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一、本校 109 年度概算

案，請討論。 

主計室 1. 本校 109 年度概算，係依各單位提供

概算所需數據，經主計室彙整如附件

1、2。 

2. 案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107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審議通過。 

3. 其中收支餘絀預計表之「學校教學研

究補助收入」，因 109 年度教育部基

本需求補助及績效型補助尚未核定，

暫依教育部 108 年度核定數 6億

3,022 萬 6 千元編列；固定資產 1億

4,642 萬 8 千元，其中預計國庫撥款

編列 4,904 萬 5 千元（含立法院通刪

108 年度校舍改建工程國庫補助之補

編列數 35 萬 9 千元）、自有營運資

金 9,738 萬 3 千元。 

4. 為爭取陳報時效，擬請同意授權主計

室依教育部核定數及行政院審查結果

調整，陳請校長核可後編列，以利如

期陳報及編送預算書，並於下次會議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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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附件1

收支餘絀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政府補助收

入
自籌收入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 金    額 金    額 ％

1,361,537 業務收入 720,913 598,237 1,319,150 100.00 1,269,795 49,355 3.89

617,818 　教學收入 0 591,962 591,962 44.87 544,436 47,526 8.73

346,535 　　學雜費收入 0 339,812 339,812 25.76 337,209 2,603 0.77

-18,636 　　學雜費減免 0 -19,350 -19,350 -1.47 -18,100 -1,250 6.91

258,185 　　建教合作收入 0 233,000 233,000 17.66 187,770 45,230 24.09

31,735 　　推廣教育收入 0 38,500 38,500 2.92 37,557 943 2.51

1,061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0 1,000 1,000 0.08 260 740 284.62

1,061 　　權利金收入 0 1,000 1,000 0.08 260 740 284.62

742,658 　其他業務收入 720,913 5,275 726,188 55.05 725,099 1,089 0.15

632,377

　　學校教學研究補

助收入 630,226 0 630,226 47.78 630,226 0 0.00

104,915 　　其他補助收入 90,687 0 90,687 6.87 89,602 1,085 1.21

5,366 　　雜項業務收入 0 5,275 5,275 0.40 5,271 4 0.08

1,434,564 業務成本與費用 856,014 578,702 1,434,716 108.76 1,385,391 49,325 3.56

1,229,587 　教學成本 818,919 385,270 1,204,189 91.29 1,160,608 43,581 3.76

947,712

　　教學研究及訓輔

成本 818,919 143,580 962,499 72.96 953,662 8,837 0.93

251,493 　　建教合作成本 0 206,010 206,010 15.62 172,119 33,891 19.69

30,382 　　推廣教育成本 0 35,680 35,680 2.70 34,827 853 2.45

33,011 　其他業務成本 14,552 21,325 35,877 2.72 35,403 474 1.34

33,011 　　學生公費及獎勵 14,552 21,325 35,877 2.72 35,403 474 1.34

166,594 　管理及總務費用 22,543 166,981 189,524 14.37 184,092 5,432 2.95

166,594

　　管理費用及總務

費用 22,543 166,981 189,524 14.37 184,092 5,432 2.95

708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 0 261 261 0.02 221 40 18.10

708 　　研究發展費用 0 261 261 0.02 221 40 18.10

4,663 　其他業務費用 0 4,865 4,865 0.37 5,067 -202 -3.99

4,663 　　雜項業務費用 0 4,865 4,865 0.37 5,067 -202 -3.99

-73,027 業務賸餘（短絀） -135,101 19,535 -115,566 -8.76 -115,596 30 -0.03

99,721 業務外收入 0 91,034 91,034 6.90 86,338 4,696 5.44

16,056 　財務收入 0 13,280 13,280 1.01 13,515 -235 -1.74

16,056 　　利息收入 0 13,280 13,280 1.01 13,515 -235 -1.74

83,665 　其他業務外收入 0 77,754 77,754 5.89 72,823 4,931 6.77

74,968

　　資產使用及權利

金收入 0 69,664 69,664 5.28 63,400 6,264 9.88

779 　　違規罰款收入 0 483 483 0.04 480 3 0.63

5,121 　　受贈收入 0 5,088 5,088 0.39 6,392 -1,304 -20.40

8 　　賠（補）償收入 0 9 9 0.00 10 -1 -10.00

2,790 　　雜項收入 0 2,510 2,510 0.19 2,541 -31 -1.22

75,537 業務外費用 0 73,236 73,236 5.55 72,932 304 0.42

75,537 　其他業務外費用 0 73,236 73,236 5.55 72,932 304 0.42

75,537 　　雜項費用 0 73,236 73,236 5.55 72,932 304 0.42

24,184 業務外賸餘（短絀） 0 17,798 17,798 1.35 13,406 4,392 32.76

-48,843 本期賸餘（短絀） -135,101 37,333 -97,768 -7.41 -102,190 4,422 -4.33

附註：1.「前年度決算數」、「本年度預算數」及「上年度預算數」為全部版。

比較增減(-)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合　　計

上年度預算

數

本年度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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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項         目 土地改良 房屋建築 機械設備 交通設備 什項設備
固定資產

小計

電腦軟體

及

遞延資產

資本支出

合計

教學及行政資本支出 1,000      25,330     46,061     26,010     36,187     134,588    16,064     150,652  

    學校及教學單位專項設備 1,000      7,971      29,443     7,276      15,358     61,048      10,551     71,599    

    基本教學及行政維持費

   (MBO設備費)
8,618      17,734     19,829     46,181      5,513       51,694    

    政府補助專案計畫 8,000      1,000      1,000      10,000      10,000    

    校舍改建工程(研究大樓) 17,359     17,359      17,359    

自給自足-各項自籌支出 0 0 5,500      240         6,100      11,840      400          12,240    

    教務處招生經費 100         100         200           200         

    進修學院招生經費 140         100         240           240         

    進修學院短期班 200         200           200 400         

    學生宿舍費、停車場經費 2,700      2,700        2,700      

    語教中心推廣班 100         100           200 300         

教發中心推廣班 60           40           100           100         

    建教合作成本 5,200      100         3,000      8,300        8,300      

資本支出合計 1000 25,330     51,561     26,250     42,287     146,428    16,464     162,892  

備註︰教學及行政資本支出共計1億5,065萬2千元，經費來源如下說明。

1、固定資產支出1億3,458萬8千元︰預計國庫撥補4,904萬5千元、營運資金(自有資金)支應8,554萬3千元。

2、電腦軟體1,055萬1千元︰以營運資金(自有資金)支應。

3、遞延資產(代管資產大修)551萬3千元︰以營運資金(自有資金)支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9年度教學、行政及自給自足經費資本支出概算表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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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107 年度校務基金績效

報告書，請討論。 

主計室 1.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

監督辦法」第 26 條規定辦理。 

2. 案經本(108)年 3 月 20 日及 4月 18

日 2 次校內行政單位主管討論撰擬修

正，5月 22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107 學年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審議修

正通過在案。 

3. 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於 6月 30 日前

函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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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摘要說明 

 項次 標  題  及  摘   要 

壹 前言 

貳 績效目標達成情

形與檢討及改進 
一、培育優質教師與多元專業人才 

二、營造友善校園 

三、「雙核心」菁英培育之教育理念，落實「學

用合一、職涯接軌」目標 

四、深化轉型，發展多元進修班隊 

五、提升研究能量加強產學媒合效益 

六、推動國際化厚植全球能量 

七、建置優質之教學與研究校園環境，活化閒置

空間 

八、活化組織，精實人力 

九、投資效益 

十、建構智慧雲端校園 

叁 財務變化情形 一、資金來源變化情形 

二、資金用途變化情形 

三、可用資金變化情形 

肆 其他事項 

伍 結語 

  備註：「107 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完整版，於 108 年 6 月 10 日公告於秘書室網頁 

並於會議前 MAIL 電子檔案至委員信箱，敬請撥冗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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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三、科技學院 110 學年度

申請增設「跨領域科

技博士學位學程」

案，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依據科技學院 108 年 3 月 14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院主管會議暨 108 年

4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院務會

議決議辦理。 

2. 檢附「跨領域科技博士學位學程計畫

書」如附件 1。 

3. 附教育部最新修正增設調整系所部分

要點如附件 2。 

4. 本案經第 3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

論通過，續送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

依教育部來文提報。 

 

 

 

備註：「跨領域科技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完整版於會前 MAIL 至各委員電子信箱，敬請撥

冗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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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一修正規定 

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值及研究生生師比值之基準 

一、專科以上學校各項生師比應達下列基準： 

類型 基準 計算方式 

全校生師比值 1. 一般大學、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應低於

27。 

2. 專科學校應低於 35。

全校加權學生數(包括進修學

院、專科進修學校學生數)除

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數總

和。 

日間學制生師比

值 

應低於 23。 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數除

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數總

和。 

研究生生師比值 應低於 10。 全校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

博士班未加權學生數除以全

校專任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

數總和。 

二、生師比之學生數及師資數列計原則： 

(一) 學生數： 

1. 以提報時最近一學年度具正式學籍在學學生(不包括休學生、全學年均於國

外之學生)計算。但全學年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加權數

零點八列計、專科班學生以加權數零點五列計。 

2. 境外學生數（包括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陸地區學生）

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數之百分之三以內，不予列計為學生數；超

過全校在學學生數之百分之三者，則予計列。 

3. 延畢生指專科班、學士班學生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年限，碩士生自第三

年起，博士生自第四年起，繳納全額學雜費者。 

4. 全校生師比、日間學制生師比之學生加權數，依下列規定計算；研究生生

師比之學生數不加權： 

學制班別 加權數 延畢生加權數 

日間 

學制 

專科班 1 1 

學士班 1 1 

碩士班 2 1 

博士班 3 1 

進修 

學制 

專科班 0.5 0.5 

學士班 0.5 0.5 

碩士班 1.6 1 

(二) 師資數：  

1. 專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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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專任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理教授、專任講師、依大學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聘任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本部介派擔任

軍護課程之軍訓教官及護理教師、講（客）座教授符合專任教授聘用規

定及資格且聘約達一年以上者、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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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聘任之教學人員、依國立大專校院申請增

聘專任運動教練員額審核原則及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練聘任管理辦法

聘任並實際擔任競技專長教學之學校專任運動教練，並已由學校發給聘

書之人員。 

(2) 技專校院並得採計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修正生效前，已取得助教證書且繼續任教未中斷之現職人員，或設有護

理科系之技專校院聘任具有護理或助產學士學位及護理或助產師執照

之專任護理實習臨床指導教師，折算為零點五名專任講師，或依專科學

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規定聘任之專任專業技術教師。 

2. 兼任師資： 

(1)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兼任教師及依大學聘任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聘任之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2) 技專校院並得採計依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規定聘任之兼

任之專業及技術教師。 

(3) 上開人員每週授課達二小時以上者，始得列計為兼任師資。 

(4) 四名兼任教師得折算列計一名專任教師，其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師

資數之三分之一，超過者不予列計。但藝術類（音樂、美術、戲劇、藝

術、舞蹈、電影等領域）與設計類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兼任師

資，其折算數不得超過其實際專任師資數之二分之一，超過者不計。 

3. 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列計專任師資時，不得重複列計。 

4. 跨院、所、系、科合聘之師資，於校內訂有明確之章則與聘任規定，且實

際於合聘院、所、系、科連續三年均有授課事實者（限專業科目），經本部

審查同意得列計為合聘師資，並於合聘系所分別按比例列計為專任師資；

若經審查不同意列計為合聘師資，仍應於主聘系所列計為專任教師。 

附註：本表二、（一）1.及 2.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八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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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申請增設各學制班別之條件 

類型 
學制

班別 
評鑑

成績 
設立年限 師資條件 

系、

科 
日間

學制

專科

班、

學士

班 

最近

一次

依大

學評

鑑辦

法之

校務

評鑑

結果

各項

目為

通過

或依

專科

學校

評鑑

實施

辦法

評鑑

結果

未列

有三

等或

四

等。 

無 1. 申請增設日間學制二年制專科班時，實聘及

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三人以上。 
2. 申請增設五年制專科班時，實聘及擬聘專任

師資合計應達五人以上。 
3. 申請增設日間學制學士班時，實聘及擬聘專

任師資合計應達七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且三人以上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4. 實聘專任師資應達合計專任師資數二分之

一以上，擬聘專任師資應於學生入學學年度

開始前起聘。 
進修

學制

專科

班、

學士

班 

申請時已

設立日間

學制專科

班或學士

班；或申請

時未設立

日間學制

專科班或

學士班，但

師資條件

已符合附

表五規定。

1. 申請增設進修學制二年制專科班時，實聘專

任師資應達三人以上。 
2. 申請增設進修學制學士班時，實聘專任師資

應達七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

教授以上資格，且三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日間

學制

碩士

班 

申請時已

設立日間

或進修學

制學士班

達三年以

上。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九人

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

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擬聘專任師資

應於學生入學學年度開始前起聘。 

進修

學制

碩士

班

( 碩

士在

職專

班) 

申請時已

設立日間

學制碩士

班達二年

以上。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博士 申請時已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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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設立日間

學制碩士

班達三年

以上。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

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擬聘專任師資

應於學生入學學年度開始前起聘。 
研究

所 
日間

學制

碩士

班 

無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五人

以上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其中三人以上須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實聘專任師資應達合計專任師資數二分之

一以上，擬聘專任師資應於學生入學學年度

開始前起聘。 
進修

學制

碩士

班

( 碩

士在

職專

班) 

申請時已

設立日間

學制碩士

班達二年

以上。 

1.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實

聘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具助理教授以上

資格，其中三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六人以上者，實

聘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博士

班 
申請時已

設立日間

學制碩士

班達三年

以上。 

1.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實

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七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且四

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實聘專任師資應

達五人以上，擬聘專任師資應於學生入學學

年度開始前起聘。 
2.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六人以上者，實

聘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院設

班

別、

學位

學程 

學院

學士

班、

學院

進修

學士

班、

學士

學位

學

程、

進修

學士

學位

學程 

申請時已

設立院設

班別及學

位學程支

援學系達

三年以上。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實聘及

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十五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

三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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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碩士

班、

學院

碩士

在職

專

班、

碩士

學位

學

程、

碩士

在職

學位

學程 

1. 申 請 設

立 學 院

碩 士 班

時，已設

立 支 援

學 系 達

三 年 以

上。 
2. 申 請 設

立 學 院

碩 士 在

職專班、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及 碩 士

在 職 學

位 學 程

時，已設

立 院 設

班 別 及

學 位 學

程 支 援

系 所 碩

士 班 達

三 年 以

上。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實聘及

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十五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

四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 

學院

博士

班、

博士

學位

學程 

1. 申 請 設

立 學 院

博 士 班

時，已設

立 系 所

碩 士 班

達 三 年

以上。 
2. 申 請 設

立 博 士

學 位 學

程時，已

設 立 學

位 學 程

所 跨 領

域 相 關

博 士 班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實聘及

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十五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

四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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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三 年

以上。但

支 援 系

所 均 符

合 附 表

四 所 定

學 術 條

件者，不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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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五修正規定 
附表五：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基準 

一、學生數及師資數之列計，依附表一規定辦理。 

二、專科班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專科班 

專任師

資數 

1. 設有二年制專科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三人以上；設有五年制專科班

者，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 

2. 專科班為學系附設者，其專任教師與該學系專任教師併計，並依學

系之師資質量基準。但護理學系設專科班者，其學系與專科班之學

生數及師資數，得分別列計，並分別進行師資質量基準評核。 

生師比

值 

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

五。 

三、學系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學系 

專任講

師比率 

應低於百分之三十。但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學系未設有博士班及碩

士班者，不在此限。 

專任師

資數 

1. 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2. 設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 

3. 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 

生師比

值 

1. 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

五。 

2.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助理

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四、研究所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研究所 

專任講

師比率 

應為零。 

專任師

資數 

1. 設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招

收名額在十六人以上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2. 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3. 屬藝術展演類、設計類及運動競技類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四

人以上。 

生師比

值 

1. 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

五。 

2.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助理

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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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 

專任講

師比率 

1. 學士班，應低於百分之三十。 

2. 碩士班或博士班，應為零。 

專任師

資數 

1. 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十

五人以上；其支援系所者，應符合本表三、四所定基準。 
2. 屬藝術展演類、設計類及運動競技類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符合

實聘專任師資至少二人以上，得列計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並得以

四名兼任教師折算列計為一名專任教師，其折算數不得超過三名，

超過者不予列計。 

生師比

值 

共同辦理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未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師資總和，

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六、專任講師比率計算方式為專任講師數除以專任師資總數。 

七、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及科主任資格，應符合大學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及專科學校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附註：本表二至五所定師資質量基準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八月一日施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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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附表七修正規定 
附表七：校舍建築面積之列計方式 

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依日間學制學生數乘以學生每人所需校舍建築面積計算。

但其計算所得低於以進修學制學生數計算之應有校舍建築面積時，依進修學

制學生數計算所得辦理。 

（一）學生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單位：平方公尺/每人）： 

 1.專科班 

      學生數 

類型 

專科班 

一千人以內 
一千零一人至三

千人 
三千零一人以上 

商業、護理、語言類 
10 9 7 

醫技、藥學、家政、

藝術、體育類 12 11 9 

工業、農業、海事類 
14 13 11 

  2.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學生數 

 

類型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一千人

以內 

一千零一

人至三千

人 

三千零一

人以上 

四百人以

內 

四百零一

人至六百

人 

六百零一

人以上 

文法商、管理

及教育類 10 9 7 13 12 11 

理學類（不包

括醫學系、牙

醫系）護理及

體育類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

農學、生命科

學類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

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二）學生數之列計原則 

1. 第二部或乙部學生得以二分之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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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本部核准實施春、秋二季招生方式之系、科班，以實際在校上課之系、科

班學生數計算。 

3. 修習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實習課程之學生，為全學年度在校外實習者，

當學年度之學生數得予扣除；部分學分在校外實習者，當學年度之學生數得

扣除校外實習學分數占總學分數之比例。但扣除之學生數比例，最高不得超

過該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學生數之八分之一，且學生於就讀學校附設

之醫院、實習會館、旅館及實習林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修習實習課程者，不得

扣除。 

二、實有校舍建築面積：依本部核定校區（含分部）之建築，屬自有產權且已取

得使用執照，並提供正式學籍學生活動、教學、研究使用之面積計算；專供

推廣教育使用及對外營業之建築不得計列，但符合下列條件之建築，得予列

計： 

（一）中華民國六十年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已建築完成而未領有

使用執照之校舍建築，其產權登記為學校所有者，得合併採計。但一百零

二年八月一日後，前開建築未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或

未備具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書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合格證明文件者，

不得合併採計。 

（二）租用校區外提供學生宿舍使用者，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消防法及建

築管理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其租賃合約至少四年以上，且經法院公證證明

者，其納入計算之面積，不得超過該校校舍建築面積之百分之十。 

學校附設醫院、實習會館、旅館及實習林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之校舍建築中，屬

確實提供教學、研究使用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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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附表八修正規定 
附表八：各學制班別每班招生名額數上限 

學制 新設第一年 第二年以後

專科班 50 50 

學士班 45 50 

日間學制碩士班 15 30 

進修學制碩士班 30 30 

博士班 3 10 

一、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量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者，每班招生名

額始得調整至第二年以後所列名額上限。專科班及學士班每班招生名額不

得低於十人。 

二、前開每班招生名額均不含外加名額。 

三、專科以上學校配合國家政策獲得本部核撥專案師資與擴增招生名額之院、

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每班招生名額不在此限。 

四、本表所列第二年以後每班招生名額上限，適用於一百零一學年度新設立之

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學制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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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四、本校軟體工程與管理

學系「產業資訊與創

新應用碩士在職班」

更名為「資訊科技碩

士在職專班」案，請

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本案業經 108 年 04 月 02 日軟體工程

與管理學系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及 108 年 04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

通過。 

2. 班別：資訊科技碩士在職專班，分科

技應用組、管理決策組。 

3. 本案計晝書，如附件 1和 2。 

4. 本案經第 3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

論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依

教育部來文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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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件 1     110學年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大學申請增設非師資培育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

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

任。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0學年度申請更名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1（請

依註 1 體例填

報） 

中文名稱：資訊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英文名稱：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全英

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107 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5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工程學位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96 106   106 

研究所 資訊教育研究所   30  30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 私立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 私立醒吾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班 

3.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碩士班 

招生管道 學校自行招生 

擬招生名額 20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原「產業資訊與創新應用」在職專班 20人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34.5 %軟體設計工程師、13.8 %Internet 程式設計師、6.9 %研究助理、6.9 %

系統維護／操作人員、3.4 %門市／店員／專櫃人員、3.4 %行政人員、3.4 %

韌體設計工程師、3.4 %其他資訊專業人員、3.4 %資訊助理人員、3.4 %文編

／校對／文字工作者、17.5 %其他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view?sid=5012000000&mid

=480317&degree=2)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軟體系業務專員 姓名  

電話 07-7172930 傳真 07-6051006 

Email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

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

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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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表 1：107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 

師

資 

學

年

度 

專任師資

(含相當等

級之專任

專業技術

人員) 

A：專任師資

小  計

=a+b+c+d(教

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

師) 

B：

軍

訓 

教

官

及

擔

任

軍 

訓

課

程

之

護

理 

教

師

數 

C：合

計 

=A+B 

D：

兼

任 

師

資

數 

E=D/4(即

兼任師資

可折算專

任 師 資 

數) 

F=C/3(即

專任師資

數的三分 

之一) 

G：計算生

師比之師

資數(如 F 

大於 E 則 

G為 

C+E+L，如 

F 小於 E 

則 G為 

C+F+L)(另 

L之計

算，參見乙

表) 

全 校

生 師

比 

日 間

部 生

師比 

研 究

生 生

師 比 

(全校

日

間、進 

修 學

制 碩

士 

班、博

士 班

學 生

數 除

以 全

校 專

任 助

理 教

授 級

以 上

師 資

數 總

和)  

a:

教

授 

b:

副

教

授 

c:

助

理

教

授 

d:

講

師 

 

107 

學

年

度 

7 2 2 0 11 0 11 2 0.5 3.6  23.11 

18.43 11.55 

 

表 2：107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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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 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1 專任 
教授兼科
技學院院
長 

鄭伯壎 

國立台灣大

學電子工程

博士 

資訊教育 
軟體工程 
健康資訊 
軟硬體共同設計 

資訊教育研究 
軟體設計研究 
健康資訊研究 
虛實整合系統研究 

 

2 專任 教授 

兼系主任 
葉道明 

美國猶他大

學電腦科學

博士 

反向工程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 
物件導向程式 
E-Learning 

人機介面 

軟體工程研究 

再造工程研究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

學生總數 

Q=M+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 修學

制 學生

總 數 

U=R+S+T 

日

間、

進 

修學

制 

學生

總 

數

=Q+U 

V：碩、

博士生 

加權後

日夜間 

學制學

生總數 

( 碩 士

生加權 

二倍，

博士生 

加權三

倍，本 

欄作為

計算全 

校生師

比之學 

生數) 

碩、博

士生加 

權後日

間 學 

制學生

總 數 

( 碩 士

生加權 

二倍，

博士生 

加權三

倍，本 

欄作為

計 算 

日間部

生 師 

比之學

生數) 

全 校 日

間、進 修

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

學生總數 

(B+C+F)，

本欄作為

計算研究

生生師 比

之學生數 

M：

專 

科

部

學

生

總

數 

N：

大 

學

部

學

生

總

數 

O：

碩

士

班

學

生 

總

數 

P：

博

士

班

學

生 

總

數 

R：專

科 

部學

生總

數

（進 

修部

二 

年

制、

在 

職專

班） 

S：大

學部 

學生

總數

（進

修學 

士

班、

進修 

部二

年制 

學

系、

二年 

制在

職專

班

等） 

T：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生 

總

數 

107 

學

年

度

在

學

生

數 

0 106 30 0 136   21 21 157 5.45  

4.6 

延

畢

生

人

數 

 0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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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3 專任 教授 楊中皇 

美國路易斯

安那大學電

腦工程博士 

數位鑑識 

資訊安全 

行動安全 

資訊安全研究 

行動安全研究 
 

4 專任 教授 孫培真 

國立中山大

學資訊管理

博士 

教育機器人設計與應

用 

數位學習與資訊教育 

人工智慧應用 

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

析 

軟體架構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研究  

5 專任 教授 林哲正 

美國匹芝堡

大學電機博

士 

人工智慧 

圖訊辨識 

訊號處理 

影像處理 

E-Learning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圖訊辨識 

訊號處理 
 

6 專任 教授 郭家旭 

國立中央大

學電機工程

博士 

物聯網 IoT 

無線網路 WSN 

多媒體通訊網路 MCN 

中介軟體設計 MWD 

資訊系統軟硬體設計

ISSHD 

無線網路研究 

物聯網研究 

行動運算研究 

 

7 專任 

教授兼圖

書資訊處

處長 

余遠澤 

國立成功大

學資訊工程

博士 

影音串流技術與服務

品質保證技術 

多媒體 IC設計 

車載通訊 

嵌入式系統設計 

無線網路通訊與行動

運算設計 

先進網路技術研究 

大數據分析系統研究 
 

8 專任 副教授 李文廷 

國立中央大

學資訊工程

博士 

軟體工程 

軟體程序管理與成熟

度整合模式 

軟體度量與分析 

軟體測試 

物件導向技術 

服務導向架構與運算 

 

軟體流程改善研究  

9 專任 副教授 何淑君 

國立中山大

學資訊管理

博士 

資訊管理 

資訊經濟 

行動科技採用 

資料分析方法研究 

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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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10 專任 

助理教授

兼資訊教

育中心綜

合管理組

組長 

陳立偉 

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資訊

管理博士 

資料分析技術 

軟體工程 

軟體度量與分析 

電子化服務創新 

服務科學 

資訊科技服務管理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11 專任 助理教授 張瑞觀 

美國密西西

比州州立大

學電腦科技

教育博士 

E-Learning 

網路行銷 

科技心理 

資訊服務管理 

研究方法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0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 0員；兼任師資 0員。 

 

專兼

任 

職

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

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及來

源 

有否接洽人選 

        

 

 

第五部分：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壹、申請理由 

    本系原有之碩士在職專班於民國 107年 8月更名為產業資訊與創新應用在職專班，全部授予工程碩士

學位，共 20名學生。如今為因應教育部 108年新課綱資訊科技領域之推動，申請將在職專班名稱更名為資

訊科技在職專班，期望將運算思維與應用由學校教育擴散至成人教育及在職教育，除了提升學生之各種資

訊科技能力之外，培訓資訊科技研發人才外，更深入探討如何將資訊科技應用到各種產業中，甚至創造出

新的應用領域。 

 

一、 擴散運算思維與應用至成人教育及在職教育 

發展運算思維能力是當前教育的主要議題之一，世界各國政府正在將這些技能引入學校課程，而

許多教育工作者和學生也開始面對這一學習領域。世界各地普遍提倡透過從小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環境

學習程式設計，以推廣此技能。在台灣，為了趕上全球運算思維教育的風潮，教育部已經將「程式設

計」納入 108 年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國中生及高中生必修的科目，並逐年增加大專院校學生學習程

式設計的比例。 

在成人教育及在職教育方面，運算思維能力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一般的學校教育，然而卻少有相關

政策措施關注，恐將造成不同世代間的運算思維能力落差，甚至造成資訊科技運用於較初階的層面，

無法進一步提升至高層管理決策層面。本班招生對象為在職人士，期望藉由各種教學與研究，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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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運算思維教育推廣到無法在其求學年代學習此一重要領域之社會人士。 

 

二、 提升學生之資訊科技能力，培訓資訊科技研發人才 

在現代社會中，資訊科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商業、教育甚至醫療系統都因而重新設計。使用

電腦和軟體，企業使用資訊科技確保其各種部門順利運行，包括人力資源、財務、製造和保全部門。

教師需要透過掌握最新的資訊科技，如使用行動設備閱讀教材做好課前準備，更透過使用技術為學生

面對未來充斥著各種資訊設備的世界做好準備。大多數醫療院所現在可以發送和接收病人過往的數位

醫療資訊，與傳統文書作業相比，這樣的變化可以降低成本並增加醫生醫療效率。 

由於資訊科技的重要性，現有在職人士或多或少都有接觸到資訊科技產品，然而受限於其教育訓

練背景，多停留在操作與使用層次，無法理解其核心觀念，因此無法觸類旁通，遇到新的資訊科技產

品或應用，必須重頭學習，導致效率低落與信心挫敗。本班之課程將深入淺出地以資訊科技應用為切

入點，引介資訊科技觀念與相關理論體系，以建立其完整之資訊科技知識體系，養成其未來終生學習

之能力，甚至致力於資訊科技之研究與發展。 

三、 應用資訊科技到各種產業，創造出新的應用領域 

資訊科技不僅在各行各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還能創造出全新的應用領域甚至產業。利用信

息技術，像亞馬遜這樣的企業幫助忙碌的消費者購買雜貨。只需點擊一下網頁，消費者就可以提交訂

單，信息技術會將該訂單發送給消費者。現在許多學校都提供可在桌上型或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甚

至手機上修習的線上課程，工作繁忙的學生可以在休息時輕鬆登入課程或提交作業。信息技術也使發

送或接收資金變得前所未有的快捷，開創線上小型企業以銷售各種商品也變得更加容易。本班之教育

訓練將結合資訊科技與應用領域知識，使得資訊科技應用深入各類產業，進而產生全新的產業應用。 

貳、本班發展方向與重點(整併無須填寫) 

資訊科技重點為探討新興和先進數位技術的實務面，資訊科技應用的創意和指引，以及為企業提供新

穎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包括軟體和硬體。資訊科技在職專班的發展方向與重點為： 

一、 以軟體技術為主的資訊科技創新與應用 

2000年後的矽谷靠著軟體轉型，軟體是科技產業未來趨勢，台灣過去的產業模式遇到瓶頸，需

要靠軟體提升產業的價值。這幾年外資都來投資台灣的軟體研究，就是轉型最好的時機， 2018 年就

有包含微軟、Google、臉書等數家世界級企業，宣布加大在台灣的投資力度。本系原即以培養資訊軟

體人才為目的，除了培養學生具有一般資訊科技之軟體相關技術之外，更強調軟體工程觀念與訓練以

及團隊合作的能力，資訊科技在職專班仍依此精神為發展方向。 

二、 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實務問題 

而軟體工程相較於電腦科學，較著重於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實務問題，理論的重要性是如何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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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實際問題，也就是說整合抽象概念和解決方案，而非探討純粹理論層面，例如運用認知心理學理

論在人機互動的設計以提升軟體的可用性。且由於軟體應用系統實際品質與開發組織息息相關，因此

組織內管理議題在實務上也非常重要，如敏捷式方法 Scrum。近年來，DevOps開發方法更進一步結合

軟體開發與軟體營運管理，使軟體開發、維護與營運管理一體化，對於解決使用系統的客戶問題更有

效率。 

三、 提供新興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每當有技術上的突破時，如何運用新興的資訊科技解決問題，提出迴異於以

往的解決方案往往是重要課題。近期人工智慧的竄起即為一例，有些問題可透過人工智慧技術而不是

傳統編碼方式解決，如何結合人工智慧模組與傳統軟體系統以解決問題，還有將人工智慧所需的資料

管理工作融入相關的系統開發工作，都是人工智慧帶來的挑戰，也是重要的課題。 

參、本班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整併無須填寫)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每年都會預測接下來將對人類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科技突破，而 2018 的十大

科技突破清單中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有： 

 給所用人的人工智慧（AI for Everybody） 

 網路隱私（Perfect Online Privacy）保護 

 傳感城市（Sensing City） 

 對抗性神經網絡（Dueling Neural Networks） 

2019 的十大科技突破清單中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有： 

 靈巧機器人 

 可穿戴心電儀 

 流利對話的 AI 助手 

由此可見，資訊科技領域是目前當紅的科技研究領域。 

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知名大學皆已設立授予資訊科技相關領域之碩士學位學程，目前為止約有一百五十

所學術單位，其中歐洲國家最多，超過一百所單位，因此本班之申請設立是絕對符合世界學術潮流的趨勢

的。 

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政府以五大創新產業做為創新經濟的基礎，共同引導出台灣新經濟發展模式，其中與資訊科技相關的

是「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亞洲・矽谷」將建立一個以研發為本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由「推動物聯網產

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為兩大主軸。為推動此產業，行政院於 2016 年 11 月通過「數位

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規劃以每年 200億元經費，建設數位科技國家發展基礎，推進

數位經濟，提高各產業附加價值，將針對數位商務、資料經濟、金融科技等進行任務分組，打造先進數位

科技(人工智慧,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區塊鏈等)，培育跨域數位人才，建構完整數位創新生態系，鼓勵與

帶動台灣資料服務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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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數位技術發展，勢必將被更廣泛運用在各行業，科技及知識服務類產業商機龐大，

促使相關專業人才需求增加，經濟部工業局預估 107 至 109 年，除無形資產評價業尚處於起步階段，人才

需求較不顯著，IC 設計、通訊暨物聯網裝置與設備業、資料服務等產業，每年新增需求均大於 1,000 人，

其中又以通訊暨物聯網裝置與設備業新增需求最多，平均每年增加 4,933 人，資料服務產之新增專業人才

需求量約為 3,000到 3,400人，而面板業及雲端服務業人才需求亦穩定成長，平均每年分別增加 163 及 700 

人。 

伍、本班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整併無須填寫) 

本在職專班的成立，除了培育及提昇中高級資訊科技應用與研究人才，以因應國家數位國家、創新經

濟發展之殷切需求與趨勢，同時建立實務導向的教育環境，配合國家重點發展政策，更能使本校朝向一流

大學邁進。同時，本校正朝向於綜合型大學努力，新設立之科技學院以電子、資訊、通訊與光電等相關系

所為產學合作發展重點，然而這些系所尚未成立在職專班且地處偏遠，因此對於產學合作中之產業面向難

以廣泛接觸，而本班授課地點將位於本校和平校區內，同時系上師資多有豐富之資訊科技知識與專長，未

來在職專班成立後得以結合兩校區之資源，進行跨產學之教學研究。 

陸、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系統表 

案經 108年 4月 2日軟體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案經 108年 4月 2日軟體工程與管理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次系務會議通過 

 

本表適用於 110學年度入學新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必 修 
科目 學

分 
科目 學

分 專題討論(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分) 

 2 論文 Thesi
s 

(6) 
   管理決策專題(管理決

策組，上下學期各 1 學
分) 

 2 

   科技應用專題(科技應
用組，上下學期各 1 學
分) 

 2 

不分學年選修課 程 
科目 學

分 
科目 學

分 人工智慧研究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計算機網路研究 Studies in Computer 

Network 3 

學習理論研究 Studies in Learning 
Theories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3 

軟體工程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3 資訊管理實務研討 Seminar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sues 

3 

多媒體網路應用研究 Studies in Multimedia 
Network Application 

3 影音多媒體系統設計
研究 

Studies in Video & 
Audio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3 

資料庫系統研究 Studies in Database 
System 

3 系統動態研究 Studies in System 
Dynamics 

3 

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
研究 

Analysis and Design of 
Objected-Oriented 
Systems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
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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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神經網路研究 Neural Networking 3 網際網路應用研究 Studies in Internet 
Application 

3 

作業系統研究 Studies in 
Operating Systems 

3 資訊與通訊科技應用
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3 

資料分析方法研究 Studies in Data Analysis 
Methods 

3 專案管理研究 Studi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3 

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 Studies in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3 資訊科技服務管理研
究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 

3 

資訊倫理與法律 Information Ethics 
and Law 

3 行動安全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Security 

3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Studies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Design 

3 無線網路研究 Studies in Wireless 
Networks 

3 

軟體流程改善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3 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
析研 究 

Studies in Data 
Mining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行動通訊網路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3 數位鑑識研究 Studies in Digital 
Forensics 

3 

物聯網研究 Studi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3 隱私保護研究 Studies in Privacy 
Protection 

3 

網路品質與大數據分
析研 究 

Studies in Network 
Quality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資訊系統創新設計研
究 

Studies in 
Innovation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stem 

3 

資訊管理研究 Studies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研究設計與寫作 Studies in Research Design 
and Writing 

 數位學習系統設計研
究 

Studies in 
e-Learning System 
Design 

3 

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科技管理研究 Studies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3 

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電子商務研究 Studies in 
Electronic Commerce 

3 

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 3 服務導向軟體架構 Studies in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3 

多變量統計方法研究 Studies in Multivariable 
Statistics Methods 

3 實驗設計 Experiment Design 3 

演算法研究 Studies in Algorithm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並行處理研究 Studies in Parallel 
Processing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雲端計算 Studies in Cloud 
Computing 

3 資訊安全管理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3 

專家系統研究 Studies in Expert System 3 密碼學研究 Studies in 
Cryptology 

3 

程式語言研究 Studies in Programming 
Language 

3    

科技應用組核心課程 管理決策組核心課程 
服務導向軟體架構 Studies in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3 專案管理研究 Studi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3 

實驗設計 Experiment Design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
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資訊管理研究 Studies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資料分析方法研究 Studies in Data 
Analysis Methods 

3 

資訊安全管理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3 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
析研 究 

Studies in Data 
Mining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密碼學研究 Studies in Cryptology 3 資訊科技服務管理研
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 

3 

人工智慧研究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數位鑑識研究 Studies in Digital 
Forensic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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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網路研究 Studies in Computer 
Network 

3 隱私保護研究 Studies in Privacy 
Protection 

3 

軟體流程改善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3 資訊系統創新設計研
究 

Studies in 
Innovation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stem 

3 

服務導向軟體架構 Studies in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3 研究設計與寫作 Studies in Research 
Design and Writing 

3 

並行處理研究 Studies in Parallel 
Processing 

3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3 

雲端計算 Studies in Cloud 
Computing 

3 數位學習系統設計研
究 

Studies in 
e-Learning System 
Design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行動安全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Security 

3 

專家系統研究 Studies in Expert System 3 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
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Studies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Design 

3 

影音多媒體系統設計
研究 

Studies in Video & Audio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3 軟體工程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3 

網路品質與大數據分
析研 究 

Studies in Network 
Quality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
研究 

Analysis and Design 
of 
Objected-Oriented 
System 

3 

網宇實體系統研究 Research of Cyber 
Physical System 

3    

資訊與通訊科技應用
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3    

無線網路研究 Studies in Wireless 
Networks 

3    

行動通訊網路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3    

物聯網研究 Studi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3    

資料庫系統研究 Studies in Database 
System 

3    

不分學年選修共 同課程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人工智慧研究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Studies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Design 

3 

多媒體網路應用研究 Studies in Multimedia 
Network Application 

3 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
研究 

Analysis and Design 
of Object-Oriented 
System 

3 

無線網路研究 Studies in Wireless 
Networks 

3 研究設計與寫作 Studies in Research 
Design and Writing 

3 

軟體工程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3 專案管理研究 Studi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
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高科技管理實務 Practice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3 

輔助科技研究 Research of Assistive 
Technology 

3 自動化軟體測試方法
研究 

Study on the Methods 
of Automated 
Software Tes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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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畢業學分至少需修習 34 學分(不含論文)。 

科技應用組:必修 4 學分(專題討論、科技應用專題)(外加論文六學分)，選修 30 學分，畢業學分數 40 學

分(加論文 6 學分); 修習 7 門科技應用類課程(一門 3 學分)，共計 21 學分 

管理決策組:必修 4 學分(專題討論、管理決策專題)(外加論文六學分)，選修 30 學分，畢業學分數:40 學

分(加論文 6 學分);修習 7 門管理決策類課程(一門 3 學分)，共計 21 學分 

教育組:適用 103 學年度入學 

2. 專題討論(一)(二)不須依序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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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1539冊，外文圖書:2474冊；2.中文期刊:22種，外文

期刊:210種（全校部份），110學年度擬增購中文類圖書約 500冊；期刊 25種。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實驗室名稱 負責教師 主要配置設備 

人工智慧實驗室(301

室) 
林哲正 

PC、伺服器、類神經網路發展軟體、資料採礦專家系統、資料

分析系統、決策分析系統、專家系統建構器’  

再造工程實驗室(302

室) 
葉道明 

PC、伺服器、IBM DB2資料庫系統、變更管理工具 ClearCase 

軟體度量與測試實驗

室(303 室) 
陳立偉 

PC、伺服器、功能測試工具 Robot、瑕疵追蹤工具 ClearQuest、

SPSS、網路流量監測軟體、網路管理軟體 

無線網路與分散系統

實驗室(304室) 
郭家旭 

PC、伺服器、Matlab、IBM Web Sphere、RFID設備、有線/無

線網路設備 

體開發與流程管理實

驗室(307室) 
李文廷 

PC、伺服器、需求管理工具 RequisitePro、系統分析及設計工

具、Software Architect、 

行動多媒體實驗室

(317 室) 
余遠澤 

PC、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手持行動裝置、DM6446雙核心嵌入

式開發平台、NAS、嵌入式行動車載實驗套件、嵌入式行動車載

無線通訊模組、車用行動嵌入式系統開發除錯模擬器 

健康資訊工程實驗室

(312 室) 
鄭伯壎 

PC、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FPGA開發

模擬板、需求分析工具、軟體設計工具、系統開發工具、驅動

程式開發工具、生理訊號量測設備、SPSS 統計軟體、RFID設備 

資訊安全實驗室(高

斯 712 室) 
楊中皇 

PC、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行動科技實驗室(高

斯 713 室) 何淑君 
PC、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SPSS統計

軟體 

專案管理實驗室(高

斯 714 室) 
張瑞觀 PC、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數位學習系統實驗室

(高斯 715室) 
孫培真 PC、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玖、本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名稱 數量 

實驗室 11間 

專業電腦教室 2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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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室 1間 

研討室 3間 

普通教室 1間 

 

二、本系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本系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924平方公尺，單位學生面積 11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175平方公

尺。目前空間規劃適切。尚未需要額外之教室、教師辦公室、與實驗室空間。本班為了減少在職

學生下班後交通往返時間，上課地點將利用本校和平校區愛閱館(原電算大樓)之電腦教室。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無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本系前身為軟體工程系，於民國 96年成立，後於民國 105年與資訊教育研究所合併為軟體工

程與管理系。資訊教育研究所之前即以培訓優秀資訊教育人才為主，現因政府積極推展新課綱科技

領域包含資訊科技科目，各界亟需資訊教育專業人才，為全面普及資訊教學，增進資訊教育科技，

並朝著普及全民資訊素養的目標前進，因此本系擬積極爭取成立資訊科技在職專班，延續資訊教育

研究所之經驗，培養資訊科技領域之師資以及相關之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讓學生有更多的就業機

會、更好的出路。 

 

拾壹、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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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系統表 
案經 108 年 4月 2 日軟體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案經 108 年 4 月 2 日軟體工程與管理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次系務會議通過 

 

本表適用於 110學年度入學新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必 修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專題討論(上下學期各 1 學分)

分) 

 2 論文 Thesis (6) 

   管理決策專題(管理決策組，

上下學期各 1 學分) 

 2 

   科技應用專題(科技應用組，

上下學期各 1 學分) 
 2 

不分學年選修課 程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人工智慧研究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計算機網路研究 Studies in Computer 
Network 

3 

學習理論研究 Studies in Learning Theories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3 

軟體工程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3 資訊管理實務研討 Seminar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sues 

3 

多媒體網路應用研究 Studies in Multimedia Network 
Application 

3 影音多媒體系統設計研究 Studies in Video & 
Audio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3 

資料庫系統研究 Studies in Database System 3 系統動態研究 Studies in System 
Dynamics 

3 

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研究 Analysis and Design of 
Objected-Oriented Systems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類神經網路研究 Neural Networking 3 網際網路應用研究 Studies in Internet 
Application 

3 

作業系統研究 Studies in Operating 
Systems 

3 資訊與通訊科技應用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3 

資料分析方法研究 Studies in Data Analysis 
Methods 

3 專案管理研究 Studi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3 

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 Studies in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3 資訊科技服務管理研究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 

3 

資訊倫理與法律 Information Ethics and 
Law 

3 行動安全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Security 

3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Studies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Design 

3 無線網路研究 Studies in Wireless 
Networks 

3 

軟體流程改善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3 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析研 
究 

Studies in Data Mining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行動通訊網路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3 數位鑑識研究 Studies in Digital 
Forensics 

3 

物聯網研究 Studi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3 隱私保護研究 Studies in Privacy 
Protection 

3 

網路品質與大數據分析研 
究 

Studies in Network Quality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資訊系統創新設計研究 Studies in Innovation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stem 

3 

資訊管理研究 Studies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研究設計與寫作 Studies in Research Design and 
Writing 

 數位學習系統設計研究 Studies in e-Learning 
System Design 

3 

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科技管理研究 Studies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3 

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電子商務研究 Studies in Electronic 
Commer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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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 3 服務導向軟體架構 Studies in Service-
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3 

多變量統計方法研究 Studies in Multivariable 
Statistics Methods 

3 實驗設計 Experiment Design 3 

演算法研究 Studies in Algorithm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並行處理研究 Studies in Parallel 
Processing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雲端計算 Studies in Cloud Computing 3 資訊安全管理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3 

專家系統研究 Studies in Expert System 3 密碼學研究 Studies in Cryptology 3 

程式語言研究 Studies in Programming 
Language 

3    

科技應用組核心課程 管理決策組核心課程 

服務導向軟體架構 Studies in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3 專案管理研究 Studi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3 

實驗設計 Experiment Design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資訊管理研究 Studies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資料分析方法研究 Studies in Data 
Analysis Methods 

3 

資訊安全管理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3 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析研 
究 

Studies in Data Mining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密碼學研究 Studies in Cryptology 3 資訊科技服務管理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 

3 

人工智慧研究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數位鑑識研究 Studies in Digital 
Forensics 

3 

計算機網路研究 Studies in Computer Network 3 隱私保護研究 Studies in Privacy 
Protection 

3 

軟體流程改善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3 資訊系統創新設計研究 Studies in Innovation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stem 

3 

服務導向軟體架構 Studies in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3 研究設計與寫作 Studies in Research 
Design and Writing 

3 

並行處理研究 Studies in Parallel 
Processing 

3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3 

雲端計算 Studies in Cloud Computing 3 數位學習系統設計研究 Studies in e-Learning 
System Design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行動安全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Security 

3 

專家系統研究 Studies in Expert System 3 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Studies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Design 

3 

影音多媒體系統設計研究 Studies in Video & Audio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3 軟體工程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3 

網路品質與大數據分析研 
究 

Studies in Network Quality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研究 Analysis and Design of 
Objected-Oriented 
System 

3 

網宇實體系統研究 Research of Cyber Physical 
System 

3    

資訊與通訊科技應用研究 Studi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3    

無線網路研究 Studies in Wireless Networks 3    

行動通訊網路研究 Studies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3    

物聯網研究 Studi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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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系統研究 Studies in Database System 3    

不分學年選修共 同課程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人工智慧研究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人機互動設計研究 Studies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Design 

3 

多媒體網路應用研究 Studies in Multimedia Network 
Application 

3 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研究 Analysis and Design of 
Object-Oriented System 

3 

無線網路研究 Studies in Wireless Networks 3 研究設計與寫作 Studies in Research 
Design and Writing 

3 

軟體工程研究 Studi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3 專案管理研究 Studi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3 

軟性計算 Studies in Soft Computing 3 網路安全與網際網路應用 Network Security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3 

永續軟體研究 Studies in Sustainable 
Software 

3 高科技管理實務 Practice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3 

輔助科技研究 Research of Assistive 
Technology 

3 自動化軟體測試方法研究 Study on the Methods 
of Automated Software 
Testing 

3 

1. 畢業學分至少需修習 34 學分(不含論文)。 

科技應用組:必修 4 學分(專題討論、科技應用專題)(外加論文六學分)，選修 30 學分，畢業學分數 40 學分(加論文 6 學

分); 修習 7 門科技應用類課程(一門 3 學分)，共計 21 學分 

管理決策組:必修 4 學分(專題討論、管理決策專題)(外加論文六學分)，選修 30 學分，畢業學分數:40 學分(加論文 6 學

分);修習 7 門管理決策類課程(一門 3 學分)，共計 21 學分 

教育組:適用 103 學年度入學 

2. 專題討論(一)(二)不須依序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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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五、本校物理學系申請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

停招案，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物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 105 學年度

成立後，迄今均因報名人數不足而無

法開班，故而申請停招。 

2. 物理學系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停

招規劃書如附件。 

3. 本案業經物理學系 108 年 4 月 24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

（書面審議）及 108 年 4 月 30 日 107

學年度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4. 本案經第 3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

論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依

教育部來文提報。 

 

 

 

  

[ 107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提案及附件]

35



 

 

110 學年度系所停招規劃書 
 

欲調整之系所、學院或

學程名程 
中文名稱 物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英文名稱 Department of Physics for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調整後之系所、學院或

學程名程 
中文名稱 無 
英文名稱 無 

所屬學院名稱 進修學院 

教育部核准招生學年度 105 

規劃理由(請簡單扼要說

明) 
 
 
 
 
 
 
 
 
 
 
 
 

一、 申請理由(含停招系所近 3 年招生情形)。 
物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 105 學年度成立後，迄今均因報

名人數不足而無法開班，故而申請停招。 
二、 未畢業學生受教權益的維護(須於規劃階段辦理說明會)。 

因從未開成班，故無未畢業學生受教權益的問題。 
三、 教師流向規劃輔導(須於規劃階段辦理說明會)。 

因從未開成班，故無教師流向的問題。 
四、 校內決定停招程序以及是否通過校務會議審議。 

經停招系所（物理學系）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  請附校內增設調整系所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規劃階段師生

溝通紀錄。 
 

備註 一、 本案經物理學系 108 年 4 月 24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書面審議)決議：「物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

招。 
二、 本案經理學院 108 年 4 月 30 日 107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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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六、本校國文學系 110 學

年度停招「中國文學

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暑期班）」，請討

論。 

研究發

展處 

1. 目前開設供中、小學教師進修碩士在

職專班共有三班，分別為國文教學碩

士在職專班﹝夜間班﹞（本班預計於

109 學年度停招，目前教育部審查

中）、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暑期

班﹞、中國文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暑期班﹞（本班制高中教師報考

者，額外加 20 分）。 

2. 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自

104 學年度招生後直至本學年度均因

報考人數不足，未能成班。 

3. 有鑑於目前中、小學在職教師進修需

求逐年下降，教學碩士班學生來源日

漸減少，且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

期班﹞多年均未成班，目前在學學生

均已修畢畢業學分，僅剩論文口試。

本案經由國文學系 107 年 12 月 21 日

系務會議、108 年 5 月 1 日文學院院

務會議討論通過。 

4. 國文學系 110 學年度「中國文學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暑期班）」規劃書如

附件。 

5. 本案經第 3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

論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依

教育部來文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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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年度系所停招規劃書 
 

欲調整之系所、學院或

學程名程 

中文名稱 中國文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暑期班） 

英文名稱 Department of Chinese 

調整後之系所、學院或

學程名程 

中文名稱 無 

英文名稱 無 

所屬學院名稱 進修學院 

教育部核准招生學年度 97 學年 

規劃理由(請簡單扼要

說明) 

 

 

 

 

 

 

 

 

 

 

 

 

一、 申請理由(含停招系所近 3 年招生情形)。 

1. 本系目前開設供中、小學教師進修碩士在職專班共有三班，

分別為國文教學碩士班﹝夜間班﹞（本班預計於 109 學年度

停招，目前教育部審查中）、國文教學碩士班﹝暑期班﹞、

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本班制高中教師報考者，

額外加 20 分）。 

2. 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自 104 學年度招生後直至本

學年度均因報考人數不足，未能成班。 

3. 有鑑於目前中、小學在職教師進修需求逐年下降，教學碩士

班學生來源日漸減少，且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多

年均未成班，目前在學學生均已修畢畢業學分，僅剩論文口

試。本案經由本系 107.12.21 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停招。 

二、 未畢業學生受教權益的維護(須於規劃階段辦理說明會)。 

本系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自 104 年開課後已多年未

成班，目前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僅剩四年級及其以

上之同學，經進修學院查核均已修畢畢業學分，只待論文完成

後即可提出論文口試。因此本案對學生並無權益上之影響，若

有意進修的中、小學教師仍可報考暑期的國文教學碩士班。 

三、 教師流向規劃輔導(須於規劃階段辦理說明會)。 

     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期班﹞開課期程為三年，授課教師均為

本系專任教師，自 104 年暑假開課後，課程已於 106 年度均已

開設完畢，自 107 年開始均無開設課程。本校在職班授課程鐘

點採外加方式，與日間基本鐘點分開計算，故本班級停開之

後，對於本系教師權益並無影響，也無教師流向規劃之問題。 

四、 校內決定停招程序以及是否通過校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7.12.21 日國文系系務會議、108.05.01 文學院院務會

議審議通過。 

備註 1.本案經由 107 年 12 年 21 日，107 學年第一學期國文系系務會議討

論通過停招。 

2.本案經文學院 108 年 5 月 1 日，107 學年第二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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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七、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

置要點」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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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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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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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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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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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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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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14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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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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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校務會議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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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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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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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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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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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本中心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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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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八、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

織規程修正第十七條

之一、第二十五條補

追認暨修正第四、六

條，請討論。 

人事室 1. 1080201 條文追認 

1.修正第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五條校

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並經教育部 108

年 1 月 22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03146 號函同意核定。 

2.原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文：

依本校「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進用專案

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專案教學人員經

教育部電洽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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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之。 

3.第十七條之一：職員不得擔任一級

主管，修正為組長可由職員擔任之。 

4.本案經 107 學度第 2次校務會議追

認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2. 108 年 8 月 1 日修正第四、六條文 

1.修正第四條 

(1)依據教育部 107 年 10 月 12 日臺

教高(四)字第 1070157763 號同意 108

學年度設立「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

專班」，自 1080801 生效。 

(2)刪除理學院化學系教學碩士班、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

教學碩士班已無招生員額且並無在籍

學生。 

2.第六條增列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函請教育部核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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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80201)補追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之一本大學各處、進修學

院、室、中心之組長、主

任除人事室、主計室外，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研究人員或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兼任；組

長可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

心之組長、主任，除由職員專任者外，

均採任期制，每三年一任，並得連任

之。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其它行政、研究推

廣等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承

校長之命主持有關事宜，

得分組辦事，各組置組長

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學、研究人員或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

組員、技士、技佐、助理

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研究助理及專業輔導

人員若干人。 

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

心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

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七條之一本大學各處、進修學

院、室、中心之組長、

主任除人事室、主計室

外，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

院、室、中心之組長、

主任，除由職員專任者

外，均採任期制，每三

年一任，並得連任之。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其它行政、研究

推廣等中心各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

有關事宜，得分組辦

事，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

組員、技士、技佐、助

理員、辦事員、書記及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

專業輔導人員若干人。 

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

中心主任由教師兼任

者，任期三年，並得連

任之。 

 

第十七條之一 

增列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

院、室、中心之組

長、主任除人事

室、主計室外，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

以上教學、研究人

員或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兼任；組

長可由職員擔任

之。 

第二十五條 

增列校務基金教學人

員 

    本大學其它行

政、研究推廣等中

心各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學或

研究人員兼任

之，承校長之命主

持有關事宜，得分

組辦事，各組置組

長一人，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研究人員或

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並置

組員、技士、技

佐、助理員、辦事

員、書記及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研究助

理及專業輔導人

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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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8080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1.碩士班

（1）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碩士

班(學籍分組為「聽力學組」

及「語言治療組」)；（2）

特殊教育碩士班；（3）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2.特

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含碩士班、諮商心理博士

班；碩士班分為諮商心理組

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力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

專班。 

 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教學碩士

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碩士班；分歷史組、文化

組、語言組、碩士在職專班） 

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1.碩士班

（1）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碩

士班(學籍分組為「聽力學

組」及「語言治療組」)；

（2）特殊教育碩士班；（3）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2.特

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含碩士班、諮商心理博士

班；碩士班分為諮商心理組

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力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

專班。 

 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教學碩士

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碩士班；分歷史組、文化

組、語言組、碩士在職專班） 

增列 

第四條 

二、文學院 

（九）語言與文化學

士原住民

專班 

三、理學院 

教學碩士班已無招生

亦無學生

學籍 

（二）化學系（含碩

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

班）刪除教

學碩士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

境教育研

究所（含碩

士班及科

學教育博

士班）刪除

科學教學

碩士班 

 

第六條增列 

十三、環境教育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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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8080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六）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九）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

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

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

所（含碩士班及科學教育

博士班） 

四、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含碩、

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學士班(學

籍分組為「能源與冷凍空

調組」及「科技教育與訓

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

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產業資訊與創

新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分「工程組」、「管

理組」及「教育組」） 

（六）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

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班、

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

所（含碩士班、科學教

育教學碩士班及科 

學教育博士班） 

四、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含

碩、博士班、教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學

士班(學籍分組為「能源

與冷凍空調組」及「科技

教育與訓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

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

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產業資訊與創

新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分「工程組」、「管

理組」及「教育組」） 

（六）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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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8080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六）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

訂。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研究中心

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

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六、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

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

廣中心及單位。各中心設

置辦法另定之。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學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六）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

訂。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研究中心

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六、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

心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另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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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追認 1080201生效 

 
第十七條之一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心之組長、主任除人事室、主計室

外，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研究人員或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兼任；組長可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心之組長、主任，除由職員專任者

外，均採任期制，每三年一任，並得連任之。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有關事宜，得

分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研

究人員或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或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組

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專業輔導人員若干人。 

            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心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

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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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80801生效 

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1.碩士班（1）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碩士班(學籍分組

為「聽力學組」及「語言治療組」)；（2）特殊教育碩士班；（3）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2.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含碩士班、諮商心理博士班；碩士班分

為諮商心理組及復健諮商組）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力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教學碩士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班；分歷史組、文化組、語言組、

碩士在職專班）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九）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及科學教育博士班） 

四、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學籍分組為「能源與冷凍空調組」及「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產業資訊與創新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分「工程組」、「管理組」及「教育組」） 

（六）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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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六）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研究中心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六、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心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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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草案) 

追認修正第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五條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1080201 生效 

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六條條文 1080801生效 

教育部 97年 9月 1 日台高(二)字第 0970169386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條文 

教育部 97年 9月 19日台高(二)字第 0970182995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條文 

教育部 98年 7月 21日台高(二)字第 0980123396號函核定修正第五、六條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9 月 6日臺高字第 1000157738號函核定修正第四、二十四、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9 月 13日臺高字第 1000164944 號函核定修正第二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9 月 13日臺高字第 1000164977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10月 11 日臺高字第 1000183021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0年 12月 16 日臺高字第 1000229802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條條文 

教育部 101年 1 月 30日臺高字第 1010014905 號函核定修正第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101年 3 月 26日臺高字第 1010053570 號函核定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1年 8 月 10日臺高字第 1010149457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七、十七之一、二十五條條文 

教育部 102年 10月 7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38024 號函核定修正第五、十九、二十四、三十條

條文 

教育部 102年 11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1846 號函核定修正第二十九條條文 

教育部 102年 12月 23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89532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3年 9 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40895 號函核定修正第四、六條條文 
教育部 104年 1 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09603號函核定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教育部 104年 6 月 2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78194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5年 6 月 14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69950號函核定修正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

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二、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二十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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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6年 2月 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12425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至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6年 7 月 2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04621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十四條、第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教育部 106年 8 月 18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18396號函核定修正第第六條、第三十條條文 

教育部 107年 3 月 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22567號函核定修正第第五條、第七條之一條文 

教育部 107年 7 月 12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103847號函核定修正第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7年 12月 1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201949號函核定修正第第二十條條文 

教育部 108年 1 月 1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02121號函核定修正第第四條條文 

教育部 108年 1 月 22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03146號函核定修正第第五條、第六條、 

第十七條之一條文、第二十五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及師資培育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 三 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養人才及健全師資，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

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含1.碩士班（1）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碩士班(學 

籍分組為「聽力學組」及「語言治療組」)；（2）特殊教育碩士班；（3）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2.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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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力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二、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教學碩士班） 

          （二）英語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地理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班；分歷史組、文化組、語言組、 

                                碩士在職專班） 

（五）經學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九）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系（分數學組、應用數學組；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科學教育博士班） 

四、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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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學籍分組為「能源與冷凍空調組」及「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二）工業設計學系（含碩士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產業資訊與創新應用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班分「工程組」、「管理組」及「教育組」） 

（六）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六）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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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後實施。 

第 五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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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分設和平教務、燕巢教務、綜合業務、教務創新、招生企劃等組。

二、學生事務處：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等組。 
三、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環安等組。 
四、進修學院：分設教務、企劃推廣、綜合服務、學習諮詢等四組及教師生涯專

業發展研究中心。 
五、圖書資訊處：分資源發展、知識服務、創新學習、資訊系統、網路及資訊安

全等組。 
六、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分設課程組、檢定與實習組、地方教育輔導組、就

業輔導組及校友服務組。 
七、研究發展處：分設企劃、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等組。 
八、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學生事務及國際開發等組。 
九、體育室：分設體育教學、體育活動等組。 
十、軍訓室。 

十一、秘書室。 
十二、人事室。 
十三、主計室：分設歲計、會計等組。 

 第 五 條之一刪除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研究中心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六、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心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 七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其產生及任期方式如下列： 

一、產生：由本大學組成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報請教育部

聘任之。 

二、任期：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任期配合學年（期）制，自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為原則。現任校長如獲同意連任，校長任期配合學年(期)制則予

延緩自辦理重新遴選下任新校長起實施。 

三、去職：本大學校長去職方式如左： 

（一）任期屆滿，不再連任。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離職。 

校長遴選委員會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之，由學校代

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組成之，其中學校代表應包含

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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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校長因故出缺之代理順位依序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代

理職務至新任校長選出就職為止，並應報教育部同意。 

第七條之一校長於任期屆滿擬續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一年前決定是否續任並報請教育部進行

評鑑，提請校務會議參酌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書，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

意權，並獲校務會議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為通過，報請教育部續聘

之。如未獲校務會議同意，應即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重新辦理校長遴選事

宜。  

第 八 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行政及推動學術研究工作，由校

長遴選教授聘兼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第 九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另置副教務長一人，襄助教務長處理教務工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

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若干人。 

            教務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 十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輔導員、專員、組員、技士、

助理員、辦事員、管理員、書記若干人。 

            有關學生生活事務得聘請教師或軍訓教官兼辦輔導之。並另置醫師、護理師、

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療機構醫師兼任。 

            學生事務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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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置副總務長一人，襄助總務長處理總務工作，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技正、編

審、專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總務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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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其職掌與運作不適用本規程第四條及其他與教學研究相

關學院之規定。 

進修學院置秘書，各組並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編審、專員、組員、

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進修學院院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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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

記若干人。必要時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若干人。 

圖書資訊處處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四條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師資培育、教師資格檢

定、學生及就業輔導、地方教育輔導及校友服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助理員、辦事員若干人。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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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或研究員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理

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若干人。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處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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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二國際事務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全校性國際事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及助理員若干

人。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國際事務處處長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第十五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負責體育行政及體育活動，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體育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助理員、辦事員及書記若干

人。 

   體育室主任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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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由校長自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並置軍訓教

官、護理教師若干人。得分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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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專門委員、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

若干人。 

            主任秘書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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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研究人員或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兼任；組長可由職

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心之組長、主任，除由職員專任者外，均採任

期制，每三年一任，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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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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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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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編審、專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各學位學程得置學位學程主任一人，由校長聘兼之，輔佐該學位學程所屬學院

院長推動學位學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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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並得置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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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組員、助理員、辦事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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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組員、助理員、辦事員若干人。 

第二十四條    院長由各該單位依其遴薦要點遴薦教授二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

三年，得連任一次。其遴薦要點另訂，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系主任、所長由各該單位依其遴薦要點遴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二至三人，報
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其遴薦要點另訂，經行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如院長、系主任、所長遴薦人選僅一人時，應經各該院、系、所相關會議同
意後，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院長、系主任及所長連任應經其院、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或依該學術單位主管遴薦要點應行之程序報請校長續聘
之；若未獲同意連任，則依各該學院、系主任、所長遴薦要點規定重新遴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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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教學單位主管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其院、

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全院、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
案，經院、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
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學術單位主管職務。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學、研究人員或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有關事宜，得

分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專業輔導人員若干人。 

            其它行政、研究推廣等中心主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年，並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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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聘請之，其資格應報經教育部審

定。必要時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本大學得設置講座，由校長聘請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延聘

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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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之資格等，悉依有關法律規定辦理。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依大學法第十九

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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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本大學教師或附屬高級中學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中

遴選合格教師，送請校長聘兼(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委由主管機關

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公開甄選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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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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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十人，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秘書室主
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體育室主任、軍訓
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系（所）主管代表、教師代表、助
教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三人、工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各中心
主任及附中校長得列席參加。系（所）主管代表由其所屬各學院辦理推
選，其名額合計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教師代表

（不含學術主管）由各學院及中心級教學單位之教師選舉中分別產生
之，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其名額合計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
人數的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助教代表由全體助教互選產生之；職員代表由全
體職員及駐衛警察隊人員互選產生之；工友代表由全體工友互選產生
之；學生代表名額不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的十分之一，由學生會
代表、學生議會代表及各學院學生代表產生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有關重要行政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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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科）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進修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其它教學單位主管
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一切教務事宜，必要時得邀請
有關人員列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學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
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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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主計室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有關總

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
人，學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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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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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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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為各該研究所最高決策會議，以所長及各該所教師

組織之，所長為主席，討論本所教學及其他有關事項。會議時得邀請班
代表列席。 

十、學位學程會議：為各該學位學程最高決策會議，以學程主任及各該學程
教師組織之，學程主任為主席，討論學程教學及其他有關事項。 

校務會議為應需要，設議事規程規劃委員會，初審及排定校務會議議案、擬
訂會議規範、議事日程、議程等，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本大學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管理單

位。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兩年，

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至二十九人，以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進修學院院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含師資培育中心）等分別票選教授代表若

干人組成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本會委員

不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委員會委員，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獎懲、進修、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

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學術單位代表

列席說明，其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院長、系、所主管及所屬教師代表若干人組織之；系(所、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系(所、中心）主管及所屬教師代表若干人組織之；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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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獎懲、進修、延

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事項等之建議案，

其組織由各單位另訂之。 

              三、課程委員會：研議本校共同必修科目及審定各系、所專門必修科目、選

修科目及教育專業科目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各學院、系、所課程

評審委員會組織由各單位另訂之。  

    四、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由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行政人員代表、校外教育學者代表、教

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擔任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就申訴案件之性質並得臨時另增聘有關之專家

若干人。評議有關本校專任教師申訴之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

會議通過，本校軍訓教官申訴案件準用之。 

              五、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評會置委員十七人，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

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及學校教師代表、學生自治會代表等擔任之，其

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至少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以審議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

治組織對於學校有關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辦法或相關規定，向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其申訴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由職員及工友駐警代表、

相關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及學者專家等（其中校外具有法律專長者至少

一人）擔任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評議職

工申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七、環境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及建議本校環境保護及實驗（習）場所安

全、衛生等重要事務。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統整及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業務，置委員五至二十

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

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其設置要點另訂

定。 

              本大學於必要時得另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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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送考試院核備。 

            各單位辦事細則及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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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學校各項會議，其設置及輔導辦法

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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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九、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學生獎懲規

則」，請討論。 

學生事

務處 

1. 近年來學生在宿舍打麻將案例增多，

為了學生團體秩序及品德，擬增修相

關法條。 

2. 每年學生獎勵高達 2千多件為了簡化

流程以及懲處大多會涉及學生的個人

隱私及個資法的問題，也會讓學生產

生心理層面的問題。大多被記過的學

生，都會申請行善銷過，而且態度良

好，也保證下次不會再犯錯，如果事

先公佈懲處，學生心理可能會有陰影

存在，也不符合現行的做法，擬修改

相關法條。 

3. 本案經 108 年 5 月 20 日 107 學年度

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本案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

教育部備查，自 108 學年度開始實

施。 

4.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學生獎懲規則」修正條文草

案，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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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懲罰分申誡、小過、大

過、定期察看、定期停

學、退學、開除學籍七

種。 

（一）申誡：學生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申誡。 

1、公共場所服裝儀容不整潔

者。 

2、言語不誠實情節輕微者。 

3、不注意個人與公共衛生

者。 

4、為公服務不盡職責者。 

5、被同學推選為代表未盡職

責者。 

6、內務不整潔或擅貼不雅圖

片，經輔導不聽者第一次

申誡，第二次申誡兩次。 

7、違反校規情節輕微者。 

8、不遵守團體秩序情節輕微

者。 

9、禮節不週對他人施以無禮

之行為情節輕微者。 

10、各種集會時攜帶不相關

之物件（含書報雜誌）及

做不相關之事務者。 

11、擅走草皮（捷徑）或影

響高雄師大附中上課者。 

12、任意破壞他人內務者。 

13、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

歡迎方法，意圖性騷擾或

性霸凌，情節輕微者。 

14、校園內騎乘機車不戴安

全帽、超載、不遵守交通

規則，情節輕微者。 

15、經核准住學生宿舍，擅

自更改住宿寢室者。 

16、寒暑假未經申請核准，

擅自住學生宿舍者。 

17、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二）小過：學生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1、對師長不禮貌之行為，情

四、懲罰分申誡、小過、大

過、定期察看、定期停

學、退學、開除學籍七

種。 

（一）申誡：學生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申誡。 

1、公共場所服裝儀容不整潔

者。 

2、言語不誠實情節輕微者。

3、不注意個人與公共衛生

者。 

4、為公服務不盡職責者。 

5、被同學推選為代表未盡職

責者。 

6、內務不整潔或擅貼不雅圖

片，經輔導不聽者第一次

申誡，第二次申誡兩次。

7、違反校規情節輕微者。 

8、不遵守團體秩序情節輕微

者。 

9、禮節不週對他人施以無禮

之行為情節輕微者。 

10、各種集會時攜帶不相關

之物件（含書報雜誌）及

做不相關之事務者。 

11、擅走草皮（捷徑）或影

響高雄師大附中上課者。

12、任意破壞他人內務者。 

13、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

歡迎方法，意圖性騷擾或

性霸凌，情節輕微者。 

14、校園內騎乘機車不戴安

全帽、超載、不遵守交通

規則，情節輕微者。 

15、經核准住學生宿舍，擅

自更改住宿寢室者。 

16、寒暑假未經申請核准，

擅自住學生宿舍者。 

17、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二）小過：學生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1、對師長不禮貌之行為，情

一、近年來學生在宿

舍打麻將案例增多，

為了學生團體秩序及

品德，擬增修相關明

確的法條，以利警愓

學生應守秩序。 

二、學生宿舍生活公

約第 14 條規定宿舍

不能打麻將之行為。 

三、配合學生宿舍生

活公約第二點：宿舍

實施人員進出管制，

宿舍大門每日上午五

時三十分至隔日凌晨

一時以磁卡管制進

出，磁卡管制時間外

由舍務員於核對住宿

身份後管制進出。 

四、宿委會通過於

106 年 10 月宿舍解

除夜間管制時間，改

以讓同學以刷卡方式

自由進出宿舍。 

3.107 年 11 月 7 日全

案簽請校長核定於

107 年 11 月 15 日奉

核後公告實施。 

五、基於以上原因修

正本規則第四條

第二項第四款及

刪除第四條第二

項第九款，且以

下各款序號依序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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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節較輕者。 

2、發生鬥毆或毆打、凌辱、

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輕

者。 

3、不愛惜公物破壞公物者。 

4、擾亂生活規範者。（包含

在寢室彈樂器、打球、溜

冰、打麻將等行為，聲音

喧嘩足以影響他人事實

者）。 

5、妨害學校環境清潔或公共

衛生者。 

6、對學校或家長有不誠實之

言行者。 

7、曾受申誡而不知悔改者。 

8、被同學推選為代表，處理

事務違犯嚴重錯誤者。 

9、在寢室內、外擅養動物經

輔導未改善者。 

10、擔任宿委會所安排之宿

舍值勤，未到及擅離崗位

者。 

11、寢室私接電線或使用違

禁物品，如電爐、電鍋、

電視、電熱器等， 足以

造成危險者，經查獲屢勸

不改者。 

12、未經許可，進入或帶異

性人員進入宿舍者，第一

次記小過，第二次記大過

一次處分。 

13、未經申請學校宿舍住

宿，擅自搬進宿舍住宿

者。 

14、未經室友同意，擅自取

用他人物品者。 

15、謊報住宿校外地址（含

家中住址及電話）。 

16、宿舍內留宿非本校人員

者。  

17、擅自邀會（互助會）經

查屬實者。 

18、有財務糾紛，經告發

者。 

19、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

節較輕者。 

2、發生鬥毆或毆打、凌辱、

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輕

者。 

3、不愛惜公物破壞公物者。

4、擾亂團體秩序者。（包含

在寢室喧嘩、彈樂器、打

球、溜冰、下棋、打橋牌

等 足 以 影 響 他 人 事 實

者）。 

5、妨害學校環境清潔或公共

衛生者。 

6、對學校或家長有不誠實之

言行者。 

7、曾受申誡而不知悔改者。

8、被同學推選為代表，處理

事務違犯嚴重錯誤者。 

9、住宿宿舍未經登記或報備

夜不歸宿者。 

10、在寢室內、外擅養動物

經輔導未改善者。 

11、擔任宿委會所安排之宿

舍值勤，未到及擅離崗位

者。 

12、寢室私接電線或使用違

禁物品，如電爐、電鍋、

電視、電熱器等， 足以

造成危險者，經查獲屢勸

不改者。 

13、未經許可，進入或帶異

性人員進入宿舍者，第一

次記小過，第二次記大過

一次處分。 

14、未經申請學校宿舍住

宿，擅自搬進宿舍住宿

者。 

15、未經室友同意，擅自取

用他人物品者。 

16、謊報住宿校外地址（含

家中住址及電話）。 

17、宿舍內留宿非本校人員

者。  

18、擅自邀會（互助會）經

查屬實者。 

19、有財務糾紛，經告發

[ 107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提案及附件]

61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範，有下列情形經查獲

者： 

（1）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

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

式。 

（2）擅自截取網路傳輸訊

息。 

（3）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

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

授權使用網路資源無故洩

漏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4）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

用。 

（5）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

號，但經明確授權得匿名

使用者不在此限。 

（6）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

檔案。 

（7）以任何方式濫用網路資

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量

傳送廣告信、連鎖信或無

用之訊息；或以灌爆信

箱、掠奪資源等方式，影

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20、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

情節輕微者。 

21、攀爬宿舍門窗進出寢

室，規避舍務員登記處理

者。 

22、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

歡迎方法，意圖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 情節

嚴重者。 

23、以不正當手段或方式，

引起同學間糾紛者。 

24、校園內騎乘機車未戴安

全帽、超載累犯、不遵守

交通規則，情節較重者。 

25、造謠中傷，有明確事證

足以證明妨害他人名譽

者。 

26、於校區各室內、外場所

吸（抽）菸，經查獲屬實

者。 

27、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者。 

20、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有下列情形經查獲

者： 

（1）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

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

式。 

（2）擅自截取網路傳輸訊

息。 

（3）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

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

授權使用網路資源無故洩

漏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4）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

用。 

（5）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

號，但經明確授權得匿名

使用者不在此限。 

（6）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

檔案。 

（7）以任何方式濫用網路資

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量

傳送廣告信、連鎖信或無

用之訊息；或以灌爆信

箱、掠奪資源等方式，影

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21、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

情節輕微者。 

22、攀爬宿舍門窗進出寢

室，規避舍務員登記處理

者。 

23、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

歡迎方法，意圖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 情節

嚴重者。 

24、以不正當手段或方式，

引起同學間糾紛者。 

25、校園內騎乘機車未戴安

全帽、超載累犯、不遵守

交通規則，情節較重者。

26、造謠中傷，有明確事證

足以證明妨害他人名譽

者。 

27、於校區各室內、外場所

吸（抽）菸，經查獲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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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 

（三）大過：學生違犯下列

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

過。 

1、經記小過處分,仍不知悔

改再犯者。 

2、發生鬥毆或毆打、凌辱、

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重

者。 

3、蓄意破壞學校公物或公共

秩序、衛生、安全、安寧

者。 

4、代表學校參加校外活動，

不遵守團體規約者。 

5、考試舞弊者（第一次記大

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二

次）。 

6、有賭博行為者（第一次記

大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

二次）。 

7、於宿舍內與異性同宿經查

覺者。 

8、酗酒肇事者。 

9、寫恐嚇信，經查覺者。 

10、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有下列情形經查獲

者： 

  

（1）以電子郵件、線上談

話、電子佈告欄（BBS）

或類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

欺、誹謗、侮辱、猥褻、

騷擾、非法軟體交易或其

他違法之訊息。 

（2）利用學校之網路資源從

事非法行為。 

11、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

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12、宿舍寢室內留宿異性

者，記大過並強制退宿。 

13、不法持有毒品、安非他

命或其它麻醉藥品。 

14、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

者。 

15、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

者。 

28、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三）大過：學生違犯下列

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

過。 

1、經記小過處分,仍不知悔

改再犯者。 

2、發生鬥毆或毆打、凌辱、

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重

者。 

3、蓄意破壞學校公物或公共

秩序、衛生、安全、安寧

者。 

4、代表學校參加校外活動，

不遵守團體規約者。 

5、考試舞弊者（第一次記大

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二

次）。 

6、有賭博行為者（第一次記

大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

二次）。 

7、於宿舍內與異性同宿經查

覺者。 

8、酗酒肇事者。 

9、寫恐嚇信，經查覺者。 

10、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有下列情形經查獲

者： 

  

（1）以電子郵件、線上談

話、電子佈告欄（BBS）

或類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

欺、誹謗、侮辱、猥褻、

騷擾、非法軟體交易或其

他違法之訊息。 

（2）利用學校之網路資源從

事非法行為。 

11、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

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12、宿舍寢室內留宿異性

者，記大過並強制退宿。

13、不法持有毒品、安非他

命或其它麻醉藥品。 

14、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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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方法，意圖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 情節

重大者。 

16、違反學術倫理，情節嚴

重者。 

17、偽造、變造學校成績、

學籍、證明或各類公文書

者。 

18、撕毀、塗抹學校公告文

件者。 

19、不法侵入學校廳舍、他

人研究室、或寢室，情節

嚴重者。 

20、私自頂讓床位並獲取不

當利益、霸佔學校宿舍床

位、或排斥他人合法進住

者。 

21、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四）定期察看：學生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

察看。 

1、經記大過處分仍不知悔改

再犯者。 

2、記滿兩大過兩小過者。 

3、違反校規屢誡不改者。 

4、偶犯校規情節嚴重但深知

悔改者。 

5、其他經法定會議議決應予

定期察看之情事者。 

6、定期察看期間如改過遷

善，表現良好，且獲有記

小功以上之獎勵者， 得

終止該項處分。 

（五）定期停學：學生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

停學。 

1、符合本校學則應予定期停

學之規定者。 

2、其他應予定期停學者。 

（六）退學：學生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退學 

1、考試舞弊情節嚴重者。 

2、行為不檢而沾污校譽者。 

3、行為越軌有違團體規律

者。 

15、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

歡迎方法，意圖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 情節

重大者。 

16、違反學術倫理，情節嚴

重者。 

17、偽造、變造學校成績、

學籍、證明或各類公文書

者。 

18、撕毀、塗抹學校公告文

件者。 

19、不法侵入學校廳舍、他

人研究室、或寢室，情節

嚴重者。 

20、私自頂讓床位並獲取不

當利益、霸佔學校宿舍床

位、或排斥他人合法進住

者。 

21、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四）定期察看：學生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

察看。 

1、經記大過處分仍不知悔改

再犯者。 

2、記滿兩大過兩小過者。 

3、違反校規屢誡不改者。 

4、偶犯校規情節嚴重但深知

悔改者。 

5、其他經法定會議議決應予

定期察看之情事者。 

6、定期察看期間如改過遷

善，表現良好，且獲有記

小功以上之獎勵者， 得

終止該項處分。 

（五）定期停學：學生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

停學。 

1、符合本校學則應予定期停

學之規定者。 

2、其他應予定期停學者。 

（六）退學：學生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退學 

1、考試舞弊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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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符合本校學則應予退學規

定者。 

5、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6、有偷竊之行為者，情節嚴

重者。 

7、觸犯刑法，經法院判刑確

定者。 

8、參加不法組織，情節重大

者。 

9、聚眾要挾、結隊鬥毆、毆

打師長、及蓄意傷人等情

節嚴重者。  

10、經懲處累計，記滿大過

三次者。 

11、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

時以上者。 

12、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七）大過三次：學生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

過三次，並予立即退學。 

1、毀壞校譽撕破佈告公告

者。 

2、侮辱師長不聽指導者。 

3、有不名譽行為而損及校譽

者。 

4、未經請假逾期不到校註冊

者。 

5、定期察看後繼續犯過者。 

6、盜領他人存摺存款或盜刷

他人信用卡者。 

7、擅將公款據為己用或家人

及其他人員花用者。 

（八）開除學籍：學生有偽

造、假借、冒名或塗改所

繳入學證明文件者，應予

開除學籍。 

（九）學生涉及對他人性

霸凌、性騷擾或性侵害事

件，除依相關法律或法規

通報外，依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懲

處。 

2、行為不檢而沾污校譽者。

3、行為越軌有違團體規律

者。 

4、符合本校學則應予退學規

定者。 

5、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6、有偷竊之行為者，情節嚴

重者。 

7、觸犯刑法，經法院判刑確

定者。 

8、參加不法組織，情節重大

者。 

9、聚眾要挾、結隊鬥毆、毆

打師長、及蓄意傷人等情

節嚴重者。  

10、經懲處累計，記滿大過

三次者。 

11、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

時以上者。 

12、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

事者。 

（七）大過三次：學生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

過三次，並予立即退學。

1、毀壞校譽撕破佈告公告

者。 

2、侮辱師長不聽指導者。 

3、有不名譽行為而損及校譽

者。 

4、未經請假逾期不到校註冊

者。 

5、定期察看後繼續犯過者。

6、盜領他人存摺存款或盜刷

他人信用卡者。 

7、擅將公款據為己用或家人

及其他人員花用者。 

（八）開除學籍：學生有偽

造、假借、冒名或塗改所

繳入學證明文件者，應予

開除學籍。 

（九）學生涉及對他人性霸

凌、性騷擾或性侵害事

件，除依相關法律或法規

通報外，依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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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五、學生獎懲依照下列規定

辦理。 

（一）記嘉獎、小功、申

誡、小過由學務長或進修

學院院長核定，小過以上

者，只公布其犯過事實，

不公布其姓名。 

（二）記大功、大過由校長

核定。 

（三）特別獎勵，定期察

看，定期停學，退學，開

除學籍，由學生事務會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 

（四）學生事務會議審議有

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有

關院、所、系主管、導

師、系輔導教官（軍訓專

員）列席外，並得通知學

生代表及當事學生列席， 

給予說明機會。 

（五）學生記大過以上之獎

懲均應通知其家長（監護

人）、導師、系所主管及

系 輔 導 教 官 （ 軍 訓 專

員）。 

（六）學生在校期間受懲處

後，得以事後所記嘉獎、

記功獎勵相抵銷，但不得

取銷紀錄。惟退學、開除

學籍之重大懲處，不得因

前所記嘉獎、記功獎勵減

輕或抵銷。 

五、學生獎懲依照下列規定

辦理。 

（一）記嘉獎、小功、申

誡、小過由學務長或進修

學院院長核定公佈。 

（二）記大功、大過由校長

核定，由學校公告公佈

之。 

（三）特別獎勵，定期察

看，定期停學，退學，開

除學籍，由學生事務會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以

校函公告公佈之。 

（四）學生事務會議審議有

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有

關院、所、系主管、導

師、系輔導教官（軍訓專

員）列席外，並得通知學

生代表及當事學生列席，

給予說明機會。 

（五）學生記大功、記大過

以上之獎懲均應通知其家

長（監護人）、導師、系

所主管及系輔導教官（軍

訓專員）。 

（六）學生在校期間受懲處

後，得以事後所記嘉獎、

記功獎勵相抵銷，但不得

取銷紀錄。惟退學、開除

學籍之重大懲處，不得因

前所記嘉獎、記功獎勵減

輕或抵銷。 

一、每年學生獎勵高

達 2千多件為了簡化

流程以及懲處大多會

涉及學生的個人隱私

及個資法的問題，也

會讓學生產生心理層

面的問題。 

二、大多被記過的學

生，都會申請行善銷

過，而且態度良好，

也保證下次不會再犯

錯，如果事先公佈懲

處，學生心理可能會

有陰影存在，也不符

合現行的做法。 

三、基於以上理由修

正修正本規則第

五條第一、二、

三、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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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則（修正草案全文） 
92.04.18 91 學年度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4.15 98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18 98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2 99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1.07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11 99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15 99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6.17 99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8 100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15 100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9 103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1.09 103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5.28 103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2 103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1.08 104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17 104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5.20   107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立學生行為規範，期培養學生高尚之品德與良好之生活  
習慣，以樹立優良之學風，依大學法第 32 條規定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
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本校學生獎懲悉依本規則辦理之，並需先會所屬系所。 
     學生幹部或特殊優良表現學生，每學期末綜合敘獎之權責及獎勵等級區分如下： 

（一）班級幹部：由導師建請敘獎。班長最高記小功乙次，其餘班級幹部最高記嘉獎兩
次。 

（二）學生自治會幹部：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建請敘獎。學生會、學代會正副
會長，最高記大功乙次，其餘幹部最高記小功乙次。 

（三）學生社團幹部：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建請敘獎。社團負責人最高記小功
乙次，其餘社團幹部最高記嘉獎兩次。 

（四）系所學會幹部：由系所辦公室建請敘獎。總幹事最高記小功兩次，其餘學會幹部
最高記嘉獎兩次。 

（五）宿舍幹部：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建請敘獎。總宿舍長最高記小功兩次，副總
宿舍長、宿舍自治委員會幹部、各樓長最高記小功乙次，副宿舍長、寢室室長最
高記嘉獎兩次。 

（六）學生參加校內外單項活動表現優良學生：由主辦單位建請敘獎。敘獎等級依本規
則辦理。  

（七）特殊優良表現學生：由各處室、學院、系所、導師、教官建請敘獎，敘獎等級依
本規則辦理。 

  三、獎勵分嘉獎、小功、大功、特別獎勵四種。 
（一）嘉獎：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嘉獎。 
1、服務熱心、工作努力、有良好表現者。 
2、品行端正，勤學守份，足為他人模範者。 
3、服裝、儀容經常整潔，足資示範者。 
4、參加校內外各種競賽成績優良者。 
5、內務經常保持整潔者。 
6、拾物（金）不昧者。 
7、熱心公益，有具體事實者。 
8、代表學校參加校外非競賽活動，表現良好者。 
9、擔任校內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負責盡職，表現良好者。 
10、其他合於嘉獎事蹟者。 
（二）小功：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以記小功。 
1、熱心服務，工作努力，有優異成績表現者。 
2、不避艱難，見義勇為，救助傷患，維護公益者。 
3、參加校內外各種競賽，成績特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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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舉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5、敬老扶幼，有顯著事實表現者。 
6、防範特殊事件或危機處理適當，有具體成效者。 
7、擔任學生幹部，服務主動積極，有具體成效者。 
8、其他有合於記功事蹟者。 
（三）大功：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功。 
1、在校內外有裨益國家社會，或增進校譽之行為有具體事蹟者。 
2、排解糾紛，促進團結或維護公共安全有具體事蹟者。 
3、代表本校參加校外各項競賽及課外活動，獲得全國以上最優異成績者。 
4、愛護本校有事實表現，足以促進校務發展或增進校譽者。 
5、有特殊的義勇行為，義行獲得社會肯定與表彰者。 
6、揭發重大不法活動經查明屬實者。 
7、其他合於記大功事蹟者。 
（四）特別獎勵：學生學期操行成績優等，或累積記滿二大功以上而無記過記錄
者，予以特別獎勵。 

四、懲罰分申誡、小過、大過、定期察看、定期停學、退學、開除學籍七種。 
（一）申誡：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 
1、公共場所服裝儀容不整潔者。 
2、言語不誠實情節輕微者。 
  
3、不注意個人與公共衛生者。 
4、為公服務不盡職責者。 
5、被同學推選為代表未盡職責者。 
6、內務不整潔或擅貼不雅圖片，經輔導不聽者第一次申誡，第二次申誡兩次。 
7、違反校規情節輕微者。 
8、不遵守團體秩序情節輕微者。 
9、禮節不週對他人施以無禮之行為情節輕微者。 
10、各種集會時攜帶不相關之物件（含書報雜誌）及做不相關之事務者。 
11、擅走草皮（捷徑）或影響高雄師大附中上課者。 
12、任意破壞他人內務者。 
13、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歡迎方法，意圖性騷擾或性霸凌，情節輕微者。 
14、校園內騎乘機車不戴安全帽、超載、不遵守交通規則，情節輕微者。 
15、經核准住學生宿舍，擅自更改住宿寢室者。 
16、寒暑假未經申請核准，擅自住學生宿舍者。 
17、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二）小過：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1、對師長不禮貌之行為，情節較輕者。 
2、發生鬥毆或毆打、凌辱、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輕者。 
3、不愛惜公物破壞公物者。 
4、擾亂生活規範者。（包含在寢室彈樂器、打球、溜冰、打麻將等行為，聲音喧
嘩足以影響他人事實者）。 
5、妨害學校環境清潔或公共衛生者。 
6、對學校或家長有不誠實之言行者。 
7、曾受申誡而不知悔改者。 
8、被同學推選為代表，處理事務違犯嚴重錯誤者。 
9、在寢室內、外擅養動物經輔導未改善者。 
10、擔任宿委會所安排之宿舍值勤，未到及擅離崗位者。 
11、寢室私接電線或使用違禁物品，如電爐、電鍋、電視、電熱器等， 足以造成
危險者，經查獲屢勸不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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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未經許可，進入或帶異性人員進入宿舍者，第一次記小過，第二次記大過一
次處分。 
13、未經申請學校宿舍住宿，擅自搬進宿舍住宿者。 
14、未經室友同意，擅自取用他人物品者。 
15、謊報住宿校外地址（含家中住址及電話）。 
16、宿舍內留宿非本校人員者。  
17、擅自邀會（互助會）經查屬實者。 
18、有財務糾紛，經告發者。 
19、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範，有下列情形經查獲者： 
（1）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 
（2）擅自截取網路傳輸訊息。 
（3）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路資源無故洩漏
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4）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5）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但經明確授權得匿名使用者不在此限。 
（6）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7）以任何方式濫用網路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量傳送廣告信、連鎖信或無用
之訊息；或以灌爆信箱、掠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20、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情節輕微者。 
21、攀爬宿舍門窗進出寢室，規避舍務員登記處理者。 
22、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歡迎方法，意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情節嚴重
者。 
23、以不正當手段或方式，引起同學間糾紛者。 
24、校園內騎乘機車未戴安全帽、超載累犯、不遵守交通規則，情節較重者。 
25、造謠中傷，有明確事證足以證明妨害他人名譽者。 
26、於校區各室內、外場所吸（抽）菸，經查獲屬實者。 
27、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三）大過：學生違犯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1、經記小過處分,仍不知悔改再犯者。 
2、發生鬥毆或毆打、凌辱、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重者。 
3、蓄意破壞學校公物或公共秩序、衛生、安全、安寧者。 
4、代表學校參加校外活動，不遵守團體規約者。 
5、考試舞弊者（第一次記大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二次）。 
6、有賭博行為者（第一次記大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二次）。 
7、於宿舍內與異性同宿經查覺者。 
8、酗酒肇事者。 
9、寫恐嚇信，經查覺者。 
10、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範，有下列情形經查獲者： 
  
（1）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欄（BBS）或類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欺、
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易或其他違法之訊息。 
（2）利用學校之網路資源從事非法行為。 
11、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12、宿舍寢室內留宿異性者，記大過並強制退宿。 
13、不法持有毒品、安非他命或其它麻醉藥品。 
14、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者。 
15、以違反他人意願之不受歡迎方法，意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情節重大
者。 
16、違反學術倫理，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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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偽造、變造學校成績、學籍、證明或各類公文書者。 
18、撕毀、塗抹學校公告文件者。 
19、不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研究室、或寢室，情節嚴重者。 
20、私自頂讓床位並獲取不當利益、霸佔學校宿舍床位、或排斥他人合法進住者。 
21、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四）定期察看：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察看。 
1、經記大過處分仍不知悔改再犯者。 
2、記滿兩大過兩小過者。 
3、違反校規屢誡不改者。 
4、偶犯校規情節嚴重但深知悔改者。 
5、其他經法定會議議決應予定期察看之情事者。 
6、定期察看期間如改過遷善，表現良好，且獲有記小功以上之獎勵者， 得終止
該項處分。 
（五）定期停學：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停學。 
1、符合本校學則應予定期停學之規定者。 
2、其他應予定期停學者。 
（六）退學：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退學 
1、考試舞弊情節嚴重者。 
2、行為不檢而沾污校譽者。 
3、行為越軌有違團體規律者。 
4、符合本校學則應予退學規定者。 
5、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6、有偷竊之行為者，情節嚴重者。 
7、觸犯刑法，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8、參加不法組織，情節重大者。 
9、聚眾要挾、結隊鬥毆、毆打師長、及蓄意傷人等情節嚴重者。 
  
10、經懲處累計，記滿大過三次者。 
11、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以上者。 
12、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七）大過三次：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過三次，並予立即退學。 
1、毀壞校譽撕破佈告公告者。 
2、侮辱師長不聽指導者。 
3、有不名譽行為而損及校譽者。 
4、未經請假逾期不到校註冊者。 
5、定期察看後繼續犯過者。 
6、盜領他人存摺存款或盜刷他人信用卡者。 
7、擅將公款據為己用或家人及其他人員花用者。 
（八）開除學籍：學生有偽造、假借、冒名或塗改所繳入學證明文件者，應予開
除學籍。 
（九）學生涉及對他人性霸凌、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除依相關法律或法規通報
外，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懲處。 

 五、學生獎懲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一）記嘉獎、小功、申誡、小過由學務長或進修學院院長核定，小過以上者，
只公布其犯過事實，不公布其姓名。 
（二）記大功、大過由校長核定。 
（三）特別獎勵，定期察看，定期停學，退學，開除學籍，由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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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事務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有關院、所、系主管、導師、
系輔導教官（軍訓專員）列席外，並得通知學生代表及當事學生列席， 給予說明
機會。 
（五）學生記大過以上之獎懲均應通知其家長（監護人）、導師、系所主管及系
輔導教官（軍訓專員）。 
（六）學生在校期間受懲處後，得以事後所記嘉獎、記功獎勵相抵銷，但不得取
銷紀錄。惟退學、開除學籍之重大懲處，不得因前所記嘉獎、記功獎勵減輕或抵
銷。 

 六、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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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學則」，請討

論。 

教務處 1. 案經本校 108 年 4 月 17 日 107 學年

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及

108 年 6 月 12 日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

會議討論。 

2. 擬修正第一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四

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七條、第

五十八條、第六十一條、第六十二

條、第六十八條，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一。 

3. 檢附各校學則有關學業成績退學之規

定如附件二。 

4. 依據教育部 97 年 4 月 22 日所訂之

「大學校院學則等教務章則-辦理作

業時程」規定，學校每學年度第 2學

期報核之教務章則，於次學年度第 1

學期實施。故本次學則修正案於校務

會議決議通過後，由教務處依規定函

報教育部，經教育部同意備查後，於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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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 一 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

行細則、「學位授予法」、

「師資培育法」及其施行細

則，並依本校實際需要訂定

之。 

第 一 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

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

細則、「師資培育法」及其施行

細則，並依本校實際需要訂定

之。 

「學位授予法施行細

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

民國108年3月20日以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80028832B 號 令 廢

止，爰配合修正本學則

之法條依據。 

第十四條  

未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之學

生，應於每學期上課開始日(含

當日)前完成應繳之各項費用，

視同完成註冊。 

一、繳費： 

(一)符合註冊資格但未依規定

繳納學雜費(基數)或學分

費者，視同未註冊，除於

正式上課日前申請休學者

外，新生取消入學資格，

舊生應予強制休學或退

學。 

(二)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

各項費用，逾期未繳清，

除因特殊原因已書面請准

延緩繳費者外，均依下列

規定辦理： 

1.逾註冊日兩週未繳清學雜

費(基數)者，應令辦理休

學，並須依規定繳交各項

應繳費用；未依規定繳費

者，經通知後仍未辦妥手

續者，由本校逕予退學。 

2.逾規定期限兩週未繳清學

分費但已選課者，除該學

期修習之科目全數註銷

外，應於接到通知一週內

辦理休學，逾期未辦理

者，由本校逕予休學。 

3.延畢生修習 9 學分(含)以

下者，除收取學分費外，

並依所屬學系之標準按修

習學分數比例收取雜費

【即學分費＋（雜費×學

分數／9）】；逾 9 學分

第十四條  

未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之學

生，應於每學期上課開始日(含

當日)前完成應繳之各項費用，

視同完成註冊。 

一、繳費： 

(一)符合註冊資格但未依規定繳

納學雜費(基數)或學分費

者，視同未註冊，除於正式

上課日前申請休學者外，新

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應予

強制休學或退學。 

(二)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各

項費用，逾期未繳清，除因

特殊原因已書面請准延緩繳

費者外，均依下列規定辦

理： 

1.逾註冊日兩週未繳清學雜

費(基數)者，應令辦理休

學，並須依規定繳交各項

應繳費用；未依規定繳費

者，經通知後仍未辦妥手

續者，應令退學。 

2.逾規定期限兩週未繳清學

分費但已選課者，除該學

期修習之科目全數註銷

外，即令辦理休學。 

 

 

3.延畢生修習 9 學分(含)以

下者，除收取學分費外，

並依所屬學系之標準按修

習學分數比例收取雜費

【即學分費＋（雜費×學分

數／9）】；逾 9 學分者，

仍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1.依本條未繳相關費用

者，由本校主動予以

休學或退學，爰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之 1、之 2、之 7 文

字用語。 

2.第二目之 1：「應令

退學」改為「由本校

逕予退學」。 

3.第二目之 2：「即令

辦理休學」改為「由

本校逕予休學」。 

4.第二目之 7：「應令

退學」改為「由本校

逕予退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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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者，仍須繳交全額學雜

費。 

4.經本校核准出國之大學部

交換學生，若係依兩校合

作交流協議免繳對方學校

學雜費者，出國期間仍須

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需

繳對方學校學雜費者，出

國期間仍須繳交本校雜

費；延畢生須繳交本校全

額雜費；研究所學生須繳

交本校學雜費基數。 

5.另其他應繳之費用，依其

規定辦理。 

6.上課開始日(含當日)前向

教務處提出休學申請者，

得免繳學雜費(基數)，學

期中申請休學並獲核准

者，須依相關規定辦理退

費。 

7.經請准延緩繳費後仍未依

限完成繳費者，應令辦理

休學，並須依規定繳交各

項應繳費用。 

(1)經通知後仍未辦妥休學

手續或已逾休學年限

者，由本校逕予退學。 

(2)未繳清應繳費用者，次

學期不得註冊。 

(3)若為應屆畢業生，則暫

不發予學位證書。 

二、註冊： 

(一)一年級新生及轉學生，依

照本校新(轉學)生入學通

知及註冊須知規定辦理，

各年級舊生依照本校註冊

規定辦理。 

(二)註冊手續，須於規定時間

完成，若因故不克如期辦

理，應依照規定請假，請

假以兩週為限。未經請

假，逾期未註冊者，新生

撤銷入學資格；舊生除申

請休學者外，應由本校逕

予退學。 

4.經本校核准出國之大學部

交換學生，若係依兩校合

作交流協議免繳對方學校

學 

雜費者，出國期間仍須繳

交本校全額學雜費；需繳

對方學校學雜費者，出國

期間仍須繳交本校雜費；

延畢生須繳交本校全額雜

費；研究所學生須繳交本

校學雜費基數。 

5.另其他應繳之費用，依其

規定辦理。 

6.上課開始日(含當日)前向

教務處提出休學申請者，

得免繳學雜費(基數)，學

期中申請休學並獲核准

者，須依相關規定辦理退

費。 

 

7.經請准延緩繳費後仍未依

限完成繳費者，應令辦理

休學，並須依規定繳交各

項應繳費用。 

(1)經通知後仍未辦妥休學手

續或已逾休學年限者，應

令退學。 

(2)未繳清應繳費用者，次學

期不得註冊。 

(3)若為應屆畢業生，則暫不

發予學位證書。 

二、註冊： 

(一)一年級新生及轉學生，依照

本校新(轉學)生入學通知及

註冊須知規定辦理，各年級

舊生依照本校註冊規定辦

理。 

(二)註冊手續，須於規定時間完

成，若因故不克如期辦理，

應依照規定請假，請假以兩

週為限。未經請假，逾期未

註冊者，新生撤銷入學資

格；舊生除申請休學者外，

應令退學。 

[ 107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提案及附件]

74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二十三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第一學年每

學期修習學分以六學分為原

則，不得超過十二學分，惟經

系所主管同意後可減修，減修

後不得少於三學分。 

第二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二學

分，不得超過十二學分(論文另

計)，超修學分上限者，需經系

所主管核可。 

但若已修畢規定之應修學科及

修滿畢業學分者，可僅修習論

文。 

若有修習非研究所課程者，每

學期以十二學分為上限，但已

修滿系所規定畢業學分者，不

在此限；其學期總學分之上限

為二十四學分。 

進修學院碩士學位班研究生每

學期修習學分不得少於二學

分。每學年修習學分不得超過

二十二學分。 

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試之研究

生，每學期得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學分數依據經教育部

核定之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

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三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第一學年每學

期修習學分以六學分為原則，不

得超過十二學分，惟經系所主管

同意後可減修，減修後不得少於

三學分。 

第二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二學

分，不得超過十二學分(論文另

計)，超修學分上限者，需經系

所主管核可。 

但若已修畢規定之應修學科及修

滿畢業學分者，可僅修習論文。

若有修習其他課程者(如進修學

院碩士班課程、學程、大學部日

間部與進修學院課程．．．

等)，其學期總學分之上限為二

十四學分。 

進修學院碩士學位班研究生每學

期修習學分不得少於二學分。每

學年修習學分不得超過二十二學

分。 

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試之研究

生，每學期得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之學分數依據經教育部核定

之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之

規定辦理。 

前項研究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專門課程科目學分每學期以十二

學分為上限；但已修滿系所規定

畢業學分者，不在此限。 

研究生修習非研究所課

程(學程、大學部日間

部與進修學院課程、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之學分數有所疑義，未

盡明確，爰予簡化規

範，以利研究生遵循。 

第二十五條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各學系及

進修學院學士學位班學生修業

年限為四年。所修學分總數不

得少於一百廿八學分，九十五

學年度(含)後入學者，其中必

修之體育、軍訓不列入畢業總

學分計算。九十七學年度(含) 

後入學者，必修之體育不列入

畢業總學分計算。惟各系得視

實際需要增設必修科目及提高

最低畢業學分數，學生於修業

期限內未修滿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以二

年為限。  

第 二十五 條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各學系及進

修學院學士學位班學生修業年限

為四年。所修學分總數不得少於

一百廿八學分，九十五學年度

(含)後入學者，其中必修之體

育、軍訓不列入畢業總學分計

算。九十七學年度(含)後入學

者，必修之體育不列入畢業總學

分計算。惟各系得視實際需要增

設必修科目及提高最低畢業學分

數，學生於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

期限，以二年為限。 

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

1.配合大學法第二十六

條及本學則第四十條

刪除學業成績退學之

條文，身心障礙學生

修讀學士學位延長修

業年限之規定，調整

至第二十五條規範

之。 

2.本校研究生招生考試

已取消「在職」或

「非在職」報考之區

別，爰取消「在職」

用語，並依實際狀況

修正為因「工作」而

得酌予延長修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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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

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

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力

就讀本校學士班者，除前項規定

之畢業應 修學分數外，應外加

其畢業應修學分至少十二個學

分，其學分數及科目由各學系自

訂。學生如因外加畢業應修學分

數而無法於規定修業年限畢業

者，得於延長修業年限二年後再

延長一年。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修業年限為一至二年，得延長

二年，至少須修滿四十八學

分，學生入學前已修讀學士學

位層級以上相關領域 同性質科

目學分得辦理學分抵免，至多

以八學分為限，其畢業應修學 

分數不得少於四十學分。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

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身心障礙

學生修讀學士學位，因身心狀

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

限，至多四年。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

四年為限。至少須修滿廿四學

分，其論文學分另計。  

學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辦法另

訂之。  

進修學院碩士學位班研究生修

業期限以二至六年為限。至少

須修滿三 十二學分，其論文學

分另計。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

七年為限。至少須修滿十八學

分，其論文學分另計。  

日間研究生因工作、修習教育

學程或特殊原因，未在規定修

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

學位論文者，得酌予延長修業

期限一年。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

子女，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

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

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力

就讀本校學士班者，除前項規定

之畢業應修學分數外，應外加其

畢業應修學分至少十二個學分，

其學分數及科目由各學系自訂。

學生如因外加畢業應修學分數而

無法於規定修業年限畢業者，得

於延長修業年限二年後再延長一

年。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修

業年限為一至二年，得延長二

年，至少須修滿四十八學分，學

生入學前已修讀學士學位層級以

上相關領域同性質科目學分得辦

理學分抵免，至多以八學分為

限，其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

四十學分。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

年為限。至少須修滿廿四學分，

其論文學分另計。 

學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要點另訂

之。 

進修學院碩士學位班研究生修業

期限以二至六年為限。至少須修

滿三十二學分，其論文學分另

計。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

年為限。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

其論文學分另計。 

在職之日間研究生，未在規定修

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

位論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

限一年。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

女，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一

年。 

限。 

3.考量日間修習教育學

程之研究生，多數須

修習師資職前專門課

程，故增訂是類學生

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

限。 

4.研究生因特殊原因，

無法於修業期限內修

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

學位論文者，亦得酌

予延長修業期限一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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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第二十七條  

本校學士班課程按學分計算，

凡需課外自習之課程，以每週

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

學分。實驗及無需課外自習之

課程以二至三小時為一學分。

自九十五學年度入學新生起體

育為一至二年級學生必修科

目，為三至四年級學生選修科

目。自八十四學年度入學新生

起軍訓為一年級學生必修科

目，為二、三年級學生選修科

目，自九十七學年度入學新生

起軍訓為學生選修科目。體

育、軍訓每週授課二小時滿一

學期者為一學分，不列入學期

學業學分總數計算，必修之體

育不及格者不得畢業。選修科

目之體育、軍訓學分不計為畢

業學分數。 

第二十七條  

本校學士班課程按學分計算，凡

需課外自習之課程，以每週授課

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實驗及無需課外自習之課程以二

至三小時為一學分。自九十五學

年度入學新生起體育為一至二年

級學生必修科目，為三至四年級

學生選修科目。自八十四學年度

入學新生起軍訓為一年級學生必

修科目，為二、三年級學生選修

科目，自九十七學年度入學新生

起軍訓為學生選修科目。必修科

目之體育、軍訓每週授課二小時

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學分另

計，不及格者不得畢業。選修科

目之體育、軍訓學分不計為畢業

學分數。 

將「學分另計」文字修

正為「不列入學期學業

學分總數計算」。 

第 四十 條   

刪 

第 四十 條  

學士班學生必修之體育不列入學

期學業學分總數計算，其成績不

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二次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或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

者，應令退學。 

前項學士班之僑生、外國學生、

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

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

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

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

不適用累計二次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數二分之一應令退學之規

定，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

分之二者，應令退學。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

安置就學之身心障礙學生修讀學

士學位，因身心狀況及學習需

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

年，不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

定。 

刪除學業成績退學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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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刪除 

第四十一條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學

生、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全學期修

習科目除體育、軍訓必修課程學

分外，學期修習科目未達九學分

者，得不受前條之限制。 

配合前條刪除。 

第五十七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勒令

休學： 

一、一學期中缺、曠課累計達

全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

一者。 

二、患有傳染病，經主管機關

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

者。 

三、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

予休學者。 

四、除因參與國外進修、研

習、交換、修讀雙聯學位

或經專案簽准等特殊因素

外，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

截止日仍未依學則第二十

二、二十三條規定選課

者。 

勒令休學之學生，應於接到通

知一星期內，辦理離校手續，

逾期未辦理者，由本校逕予休

學。 

第五十七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勒令休

學： 

一、一學期中缺、曠課累計達全

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

者。 

二、患有傳染病，經主管機關基

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

三、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予

休學者。 

四、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

仍未依學則第二十二、二十

三條規定選課。 

勒令休學之學生，應於接到通知

一星期內，辦理離校手續。 

1.第一項及第三項文字

修正。 

2.增訂因奉派國外進

修、研習、交換、修

讀雙聯學位或經專案

簽准等特殊因素，不

受第五十七條第四款

休學規定之限制。 

 

第 五十八 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向教

務處或進修學院申請於次學期

復學( 學期中不得復學)。逾期

未復學者，應予退學。若因本

學則第五十七條第二項勒令休

學者，申請復學時應加附衛生

主管機關開立之解除隔離治療

通知書。 

第 五十八 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向教務

處或進修學院辦理復學。逾期未

復學者，應予退學。若因本學則

第五十七條第二項勒令休學者，

申請復學時應加附衛生主管機關

開立之解除隔離治療通知書。 

明確規範復學申請之提

出，不得於學期中辦

理，以利學生遵循。 

第六十一條  

除本學則另有其他退學規定

外，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由本校逕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

合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三、學期中曠課累計達四十五

第六十一條  

除本學則另有其他退學規定外，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

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

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三、學期中曠課累計達四十五小

1.第一項文字修正。 

2.修訂本條第五款，將

修業年限屆滿，經依

規定延長年限仍未能

畢業，應予退學之規

定，適用於全體學

生。 

3.增訂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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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小時者。 

四、考試舞弊(第一次記大過一

次、第二次記大過二次)累

計至三大過(功過不得相

抵)或情節嚴重者。 

五、修業年限屆滿經依規定延

長年限，仍未能畢業者。 

六、未經核准同時於國內、外

大學校院或本校其他系所

修讀學位者。 

七、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

予退學者。 

八、自動申請退學者。 

九、其他依本學則規定由本校

逕予休學，但休學累計已

達休學年限者。 

時者。 

四、考試舞弊(第一次記大過一

次、第二次記大過二次)累

計至三大過(功過不得相抵)

或情節嚴重者。 

五、學士班學生修業年限屆滿，

經延長二年，仍未修足所屬

學系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者。 

六、未經核准同時於國內、外大

學校院或本校其他系所修讀

學位者。 

七、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予

退學者。 

八、自動申請退學者。 

第六十二條  

經本校逕予退學者，辦妥離校

手續後，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六十二條  

經核准應予退學者，辦妥離校手

續後，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文字修正 

第六十八條  

學士班學生在修業期限內修滿

應修之科目及學分，合於畢業

資格者，本校授予學士學位，

並發給學位證書。學士後第二

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應加註「學

士後○○○學程」字樣。碩士

班或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期限

內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並

經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

點考核通過者，本校分別授予

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並發給

學位證書。 

碩博士班學生通過碩博士學位

考試，可以畢業，但尚未修畢

教育學程或論文未修改完成

者，得於修業年限內申請留

校。 

學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

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六

月，並依行事曆規定期限辦理

離校。但研究生若已修畢規定

科目與學分，於參加學位考試

之學期未修習論文以外之科目

第六十八條  

學士班學生在修業期限內修滿應

修之科目及學分，合於畢業資格

者，本校授予學士學位，並發給

學位證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應加註「學士後○○○

學程」字樣。碩士班或博士班研

究生在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之科

目及學分，並經本校研究生學位

考試實施要點考核通過者，本校

分別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

並發給學位證書。 

碩博士班學生通過碩博士學位考

試，可以畢業，但尚未修畢教育

學程或論文未修改完成者，得申

請延長修讀年限一至二年，惟碩

士班修業期限為四年；博士班修

業期限為七年。 

學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

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六月，並

依行事曆規定期限辦理離校。但

研究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

分，於參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

習論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

研究生修業期限未屆滿

前，不宜作延長修業之

申請，故本條碩博士班

學生通過碩博士學位考

試，在修業期限之內，

得以尚未修畢教育學程

或論文未修改完成為

由，申請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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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

論文最後定稿繳交之月份授予

學位證書；惟當學期已繳納之

各項費用不予退費。 

進修學院學位班學生修習教育

學程得依本校修習教育學程辦

法及相關規定辦理之。 

其通過學位考試論文最後定稿繳

交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惟當學

期已繳納之各項費用不予退費。

進修學院學位班學生修習教育學

程得依本校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

相關規定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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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校名 學業成績退學 各校學則退學規定摘錄 
台大 無 第二篇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班 

第六章休學、復學、轉學、退學 

第四十八條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修業年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年限仍未修足本學系應修之

科目與學分者。 

二、休學逾期未繳費註冊者。 

三、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四、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五、休學年限（含專案核准者）已滿，已註冊但於加退選截

止日仍未依規定辦理選課或所選學分數低於本校學生選課辦

法之規定者。 

六、自一○二學年度起入學學生同時在本校擁有二個(含)以

上學士班學籍者。 

七、依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退學者。 

台師 無 第二編 學士學位班  
第四章 休學、復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有第二十二條應予休學之情形，而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已達休學年限無法延長者。 

三、一學期中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確定者。 

五、經正式通知後，舊生逾期未完成註冊手續者。 

六、延長修業年限期滿仍不能畢業者。 

彰師 無 第八章  休學、復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五十一條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二、無故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 

五、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不含學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決定改授碩士學位者）學位考試未通過者。 

六、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退學者。 

七、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予退學者。 

八、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令休學但休學累計已達二學年

者。 

九、無前列各款之事由，而自動申請退學者。 

屏大 無 第三十六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並於處分前

告知各相關學生，給予限期陳述意見之機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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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業成績退學 各校學則退學規定摘錄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三、學期中曠課累計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違反校規，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退學者。 

五、修業年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六、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其他學校註冊入學者。 

七、自動申請退學者。 

在職進修各類學位班退學應依本條文規定辦理。 

中山 1.一般生: 

累計三學期 1/2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累計三學期 2/3

學分不及格 

3.身心障學生不受

限制 

第二篇 學士學位班 

第五章 保留入學資格、休學、復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 卅 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年限，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

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三、休學期滿未於規定時限內辦理復學，亦未繼續申請休學

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達九十小時者。 

五、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但僑生、外國學生、海外

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

學學生等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

各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 

身心障礙學生不受前項限制。身心障礙學生係指領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

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 

六、未經本校相關院系所同意，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

冊入學者。 

七、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八、舊生無故逾期未到校註冊，亦未申請休學者。 

九、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退學，

並經校長核定者。 

十、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退學者。 

中央 1.一般生: 

累計二次 1/2 學

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累計二次 2/3 學

分不及格 

3.身心障學生不受

限制 

第 二 篇 學士班 

第二十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二

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 

第二十二條 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

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

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

二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應令退學。 

第二十二條之一 

 身心障礙學生，不適用本學則第二十一、二十二條因學業成

績退學之規定。 

中正 1.一般生: 

累計二學期 1/2

第三六條 本大學學士班學生於學士學位修習學程內，累計兩

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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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業成績退學 各校學則退學規定摘錄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連續二次 1/2 學

分不及格 

  

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惟下列學生採取以連續兩學期

（含兩學期間休學者）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依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審定之僑生、蒙藏生、原住民學

生及派外人員子女學生。 

三、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僑生。 

四、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

會分發學生及本大學體育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入學者。 

學期修習科目其總學分數在九學分以下者，得不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 

軍訓（護理）、體育選修課程學分數，應併入前二項學分數

內核計。 

國立台

北教大 

1.一般生: 

累計二次 1/2 學

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1 學期 2/3 學分

不及格，另 1學

期 1/2 學分不及

格 

3.延長修業及身心

障學生不受限制 

第四十六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二次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予勒令退學。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

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

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已有一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

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之後有另一

學期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

者，應令退學。延長修業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得不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 

南大 1.一般生: 

累計二學期 1/2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10 學分以上，

累計二學期 2/3

學分不及格 

3.延畢生及身心障

學生不受限制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查不合格者。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修讀學士學位學生，累計兩學期，每學期學業成績不及

格科目之學分數，均超過（含）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

一者。 

五、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原住民籍學

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

優生，學期修習科目，在十學分以上，累計兩學期，每學期

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超過（含）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數 

三分之二者。 

六、體育、軍訓（護理）選修課程學分數，併入學分數核

計。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不受本條第四、五款之

限制。 

七、修讀學士學位學生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延長修業期限

屆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其他學校註冊入學者。 

九、違反校規，依「學生獎懲要點」規定退學者。 

十、無前列各款事由而自動申請退學者。 

身心障礙學生不適用前項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延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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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業成績退學 各校學則退學規定摘錄 
得不適用前項第四、五款及第二十二條規定。 

嘉大 1.一般生: 

連續二學期 1/2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連續二學期 2/3

學分不及格 

 

第三十七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

目之學分數，連續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

應令退學。如兩學期間休學者，視同不連續。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

藏生、派外人員子女、原住民族籍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

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

數，連續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應令退

學。如兩學期間休學者，視同不連續。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不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論文學

分不列入計算)，連續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

者，應令退學。如兩學期間休學者，視同不連續。 

 

 

台中教

大 

1.一般生: 

連續二學期 1/2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連續二學期 2/3

學分不及格 

3.9 學分以下及身

心障學生不受限

制 

第三十四條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學期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連續兩學期達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但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或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身心障礙學生不受此限制。 

五、符合規定條件之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大陸地區學

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重大災害地區學

生、參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良學生、退伍軍人及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

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連續兩學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

之二者。但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或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之身心障礙學生不受此限制。 

六、依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延長修業期限屆滿，仍未符合第

五十二條規定者。 

七、有第二十七條之情形者。 

八、違犯校規，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退學者。 

九、無前列各項事由而自動申請退學者。 

臺北市

立大學 

1.一般生: 

連續二學期 1/2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連續二學期 2/3

學分不及格 

3.身心障及運動成

績優良學生不受

限制 

第二十三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ㄧ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合於第十一條應予退學之規定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三、未經本校同意，而同時在兩所學校註冊入學或具有雙重

學籍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累計達四十五小時者。 

五、連續兩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 

六、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

學生及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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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業成績退學 各校學則退學規定摘錄 
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且連續二學期者。 

七、延長修業年限期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違反校規，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應予勒令退學者。 

身心障礙學生及運動成績優良學生（運動成績優良學生認定

要點另訂之），得不受前項第五、六款規定之限制。 

無前例各項款事由而自動申請退學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具

函申請，並辦妥離校手續，始完成退學程序。 

東大 1.一般生: 

連續二學期 1/2

學分不及格 

2.特殊身分:  

連續二學期 2/3

學分不及格 

3.9 學分以下及身  

心障學生不受限

制 

第 四十 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修讀學士班學位學生，連續兩

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 

各學系、學位學程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

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

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連續兩學期學業成

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

二者，應令退學。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不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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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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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3. 修正對照表及原條文如附件。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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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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期程等相關事

宜。 
二、建議自我評鑑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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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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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追蹤自我評鑑結

果及改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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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期校務會議提案及附件]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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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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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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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案經本校 108 年 6 月 5 日 107 學年

度第 8次行政會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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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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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108 年 6月 5 日 107 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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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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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

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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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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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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部 

建議刪除法條項目，以避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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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個人持有政府資助計畫成

果，與前開規定不符，應釐

補正，以臻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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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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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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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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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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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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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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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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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