.1年未超

過30日部

份薪資折

半發給。  

2.超過30日 

薪資不

給。  

3.其領有勞

工 保險

普通傷病

給付未達

薪資半數

者由本校

補足。  

1.普通傷病逾左述規

定者，經以事假或特

別休假抵充後仍未

痊癒者，得申請留職

停薪，期間以1年為

限。 

2.期限屆滿未痊癒得

經預告予以資遣。 

3.經醫師診斷，罹患癌

症(含原位癌)採門

診方式治療或懷孕

期間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或休養期

間，併入住院傷病假

計算。 

4.單位主管於必要時

得要求校務基金進

用工作人員提出有

關證明文件。 

勞工請假規

則§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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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說明 依據 

生

理

假 

每月得請1日  因生理日致工

作有困難 

 同上  1.全年未逾3日，不併

入病假計算，其餘日

數併入病假計算，併

入及不併入病假之

生理假，工資折半發

給。  

2.全年度所請生理

假，已屆相關法令所

定病假之日數上

限，年度內再有請生

理假之需求仍可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

定請生理假，惟不支

薪。  

性別工作平

等法§14 

婚

假 

8日  本人結婚  戶口名簿  照給  應自結婚之日前10日

起3個月內請畢。但因

特殊事由經校長核准

者，得於1年內請畢，。  

勞工請假規

則§2 

公

假 

依實際需要核

給 

比照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中公

假核給之規定 

繳驗有關證件

或核准公函 

照給  勞工請假規

則§8 

比照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 

§4 

公

傷

假 

依實際需要核

給 

因執行職務受

傷需治療或休

養 

職業傷害報告

表及醫師診斷

書 

按原領薪資

額度支給公

傷補償費

(但應抵充

勞保給付) 

1.治療終止時如有勞

基法第54條情形，符

合勞保殘廢給付規

定且不堪勝任工作

時，得予強制退休。 

2.醫師診斷書應請醫

師記載療養所需日

數。 

勞工請假規

則§6 

勞基法§5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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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說明 依據 

喪

假 

8日  父母、養父母、

繼父母、配偶喪

亡  

死亡證明或訃

文  

照給  於百日內請畢為原則。  勞工請假規

則§3 

6日 祖父母、子女、

配偶之父母、配

偶之養父母或

繼父母喪亡 

3日 兄弟姊妹、配偶

之祖父母、曾祖

父母喪亡 

產

檢

假 

5日  受僱者妊娠期

間，雇主應給予

產檢假。  

醫師診斷書  照給  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

應給予產檢假5日，得

擇定以「半日」或「小

時」為請假單位，但擇

定後不得變更。  

性別工作平

等法§15 

產

假 

8星期  本人分娩前後  醫師診斷書 1.到職滿6

個月以上

照給。 

2.到職未滿

6個月減

半發給。 

3.妊娠2個

月以上未

滿3個月

流產或妊

娠未滿2

個月流產

者，雇主

並無給付

薪資之義

務。 

1.懷孕滿3個月後之產

前檢查，得請產假，

惟其請假日數應與

生產期間所請產假

日數併計。  

2.產假期間之計算應

依曆連續計算。 

勞基法§50 

性別工作平

等法§15 

性別工作平

等法施行細

則§6 

4星期 本人妊娠3個月

以上流產者  

1星期 妊娠2個月以上

未滿3個月流產

者 

5日 妊娠未滿2個月

流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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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說明 依據 

哺

乳

時

間 

依實際需求 子女未滿二歲

須受僱者親自

哺乳者 

 照給 每日哺乳時間60分鐘。 

延長工作時間達1小時

以上者，給予哺乳時間

30鐘。 

性別工作平

等法§18 

勞基法§52 

陪

產

假 

5日  男性員工其配

偶分娩時  

出生證明書  照給  受僱者應於配偶分娩

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

15日期間內，擇其中之

5日請假。  

性別工作平

等法施行細

則§7 

留

職

停

薪 

2年為限 育嬰 

受僱者任職滿6

個月後，於每一

子女滿3歲前得

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 

1.親屬關係證

明文件(戶

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影本

等) 

2.配偶在職之

證明文件

(如證明書

或切結書

等) 

不給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

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

主負擔之保險費，經通

報保險機關後免予繳

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

保險費，得遞延3年繳

納。 

性別工作平

等法§16 

 

1年為限 普通傷病逾規

定天數者 

合法醫療機構

或醫師證明書 

不給 勞保由原投保單位繼

續投保 

勞工請假規

則§5 

特 

別

休

假 

依工作年資： 

1.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2.滿1年以上2年未滿者，給予7  

日。  

3.滿2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10

日。 

4.滿3年以上5年未滿者，給予14

日。 

5.滿5年以上10年未滿者，給予

15日。 

6.滿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

日，加至30日為止。 

 照給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

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勞基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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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四、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

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案，請討論。 

人事

室 

1. 依 108 年 5 月 3 日 107 學年度第 1次

編制外人員甄審考核委員會會議決議

辦理。 

2. 將「編制外人員」名稱統一修改為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檢附修

正後人事費支給基準如下。 

3. 本案如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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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96 年 12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7 年 03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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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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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06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09 月 01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 年 09 月 11 日台高（三）字第 0970178500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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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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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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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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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12月 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3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年 5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 12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 12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 3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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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規定，核支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之人事費，特訂

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所適用之範圍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進用之人員之人事

費，含薪資、福利、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核支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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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108年 1月 1日 

類 

別 
職稱 學歷 起薪 晉薪次數及幅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行 

政 

類 

行政助理 

學士 23,100 23,100 24,440 26,560 

專科 23,100 23,100 23,205 24,970 

高中職以下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新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9,705 30,765 31,825 

 

 

33,415 

碩士 31,825 33,415 34,295 35,840 

舊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9,705  30,765 31,825 33,415 
軍訓專員 

勞工安全 
衛生專員 

營繕助理 學士 31,825 

技 

術 

類 

技術專員 

碩士 

月薪 40,910 
※碩士以上比照「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
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七等一階 328 薪點起
薪。 

※學士比照「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
支給報酬標準表」之六等一階 280 薪點起薪。 

※除專業加給外，月薪部分比照公務人員待遇調整
薪點折合率調整之。 
薪點折合率由 117.6 調為 121.1 

專業

加給 
5,590 

學士 

月薪 34,925 

專業 

加給 
4,190 

專業 

輔導人員 
碩士 

聘用起前半年 39,140 

聘用期滿後半年

45,400 

45,400 

 

46,395 47,395 

※本職稱適用於經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
及管理要點」僱用之專業輔導人員，須具有臨床心理
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照。 

 
 

各專案計畫 
之專、兼任 
助理 

依 各 委 辦 
計 畫 之 規 
定辦理 

依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委辦計畫之結餘款進用 

 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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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舊制業務專員係指：新制實施前原專案簽准行政人力配置之業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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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進修學院於「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與管理要點」實施前進用之人員薪資，依原支薪規

定(公立大專校院夜間部專任臨時員工待遇表或原簽)辦理；本要點實施後進用者，悉依本標準規

定辦理。 

2.行政助理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者，得檢附學歷證件影本簽會人事室、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 

   自核定之次月起依其在校原學歷工作年資改敘變更後之學歷薪給。 

3.以時薪或月薪計算者，均以勞動部最新公告為準。 

4.有關軍公教退休者，待遇超過下列規定之法定上限，自再任之日起，應停發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 

   存款，當事人及用人單位應主動告知人事室： 

   (1)公、教退休後再任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依法定基本工資為上限。 

   (2)軍人退休後再任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其再任期間待遇以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之數額(107年 1月 1日起為 33,140元)為上限。 

   (3)以上人員待遇上限若有修正，依相關規定配合調整。 

5.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約僱期間，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並比照

公務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6.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若於校內有轉換身份之情況，其當年度年終獎金之算法，以其身分別在職

月數，按其薪資比例計算(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例外)。 

7.技術專員及營繕助理之年終考核結果僅作為續僱與否之依據，不適用考核後晉薪機制。 

8.行政助理、業務專員、軍訓專員及勞工安全衛生專員以年終考核結果作為晉薪及續僱之依據。 

9.試用期間之待遇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三、本基準經費來源係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三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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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五、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要

點」，請討論。 

人事

室 

1. 依據 107 年度上半年第 2週期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2. 修正本校「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

究中心設置要點」條文。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7 學度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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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108060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透過校務資訊分析與回

饋，提升辦學品質，強化校務經

營效率與效能，精進校務永續發

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

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置召集人一名，由校長指

派副校長一人兼任之，綜理本中

心業務，並薦請校長聘請專業相

關之校內外教師兼任諮詢委員，

及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若干

名，以辦理相關業務。 

 

三、本中心因應行動管理的組織發展

趨勢及雲端技術的支援，除於兩

校區分別設置實體辦公室，並兼

採虛擬辦公室及行動辦公室的概

念及形式運作。 

四、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蒐集、統整、倉儲、分享、

分析校務資料及校外相關

資料。 

(二)建置及維護校務資訊平台。 

(三)進行定期、重點及委託校務

分析，提供資訊與策略建

議，以促進學生學習、教師

專業成長、校務決策與校務

發展。 

(四)培育本校人員校務研究能

力，以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五)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之重要研

究。 

五、本中心不定期召開校務研究會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透過校務資訊分析與回

饋，提升辦學品質，強化校務經

營效率與效能，精進校務永續發

展，特設立校務研究辦公室（以

下簡稱本辦公室），並訂定「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

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辦公室置召集人一名，由校長

指派副校長一人兼任之，綜理本

辦公室業務，並薦請校長聘請專

業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兼任諮詢委

員，以及約僱人員（專案助理及

兼任助理）若干名，以辦理相關

業務。 

三、本辦公室因應行動管理的組織發

展趨勢及雲端技術的支援，除於

兩校區分別設置實體辦公室，並

兼採虛擬辦公室及行動辦公室的

概念及形式運作。 

四、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蒐集、統整、倉儲、分享、

分析校務資料及校外相關

資料。 

(二)建置及維護校務資訊平台。 

(三)進行定期、重點及委託校務

分析，提供資訊與策略建

議，以促進學生學習、教師

專業成長、校務決策與校務

發展。 

(四)培育本校人員校務研究能

力，以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五)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之重要研

究。 

五、本辦公室不定期召開校務研究會

一、修正名稱：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校務研究辦公

室設置要點」修正

為校務研究中心

並納入本校組織

規程 

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

人員 

 

 

 

 

三、修正辦公室為中心 

爰修正第三、四、

五、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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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108060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議，除召集人及諮詢委員外，必

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與會。 

六、本中心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

支應。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並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議，除召集人及諮詢委員外，必

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與會。 

六、本辦公室運作所需經費由教育部

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

計畫或其他外部爭取之經費支

用。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八條文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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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 

 

105年 5月 25日第 8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105年 6月 1日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6月 日行政會議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透過校務資訊分析與回饋，提升辦學

品質，強化校務經營效率與效能，精進校務永續發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

規定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置召集人一名，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兼任之，綜理本中心業務，並

薦請校長聘請專業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兼任諮詢委員，及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

人員若干名，以辦理相關業務。 

三、本中心因應行動管理的組織發展趨勢及雲端技術的支援，除於兩校區分別設

置實體辦公室，並兼採虛擬辦公室及行動辦公室的概念及形式運作。 

四、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蒐集、統整、倉儲、分享、分析校務資料及校外相關資料。 

(二)建置及維護校務資訊平台。 

(三)進行定期、重點及委託校務分析，提供資訊與策略建議，以促進學生學

習、教師專業成長、校務決策與校務發展。 

(四)培育本校人員校務研究能力，以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五)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之重要研究。 

五、本中心不定期召開校務研究會議，除召集人及諮詢委員外，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與會。 

六、本中心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並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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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要點 

 

105年 5月 25日第 8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105年 6月 1日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透過校務資訊分析與回饋，提升辦學

品質，強化校務經營效率與效能，精進校務永續發展，特設立校務研究辦公

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並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辦公室置召集人一名，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兼任之，綜理本辦公室業務，

並薦請校長聘請專業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兼任諮詢委員，以及約僱人員（專案

助理及兼任助理）若干名，以辦理相關業務。 

三、本辦公室因應行動管理的組織發展趨勢及雲端技術的支援，除於兩校區分別

設置實體辦公室，並兼採虛擬辦公室及行動辦公室的概念及形式運作。 

四、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蒐集、統整、倉儲、分享、分析校務資料及校外相關資料。 

(二)建置及維護校務資訊平台。 

(三)進行定期、重點及委託校務分析，提供資訊與策略建議，以促進學生學

習、教師專業成長、校務決策與校務發展。 

(四)培育本校人員校務研究能力，以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五)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之重要研究。 

五、本辦公室不定期召開校務研究會議，除召集人及諮詢委員外，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人員與會。 

六、本辦公室運作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或其

他外部爭取之經費支用。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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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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審查

要點」，請討論。 

國際

事務

處 

1. 為鼓勵學生出國，修正本要點第四與

第五點放寬語言及申請規定，修訂對

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後附。 

2. 本修正案業經 107 學年度第 1次國際

事務委員會議及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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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審查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四、申請獎助條件： 

(一)申請時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為全班前 50%，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二）2.其他語言：依各校需求

之語言能力或欲申請國家之

語言檢定初級(不含)以上。 

 

 

 

 

 

 

 

 

 

 

五、申請者應於每年 12月 15日前

檢具下列表件向各系所提出申

請，經審議同意推薦彙整送國

際事務處辦理。 

(六)學生證。 

四、申請條件： 

(一)申請時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為全班前 50%，或由系所發函

推薦；操行成績 80分以上。 

 

 

 

 

 

（二）2.其他語言：依各校需求之

語言能力。需具 FLPT 外語能

力測驗聽力、用法、字彙與閱

讀總分 195分以上、口試成績

S-2 以上或其相當能力之外

語證明，或日語能力達日本語

力測試 2級合格者。 

 

 

3.申請赴大陸地區研修交換

者，毋須檢附語言能力證明。 

 

 

五、申請者應於每年 12月 15日前檢

具下列表件向各系所提出申

請，經審議同意推薦彙整送國際

事務處辦理。 

(六)學生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影本。 

1.文字明確敘

明申請獎助條

件 

2.刪除或由系

所發函推薦，使

申請條件更客

觀、具體以求公

平。 

目前非英語系

國家姊妹校語

言要求較不嚴

格，故放寬其他

語言之規定以

鼓勵學生出國。 

 

 

刪除，因赴大陸

地區不在獎助

範圍。 

 

免附最高學歷

畢業證書影

本，只需學生證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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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審查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95 年 12月 27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5 次行政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01月 10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月 19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1 次研發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1月 11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月 8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11 月 16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本校 學年度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培養學生國際觀，擴展國際視野，選送學生赴國外學校研修，以提昇學生國際競

爭優勢，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 

（一）適用申請赴本校學術交流合作學校研修，尚未取得入學許可者。如已獲得入學許

可者，優先申請出國研修獎助。 

（二）申請赴院系級學術交流合作學校研修者，則由院系自行甄選所屬學生；如有多餘

名額時，得於合作學校同意下開放給其他院系學生，得適用本要點。 

（三）其他機關委託甄選出國研修者，依其個別法規或簡章者規定辦理，如無特別規定

時，則依本要點辦理。 

三、申請人資格： 

（一）本校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在學學生，不含選修生及領受臺灣獎學金之外國生。 

（二）進修學院在職專班學生得提出申請，但不得申請任何獎助。 

（三）僑生及外國生得提出申請，但不得申請交換至其原屬居住國及任何獎助。 

四、申請獎助條件： 

（一）申請時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 50%，操行成績 80分以上。 

（二）語言能力（請參照本校外國語言標準暨成績對照表） 

1.英語能力：申請者需符合欲申請校之語言能力標準；並達本校外語能力標準：

托福成績 IBT 47 分以上，或 IELTS 4 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或相當能力之語言證明。（含校內舉辦之英語文測驗，證明需於有

效期限內）。 

2.其他語言：依各校需求之語言能力或欲申請國家之語言檢定初級(不含)以上。 

（三）積極參與社會公益、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 

五、申請者應於每年 12月 15日前檢具下列表件向各系所提出申請，經審議同意推薦彙整送

國際事務處辦理。 

（一）申請表（國際事務處網站下載）。 

（二）中、英文讀書計畫書。 

（三）修習學分者另附擬進修讀課程之總時數、科名（校際選課申請依本校相關規定申

請）。 

（四）中、英文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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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年中、英文成績單。 

（六）學生證。 

（七）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八）擬進修國家語文能力之證明文件。 

（九）二位教師推薦函。 

（十）其他相關資料如參賽獲獎、主辦課外活動等證明等。 

六、甄選方式：由本校國際事務處召開相關會議審查書面資料，必要時得面試。審查原則如

下： 

（一）語言能力：佔百分之四十 (依所附語文能力證明。赴大陸地區者，本項併入研修計

畫計算)。 

（二）研修計畫：佔百分之三十。 

（三）在校成績：佔百分之二十。 

（四）其他輔助審查文件：佔百分之十 (如社團、國際交流活動傑出表現等資料)。 

七、錄取名單由國際事務處行文通知各相關系所及申請人，並公布於國際事務處網頁。 

八、申請人經錄取後，須備齊規定之申請文件，由本校具函向各學術交流合作學校推薦，經

該學校審核通過後始為交換學生。 

九、交換學生因故無法如期前往國外學校或提前返國，應立即向國際事務處書面申請撤銷。 

十、經推薦之學生如符合選送參加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者，有關獎助名額

及額度依其個別規定並由本校國際事務處召開相關會審議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審議，續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外國語言標準暨成績對照表 

劍橋大學英語

能力認證分級

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國

際商務英語

能力測驗 

(BULATS) 

外語能力測

驗(FLPT) 

（英、日、

德、法、西

語） 

CEF語言

能力參考

指標 

全民

英檢

(GE 

PT) 

托福 

（TOEFL） 

多益

測驗

(TOEI

C) 

大學校院英

語能力測驗

(CSEPT) 

雅思 

IELTS 

    

三

項

筆

試

總

分 

口試     

新制 

托福 

iBT 

舊制 

  
第一

級 

第二

級 
  電腦

型態 

紙筆

型態 

Key English 

Test (KET) 

ALTE Level 

1 
150 S-1+ 

A2 

(基礎級) 

Waystage  

初級 
29 

以上 

90 

以上 

390 

以上 

350 

以上 
170 - - - 

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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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ALTE Level 

2 
195 S-2 

B1 

(進階級) 

Threshol

d  

中級 
47 

以上 

137 

以上 

457 

以上 

550 

以上 

初

170 

複

230 

初

180 

複

240 

4 

以上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ALTE Level 

3 
240 S-2+ 

B2 

(高階級) 

Vantage  

中高

級 

71 

以上 

197 

以上 

527 

以上 

750 

以上 
- - - 330 

5.5 

以上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ALTE Level 

4 
315 

S-3以

上 

C1 

(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

al 

Proficien

cy  

高級 
83 

以上 

220 

以上 

560 

以上 

880 

以上 
- - - - - - 

6.5 

以上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ALTE Level 

5 
- - - 

C2 

(精通級) 

Mastery 

優級 
109 

以上 

267 

以上 

630 

以上 

950 

以上 
- - - - - - 

7.5 

以上 

【語言成績對照表】※資料參考教育部及語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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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七、本校與巴西 Western 

Paraná State 

University（葡萄牙語：

Universidade Estadual 

do Oestedo Paraná，簡

稱 UNIOESTE）簽署合作交

流書案，請討論。 

國際

事務

處 

1. 巴西巴拉那州立大學（葡萄牙語：

Universidade Estadual do Oeste do 

Paraná，簡稱 UNIOESTE）位於巴西

Cascavel 市的公立大學。UNIOESTE 成

立於 1988 年，1994 年由巴西聯邦政

府認可，擁有 55 個本科課程和約 24

個研究生課程，課程內容涵蓋管理、

計算機科學、生命科學、會計、經

濟、農業工程、土木工程與教育學等 

2. 兩校合作書如附件，通過後辦理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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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O DE COOPERAÇ Ã O ENTRE A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 A UNIVERSIDADE ESTADUAL DO OESTE DO 

PARANÁ  (BRASIL)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WESTERN PARANÁ  STATE UNIVERSITY 

(BRASIL)  

 

A Universidade Estadual do Oeste Do Paraná, 

pessoa jurídica de direito público, com sede à 

Rua Universitária, nº 1619, na cidade de 

Cascavel, Estado do Paraná, Brasil, inscrita 

no CNPJ/MF sob nº 78.680.337/0001-84, 

neste ato representada por pelo seu Reitor 

Prof.  Paulo Sergio Wolff, portador do RG nº 

1.034.950 SSP/PR e inscrito no CPF 

282.008.109-68, doravante simplesmente 

denominada Unioeste,  

 

e de outro lado,  

 

a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pessoa jurídica de direito público,  com sede 

Kaohsiung, in Taiwan, ROC, neste ato 

representada por seu presidente, Sr. Professor 

Wu Lien Shang, doravante simplesmente 

denominada NKNU,  

 

resolvem firmar o Presen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mediante as Cláusulas e 

condições seguintes: 

 

CLÁ USULA PRIMEIRA – Do Objeto  

 

Ess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tem por 

objeto a cooperação técnica, científica, 

educacional e cultural entre os partícipes, 

visando o desenvolvimento e execução 

conjunta de programas e projetos, o 

intercâmbio em assuntos educacionais, 

culturais, científicos e tecnológicos. 

 

CLÁ USULA SEGUNDA – Das Formas de 

Cooperação 

 

A cooperação definida na Cláusula Primeira 

se dará através de: 

1. Intercâmbio de conhecimentos, 

The Western Parana State University, legal 

entity of public law, headquartered at Rua 

Universitária, 1619, in Cascavel, state of 

Parana, Brazil, registered under CNPJ/MF n. 

78.860.337/0001-84, represented by its 

Rector, Professor Paulo Sergio Wolff, bearer 

of the identity card (RG/DNI) nº 1.034.950 

SSP/PR and enrolled with CPF nº 

282.008.109-68, Hereinafter just named 

Unioeste,  

 

and in other side,  

 

th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legal entity of public law, headquartered at 

Kaohsiung, in Taiwan, ROC, represented by 

its President, Professor Wu Lien Shang, 

hereinafter just named NKNU,  

 

 

Therefore, they sign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upon the following clauses 

and conditions: 

 

FIRST CLAUSE – Object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aims 

technical scientific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sides, seeking joint 

development and execution of programs and 

projects, and exchange in educational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opics. 

 

 

SECOND CLAUSE – Modalities of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defined on first clause will 

happen by: 

1. Exchange of knowledge, experi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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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ências e informações técnicas e 

científicas; 

2. Realização de cursos, programas e eventos 

de interesse comum aos partícipes; 

3. Utilização conjunta de bibliotecas e 

laboratórios, de ambas as entidades; 

4. Desenvolvimento de ações que visem o 

desenvolvimento conjunto de projetos e 

programas relacionados ao Ensino, Pesquisa e 

Extensão; 

5. Intercâmbio de pessoal para atuação em 

projetos conjuntos dos partícipes, 

proporcionando, inclusive, oportunidade de 

estágios curriculares. 

 

TERCEIRA CAUSA - Intercâmbio de 

Alunos 

As instituições contratantes concordam com o 

seguinte: 

1. Os alunos em mobilidade 

internacional entre as duas 

universidades serão organizados 

conjuntamente pelos coordenadores do 

Escritório de Cooperação 

Internacional em cada uma das 

universidades. 

2. Uma transcrição de registros de 

desempenho acadêmico anterior e um 

esboço de um plano de estudos na 

universidade anfitriã devem ser 

submetidos pelo aluno em mobilidade 

antes da admissão na universidade 

anfitriã. 

3. Ambas as instituições são 

responsáveis pela seleção e nomeação 

de alunos. Os resultados da seleção 

devem ser disponibilizados à 

universidade anfitriã três meses antes 

do início do semestre, o mais tardar. 

Os alunos indicados serão então 

registrados como alunos regulares em 

mobilidade internacional na 

universidade anfitriã. Os pedidos de 

prorrogação de estadia, que não 

excedam dois semestres ou um ano 

acadêmico, estão sujeitos à aprovação 

de ambas as universidades. 

4. Os alunos em mobilidade 

internacional serão responsáveis pelo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2. Execution of courses, programs and events 

of mutual interest by the participants; 

3. Joint use of libraries and labs from both 

entities; 

4. Development of actions which aim joint 

development of projects and programs 

related to Teaching, Research and Outreach; 

5. Exchange of staff to act on joint projects, 

providing even curricular internship if 

intended. 

 

 

 

 

THIRD CLAUSE-Exchange Students 

 

The contracting institution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1. The exchange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shall be organized jointly by 

the coordinators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ach of the 

universit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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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oth institu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and nomin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elec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t the 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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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travel cost and cost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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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u próprio custo de viagem e custo de 

vida.  

5. Haverá assistência recíproca no que 

diz respeito ao alojamento através do 

respectivo Escritório de Cooperação 

Internacional de ambas as 

universidades. O custo do alojamento, 

incluindo refeições, é da 

responsabilidade dos alunos em 

mobilidade internacional. 

6. O aluno em mobilidade deverá 

matricular-se para o curso de 

graduação ou pós-graduação regular e 

realizar o pagamento das respectivas 

taxas acadêmicas na instituição de 

origem, ficando isento do pagamento 

das mesmas na instituição anfitriã. A 

Unioeste é gratuita e não haverá 

pagamentos de taxas. 

7. Os alunos em mobilidade serão 

pessoalmente responsáveis por seu 

próprio seguro médico. 

8. Ambas as universidades podem 

recomendar até “dois” intercambistas 

a cada ano. O número deve ser 

decidido por deliberações entre as 

duas universidades. 

9. Ambas as universidades tentarão 

intercambiar estudantes em uma troca 

de um para um por um período, 

conforme acordado pelas duas 

universidades. Se ocorrer uma 

proporção de troca desigual em 

qualquer período, será tentado um 

saldo durante o período de dois a três 

anos ou a troca será revisada. 

 

CLÁ USULA QUARTA – Dos 

Procedimentos 

 

Para implementar ações decorrentes des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serão 

celebrados planos de trabalhos anexo a este 

instrumento, a partir de projetos aprovados 

pelas instâncias competentes em ambas as 

instituições signatárias, nos quais deverão 

constar: 

 

1. Identificação do proje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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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change students must enroll in the 

regular undergraduation program or 

graduation program and pay the 

respective tuition fees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upon which they will be 

exempt from such paym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Unioeste is a free 

institution and there will be no fee 

payments.  

7. Exchange students ar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medical 

insurance. 

8. Both universities can recommend up to 

“two” exchange students every year. The 

number should be decided by 

deliberations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9. Both universities will attempt to exchange 

students on a one-to-one equal exchange 

for a period as agreed by both 

universities. If an unequal exchange 

ration occurs in any period, a balance will 

be attempted over the following two to 

three year period or the exchange will be 

reviewed. 

 

 

FOURTH CLAUSE – Procedures 

 

 

To implement actions resulting from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work plan 

addendum to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shall 

be signed, from projects approv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rom each institution, 

in which should include: 

 

1. Project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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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bjetivos a alcançar; 

3. Metodologia a ser utilizada; 

4. Cronograma de desenvolvimento; 

5. Orçamento, se preciso;  

6. Atribuições das partes; 

7. Formas de transferência e divulgação dos 

resultados. 

 

CLÁ USULA QUINTA – Da Coordenação 

Institucional 

 

Cada uma das partes designará um 

Coordenador Institucional para a execução 

deste instrumento, informando essa indicação, 

em forma expressa, para a outra parte. Este 

coordenador institucional poderá ser 

substituído a qualquer momento, desde que 

informado à outra parte. 

 

Na Unioeste, o coordenador será o professor 

Rafael Mattiello, e-mail 

internacional@unioeste.br  

 

Na NKNU o coordenador será o Professor 

Jenny Wen-chuan Chu, e-mail 

t1568@nknu.edu.tw  

 

CLÁ USULA SEXTA – Da Publicidade 

 

A publicação des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será efetuada em extrato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Parágrafo Ú nico do 

art. 61 da Lei 8.666/93, ficando as despesas 

da publicação a cargo da Unioeste. 

  

CLÁ USULA SÉ TIMA – Da Vigência 

 

O tempo de vigência do presen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será de 05 (cinco) anos, a 

partir da data de assinatura do mesmo, 

podendo ser rescindido por qualquer dos 

signatários, desde que haja um aviso de 03 

(três) meses, em comum acordo entre as 

partes, sem prejuízos para as mesmas. 

 

CLAUSULA OITAVA – Da Rescisão  

 

Es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é uma 

declaração de intenções para promover uma 

2. Goals to achieve; 

3. Methodology; 

4. Development schedule; 

5. Budget, if necessary; 

6.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s; 

7. Forms of transfer and dissemination of 

results. 

 

FIFTH CLAUSE –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 

 

Each part will nominate an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 to execute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notifying expressly this 

nomination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This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 can be substituted 

in any moment, since that be informed to the 

other part. 

 

 At Unioeste, the coordination will be 

assigned to Professor Rafael Mattiello, e-

mail internacional@unioeste.br  

 

At NKNU, the coordination will be assigned 

to Professor Jenny Wen-chuan Chu, e-mail 

t1568@nknu.edu.tw   

 

SIXTH CLAUSE – Publicity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ll 

be published as an extract on the Union 

Official Gazette, according to the pertinent 

legislation, and the costs of publication shall 

be Unioeste’s responsibility. 

 

SEVENTH CLAUSE – Duration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ll 

have a lifetime of 05 (five) years, from its 

signature date. It could be broken by any 

part, since there be a warning of 06 (six) 

months,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both 

parts, with no injury to them. 

 

 

EIGHTH CLAUSE – Rescission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is a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s to promote a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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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ção institucional mútua. O presente 

instrumento não limita o direito das partes em 

celebrar acordos similares com outras 

Instituições. A solicitação de rescisão será por 

escrito, e, ambas as partes devem garantir que 

se completem os projetos e iniciativas que já 

se tenham iniciado. 

 

Ambas as partes estão envolvidas para 

resolver diretamente entre eles, 

amigavelmente, qualquer diferença e/ou 

controvérsia devido a aplicação e/ou 

interpretação deste instrumento. Caso não 

obtenham uma resolução extrajudicial, ambas 

a parte,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estabeleça 

um domicílio especial conforme indicado na 

abertura deste instrumento, onde todas as 

notificações judiciais e extrajudiciais serão 

legais. 

 

E por estarem assim, justas e acordadas, 

firmam o presen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em duas vias de igual teor e 

forma, nos idiomas português e inglês, com 

um único propósito, na presença das 

testemunhas abaixo, para que produza seus 

efeitos legais. 

 

Como prova de conformidade, assinam o 

presente TERMO DE COOPERAÇ Ã O nas 

cidades e nas datas manuscritas.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it does not limit 

the right of parts to sign similar agreements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Rescission solicitation 

of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ll be in 

written, and, if it rescinded, both parts shall 

guarantee the termination of projects and 

initiatives that has been initiated. 

 

Both parts are engaged to solve directly, 

between them, amicably, any difference 

and/or controversy due to application and/o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case of they do not obtain an extrajudicial 

solving, both parts, to every legal effects, 

establish a special domicile according to 

indicated in the opening of this paper, where 

all the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notifications 

will be lawful.   

 

 

And as both parts agree with those clauses, 

they sign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two copies of equal 

content and form, in Portuguese and in 

English, to only one purpose, in presence of 

witnesses to produce their proper and legal 

effects.  

 

As proof of compliance, they sign this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cities 

and handwritten dat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KNU (ROC) 

 Universidade Estadual do Oeste do Paraná – 

Unioeste (Brasil) 

 

 

 

Prof.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Prof. Paulo Sergio Wolff 
Reitor  

 

Kaohsiung, ROC/__________/20_____  Cascavel, _______/__________/20____ 

 

TESTEMUNHAS/WITNESSES: 

 

 

NOME/NAME: Rurng-sheng Guo  

DNI/RG: 

  

NOME/NAME: Rafael Mattiello  

RG: 5.45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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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八、本校與日本千葉大學

(Chiba University)簽署

學術、學生合作書案，請

討論。 

國際

事務

處 

1. 千葉大學位於日本千葉市，其前身可

追溯至 1949 年，幾經整合位在千葉縣

的千葉醫科大學、大學附屬大學的醫

療系和醫療系、千葉師範學校、千葉

青年師範學校、東京工業大學，2004

年起成為現今新的國立大學。學校除

校本部西千葉校區外，其他三個校區

分別位於亥鼻、松戸、柏之葉。學校

現有國際文科學院，文學部，法學

部，經濟學部，教育學部，理學部，

工學部，園藝學部，醫學部，醫學

部，護理學部與教育研究科等。現有

學生人數約 1萬餘人。 

2. 兩校合作書如附件，通過後辦理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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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CHIBA UNIVERSITY, JAPA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Chiba University, Japan with the 

objective of facilitating mutual friendship, academ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hereby conclude this agreement. 

 

Article 1.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Chiba University will cooperate in 

promoting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enhanc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rticle 2.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prescribed in Article 1, the two institutions 

may undertake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those listed below. The details of the collaboration 

will be specified through separate negotiations. 

(1)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2) Exchange of students 

(3) Organization of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4)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s 

(5) Other activities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two institutions 

 

Article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will be effective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sha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another five (5) years unless either party undertakes in 

writ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agreement. A written declaration of withdrawal must be made 

no later than six (6) months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a given five (5)-year program. 

 

Article 4.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upon six (6) months’ written notice by either 

side. 

 

Article 6.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ind either institution to any financial commitmen 

Date:              

 

 

(Signature)           

Dr.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ate:              

 

 

(Signature)           

Dr. Takeshi Tokuhisa 

President 

Chib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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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FOR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CHIBA UNIVERSITY, JAPA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 (2) in the 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Chiba University, Japan, the 

two universities agree to exchange students as follows: 

 

Article l.  This agreement covers the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which will occur on a regular basis. 

 

Article 2.  Unless otherwise defined, “exchange” shall mean a one-for-one exchange of 

students from each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mea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implemented herein; “sending university” shall mean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from which he or she intends to graduate; and “receiving university” shall mean the 

university that has agreed to receive th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he sending university. 

 

Article 3.  Suitable candidates for exchange programs will be recommended by the sending 

university. The receiving university will review their academic record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determine their eligibility for a particular program. 

 

Article 4.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only accept students who do not seek degrees at the 

receiving university. 

 

Article 5.  Expenses incurred by exchange students in programs under this agreement, 

except for expenses covered by Article 6, will be borne by the individual student. 

 

Article 6.  The receiving university will waive application, registration and tuition fees.  

 

Article 7.  The agreement allows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tudy at the receiving university 

for a period of up to 12 months on an annual basis.  Both universities will review the 

program annually for any imbalances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and make an effort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Both universities will 

endeavor to make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equal by the end of the agreement. 

 

Article 8.  Prospective exchange students must satisfy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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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of their course of studies, and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one (1) year of 

continuous study at the sending university before being admitted to the exchange program.  

Prospective exchange students who apply to study at the graduate level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one (1) semester of graduate studies before being admitted to the exchange program.  

Exchang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turn to the sending university upon completion of the 

exchange program. 

 

Article 9.  The sending university will recognize credits, awarded by the receiving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sending university. 

 

Article 10.  Each university will,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resources, assist exchange 

students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in securing accommodations and in 

achieving their study and research goals. 

 

Article 11.  This agreement takes effect when it is signed by both parties.  The agreement is 

to remain in effect for (five (5)) years from the date it is signed and sha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another (five (5)) years unless either party undertakes in writ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agreement. A written declaration of withdrawal must be made no later than (six (6)) 

months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a given (five (5))-year program. 

 

Article 12.  The agreement may be modified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of both parties. 

 

Article 13.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university with notification to the 

other party at least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erminatio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will not affect the terms of activities ongoing at the time of 

notification of terminatio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Date:                              

 

 

(Signature)                

Dr.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ate:                            

 

 

(Signature)               

Dr. Takeshi Tokuhisa 

President 

Chib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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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九、本校與蒙古國全球領袖

大學(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簽署合作備

忘錄案，請 討論 

國際

事務

處 

1. 全球領袖大學位於蒙古國首都烏蘭巴

托市，成立於 2005 年的一所私立大

學，學校設有醫學院、護理學院、商

學院、人文學院、工程學院、外國語

文中心、全球領導基金會、台灣蒙古

教育中心、Nursing Life Center、高

等教育中心。 

2. 兩校合作備忘錄如附件，通過後辦理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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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MONGOLIA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Mongolia, 

agree on the following program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1.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and of mutual benefit,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work towards carrying out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1) Exchange of students 

(2)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staff 

(3) Exchange of scientif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4) Joint research and research meetings 

(5) Relevant cooperation in industrial incubation 

2.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detailed work plans are to be 

developed after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3.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each year if no party raises objections, in writing,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term. 

4. Revision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upon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5. This agreement is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the text shall be regarded as official. Two 

signed copies will be prepared and both parties will keep one. 

 

In witness thereof, the undersigned have signed this agreement on behalf of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on the date shown with their respective signatures: 

 

(Signature)                                                                (Signature) 

 

Dr. Wu Lien Shang                           Dr. Otgonbat Barkhuu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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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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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大學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

管理辦法」，請討

論。 

 

 

 

 

 

 

研發處 1. 因107年6月12日科技部至本校查核研

發成果管理機制，為配合科技部母法

法條異動及科技部提供之建議，修正

本法第一條、第五條及新增第十三條

之規定。 

2. 附上現行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3. 本案經會議決議後，續提行政會議審

議。 

 

 

 

 

 

 

 

 

 

 

 

 

 

 

 

 

 

 

 

 

 

 

 

 

 

 

 

請抽換臨時提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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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 

現行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及運用本

校教職員工之研究發

展成果，協助技術之

移轉，以促進其研究

發展成果之擴展，依

據「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六條第三項」與「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十三條」及本校「產

學合作辦法」規定，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及運用本

校教職員工之研究發

展成果，協助技術之

移轉，以促進其研究

發展成果之擴展，依

據「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六條第二項」與「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十三條」及本校「產

學合作辦法」規定，

規定，訂定本辦法。 

因 107 年 6 月 12 日科技部至

校查核研發成果管理機制，科

部 

建議刪除法條項目，以避免母

法條異動時，再次修法。 

 

第五條 智慧財產權申請依下 

       列程序辦理： 

五、如申請案未通過研究發展 

   委員會評審，發明人不得 

   以個人名義自行申請。 

第五條 智慧財產權申請依下

       列程序辦理： 

五、如申請案未通過研究發展

    委員會評審，發明人得以

    個人名義自行申請。 

科技部建議發明人得以個人

義自行申請等字修正，因似允

個人持有政府資助計畫成果

前開規定不符，應釐清補正

臻周延。 

第十三條  研發成果收益如

涉及以事業股份為對價者，其

收取原則如下： 

一、如該研發成果收益本校有 

   回饋資助機關或分配其他 

   機關義務者，該部分收益 

   應以現金方式為之。 

二、如涉及衍生利益金者，該 

   衍生利益金應以現金方式 

   為之。 

三、股數之計算，屬公開發行 

   者，股份價值依其過去六 

   個月之平均市價計算；屬 

   非公開發行者，股份價值 

   依面額計算，惟該事業淨 

   值低於面額時則依淨值計 

 新增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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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四、授權金：簽約後一次支付 

   或分期支付，付款方式及 

期限依合約書內容處理。 

五、衍生利益金：一次支付， 

或廠商產品上市後，依合 

約規定以銷售總額之特 

定百分比支付。 

若以銷售總額特定百分比方

式支付，被授權者於每年二月

底前，應向本校彙報前一年內

使用本授權技術所產製產品

之銷售額，以及本授權技術占

各項產品之比重值，並繳納衍

生利益金。 

第十四條………….. 第十三條…………………… 條次變更 

第十五條………….. 第十四條…………………… 條次變更 

第十六條………….. 第十五條…………………… 條次變更 

第十七條………….. 第十六條…………………… 條次變更 

第十八條………….. 第十七條………………….. 條次變更 

第十九條…………… 第十八條………………….. 條次變更 

第二十條…………… 第十九條…………………… 條次變更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條…………………… 條次變更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 條次變更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二條………………..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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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草案) 

91年6月12日本校九十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通 

96年5月9日本校九十五學年度第九次行政主管會報會議修訂 

96年5月16日本校九十五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訂 

96年6月13日本校九十五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修訂 

96年11月23日本校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訂 

97年1月11日96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8年9月16日本校98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 

98年11月11日本校98學年度第3次行政會議決議修訂 

98年12月25日98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9年9月15日本校99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決議修訂 

99年11月12日99學年度第一學期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103年10月22日103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年1月9日103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104年5月6日103學年度第七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年9月16日本校104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5年9月21日本校105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5年12月23日105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107年3月14日106學年度第五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年6 月15日本校106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及運用本校教職員工之研究發展成果，協助技術之移轉，以促進其研究發

展成果之擴展，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條」及本校「產學合作辦法」規定，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職員工利用學校各種資源完成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研究發展所產生的專利、

技術產品、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所衍生之權利，其所有權屬於本校(除法律及合約另有

規定外)。有關智慧財產權申請、維護及權益分配（含技術移轉）等事項依本辦法辦

理。如有未盡事宜，依其它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業務由研究發展處承辦，於每年2月及8月受理申請。 

 

第四條 為有效推動研究發展成果之管理與運用，聘請申請者所屬系所主管及所屬單位推薦之

校內、外學者專家三名先行審查專利，並召開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執行審查事

務。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學術研究小組掌理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相關權利之申請、保護、

維護、運用與推廣暨其他有關事項，應對智慧財產權申請內容負擔保密之義務。 

 

第五條 智慧財產權申請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智慧財產權分為專利權、品種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積體電路電路布局，智慧

財產權之申請，以個案處理為原則。由發明人檢附完整資料及填具相關表格送研

究發展處辦理；發明人如包含校外人士則應填具「保密協議書」及「權益讓渡書」，

研究發展委員會應儘速完成審查(著作權、營業秘密除外)，以爭取時效。 

二、申請案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評審通過，應知會發明人及所屬單位主管，由研究發展

處於三十個工作天內進行正式對外申請程序，同時發明人應備妥必要之申請文

件。 

三、智慧財產權係以學校為所有人之名義對外申請，而發明人採共同連署方式；發明



5 
 

人如為二人以上，除約定有代表人外，一切申請程序均應共同連署。 

四、智慧財產權申請若因時效關係，發明人先以本校名義對外申請，需於申請同時知

會研究發展處，並於申請通過後依本校規定提出費用補助分攤。 

五、如申請案未通過研究發展委員會評審，發明人不得以個人名義自行申請。 

 

第六條 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智慧財產權申請案，其申請之所有費用(包括申請費、

證書費、年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它法令應繳納之規費等)，依下列原則分攤︰ 

一、申請費用扣除資助機關補助金額外，其餘費用之負擔比率為校方80%，發明人20%；

若發明人認定有繼續維護之必要，經學校審查同意，繼續維護費用之負擔比率為

校方70%，發明人30%，以上發明人負擔額，可由計畫經費或計畫結餘款支應。另

政府機構計畫，補助機構若有相關規定，從其規定辦理。 

二、研究經費由基金會或私人企業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自行向有關主管機關申

請，本校不負擔相關費用，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仍須依第二條規定辦理。 

三、審查過程中有被駁回之情況時，如由發明人提出申訴者，須自行負擔申請費，最

後獲准通過時，再依比率分攤。 

 

第七條 屬本校所有智慧財產權，於權利有效期間內，其維護費用之分擔依第六條規定辦法。 

 

第八條 智慧財產權侵權處理 

一、本校智慧財產遭侵權或有受侵權之虞或經他人為侵權之主張時，應由本校委聘之

法律顧問辦理，本校各單位，及發明人或創作人，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智慧財產侵權之提出，由相關單位提供具體之事實，經承辦單位取得必要之技術

鑑定報告後，移請本校委聘之法律顧問辦理。惟本校為受侵權者，在移請委聘之

法律顧問前，仍得視需要由承辦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聯絡侵權者以取得合法之授

權或要求其停止侵害並負賠償責任。 

三、因智慧財產侵權，經侵權者依授權或為賠償而取得之價款，於扣除所支出之法律

及相關費用後，其分配方式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 

 

第九條 發明人之義務如下： 

一、發明人於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異議、訴願、行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律程

序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之責任。 

二、發明人應配合智慧財產權承辦單位實施該發明之推廣應用。 

三、發明人因抄襲等不法手段獲得智慧財產權，以致侵害他人權益時，發明人應負一

切責任。 

 

第十條 凡利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不論取得專利與否，均應透過學校行政作業而由學校

具名簽訂合約，並採取保護措施，適時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技術移轉之原則

如下： 

一、以公平、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 

二、以公立學校、公立研究機關(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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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 

四、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專案申請專屬授權︰ 

1. 避免業界不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2. 研究成果之移轉為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3. 技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金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五、前項專屬授權時，可約定本校之師生仍可無償使用該項研究發展成果，不因專屬

授權而排除使用。 

六、技術移轉係屬專屬授權或讓與，應經研發委員會議決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准。依

規定需資助機關同意者，另行文至資助機關同意。 

 

第十一條 移轉或授權合約由本校、創作人與接受技術移轉或授權者視實際情形協議訂定之，

合約內容要點包括： 

一、合約依據。 

二、移轉或授權標的名稱、內容範圍、地區、期限。 

三、移轉或授權價金及其衍生之利益金。 

四、權利義務內容。 

五、違約條款。 

六、其他必要記載事項。 

技術移轉授權金或讓與金之鑑價，本校研發委員會議審查後簽准校長辦理。 

 

第十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取得之簽約金、權利金、授權金及其

他衍生利益，於扣除回饋資助機關之部分後，視其收益方式之不同，而以下列方式為

之： 

一、以金錢收益者，經本校提出申請或管理者，其分配比率如下：學校20%，創作人

80%。 

二、以股權或其他方式取得收益者，扣除相關取得成本後，比照前款比率分配標的物。 

三、研發人員因離職(畢業)、退休或其他原因未能於本校繼續服務者，研發人員依本

要點所得之權益，除法令規定或契約規定外，本校仍應予保障。 

四、其他研發成果事項及情形特殊者，由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分配比率報請校長核

定之。 

 

第十三條 研發成果收益如涉及以事業股份為對價者，其收取原則如下： 

一、如該研發成果收益本校有回饋資助機關或分配其他機關義務者，該部分收益應以

現金方式為之。 

二、如涉及衍生利益金者，該衍生利益金應以現金方式為之。 

三、股數之計算，屬公開發行者，股份價值依其過去六個月之平均市價計算；屬非公

開發行者，股份價值依面額計算，惟該事業淨值低於面額時則依淨值計算。 

四、授權金：簽約後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付款方式及期限依合約書內容處理。 

五、衍生利益金：一次支付，或廠商產品上市後，依合約規定以銷售總額之特定百分

比支付。若以銷售總額特定百分比方式支付，被授權者於每年二月底前，應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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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彙報前一年內使用本授權技術所產製產品之銷售額，以及本授權技術占各項產

品之比重值，並繳納衍生利益金。 

 

第十四條 資助機關若提供專利或技術移轉獎勵金時，該獎勵金依創作人(含協同人員)80%、

學校20%之比例分配。 

 

第十五條 有關智慧財產權讓與或終止維護，請發明人填寫讓與或終止維護評估表，送本校研

發委員會審查。若為科技部衍生研發成果, 審查通過後依科技部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各單位若因教學需要，需引用本校各項智慧財產權，可透過研發處申請，並經發明

人同意後無償使用。 

 

第十七條 智慧財產權檔案之管理如下： 

一、本校智慧財產權在申請獲證前所有資料均應以機密方式管理，承辦單位之承辦人

員不得複印、攜出。 

二、承辦單位針對已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應定期整理予以公開。 

三、智慧財產權文件於有效期結束後得予以銷毀。 

 

第十八條 因執行計畫所完成之研究發展成果，於國內參與全國性相關競賽活動得獎者，同一

計畫之研發成果可申請乙次，每案可補助交通費用一次，且不超過3人。 

 

第十九條 研發成果管理及運用之利益衝突與迴避 

本校參與或執行研發成果管理及運用有利益衝突與迴避等情事者，另訂「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研發成果管理及運用之利益衝突與迴避原則」辦理。 

 

第二十條 經費來源：由本校改善研發環境經費項下支應。 

 

第二十一條 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之管理程序與書表格式，另行研訂「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研發成果管理作業要點」。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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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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