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一、修正本校 108 學年度行事

曆，請討論。 

學生事

務處 

1. 依據本校行事曆 65 周年校慶原訂於

108 年 11 月 1 日(星期五)舉行(本校

107 年 12 月 12 日 107 學年度第 1學期

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並公告在案)，惟

依本校 65 周年校慶第 2次籌備會議上

委員之建議本次校慶為納入女師校史後

第一次擴大慶祝，意義非凡，為使女師

校友能一齊共襄盛舉，擬請同意 108 學

年度第 1學期行事曆配合調整修訂 65

周年校慶日期為 108 年 11 月 2 日(星期

六)舉行。 

2. 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請教務處配合

修訂本校 108 學年度行事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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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有關本校擬訂本(108)年

11 月 2 日(星期六)辦理

65 周年校慶補休事宜，

請討論。 

人事室 1. 依據 108 年 8 月 28 日 108 學年度第二

次校慶籌備會暨 108 年 9 月 4 日 108 學

年度第 1次主管會議決議辦理。 

2. 如經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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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三、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

部分條文草案，請討論。 

人事室 1. 依據教育部 107 年 12 月 4 日臺教人

(二)字第 1070206949A 號函略以，各校

應規定教師(含兼任行政職務者)對領有

兼職費個數或兼任獨立董事等重要職務

兼職數目部分，應明確規範；及教育部

108 年 8 月 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03219 號函，就月支兼職費有超

過薪給總額之教師，各校應於 108 學年

度第一學期結束前，於校內規章中明定

更嚴謹明確之評估機制，爰配合修訂本

處理原則規定。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各一份，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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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108.08.13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辦理；但兼職費之支

給個數及支給上限不受

該支給表之限制。 

教師兼職費應由本校轉

發，不得由兼職機關

（構）直接支給。但採

電連存帳方式支付兼職

費，並經兼職機關（構）

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

不在此限。 

教師如月支兼職費有超

過每月薪給總額，應由

所屬單位提出對於教師

本職工作影響之分析報

告、評估該師兼職對產

學合作之實益、學術回

饋金收取額度之合理

性，定期評估之結果應

提經三級教評會審議確

認。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

理。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數

及支給上限不受前項支

給規定之限制。 

一、查行政院107年8月30日院授

人給字第1070050317號函訂

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該表附則九、(二)規定

公立大專校院教師(含兼任行

政職務者)依規定兼職所領受

之兼職費個數及上限，不受本

表規定限制；附則五規定，兼

職費一律由兼職人員本職機

關（構）學校轉發，不得由兼

職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

但採電連存帳方式支付兼職

費，仍應由兼職機關函知本職

機關（構）學校。爰據以配合

修正本點規定。 

二、依教育部108年8月8日臺教人

(四)字第1080103219號函略

以，各級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

每年定期進行評估檢討，又教

師兼職如與本職工作性質不

相容、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

準或對本職工作有不良影響

之虞，學校應不予核准或於兼

職期間廢止其核准。又國立大

專校院教師所支領兼職費上

限未有限制，固有促進產學合

作等面向之效益，然產生教師

業外兼職報酬高於其教師本

職薪俸數倍之情事，義’衍生

「渠等教師是否能專心於本

職」等爭議。……就月支兼職

費有超過薪給總額之教師，請

各校於108學年度第一學期結

束前，應於校內規章中明定更

嚴謹明確之評估機制，由隸屬

單位提出對於其本職工作影

響之分析報告、評估該師兼職

對產學合作之實益、學術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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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金收取額度之合理性、定期評

估之結果應提經教評會或校

內重要會議確認。 

八、未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

兼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董

事、監事之職務，兼任

財團法人董、監事或其

他實際執行業務之重要

職務並領有兼職費，兼

職數目合計以不超過四

個為限，但特殊情形經

簽奉校長核准者，不在

此限。兼任行政職務之

教師兼任前述職務並領

有兼職費，兼職數目合

計以不超過二個為限。

(僅支領出席費或交通

費者不計入個數)   

 

八、本校教師兼職數目，依

教育部及相關規定辦

理。 

一、教育部107年12月4日臺教人

(二)字第1070206949A號函略

以，各校應規定教師(含兼任

行政職務者)對領有兼職費個

數或兼任獨立董事等重要職

務兼職數目部分，應明確規範

爰配合修訂本點規定。 

二、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理辦法第四

條規定略以：「從事研究人員

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經其

任職之學研機構同意，於企

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職務，合

計不得超過四個。」 

三、復依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

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

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

規定第三點規定：「關於兼職

數目限制部分：(一)除當然兼

職者外，公務人員兼任公、民

營事業機構董、監事之職務，

兼任財團法人董、監事或其他

實際執行業務之重要職務(如

副執行長、副秘書長層級以上

職務)，合計以不超過二個為

限。…」。 

四、並參考台師大及北教大修訂

本點。 

台師大 未兼任行政職務之

教師兼任公、民營事

業機構董、監事之職

務，兼任財團法人

董、監事或其他實際

執行業務之重要職

務(如副執行長、副

秘書長層級以上職

務)，合計以不超過

四個為限。但兼任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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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政職務之教師兼任

前述職務，合計以不

超過二個為限。 

教師領有兼職費之

兼職數目以不超過

四個為原則(僅支領

出席費或交通費者

不計入個數)，但特

殊情形報經本校核

准者，不在此限。 

北教大 教師兼任營利事業

機構董事(含獨立董

事)、監事或其他重

要職務，並領有兼職

費之兼職數目不得

超過四個(僅支領出

席費或交通費之職

務不計入)。 

九、教師校外兼職不得影響

其本職工作，且須經填

具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一）經評估符合校內之

基本授課時數及工作要

求後，並循行政程序事

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

准，方得於校外兼職。 

教師於校外兼職，於兼

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

異動時，應重行申請。  

除依規定得免報經本校

核准之兼職外，教師未

經核准在外兼職，經查

證屬實，以違反聘約規

定提送系、院、校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予以適當之處置。 

九、教師校外兼職不得影響

其本職工作，且須經填

具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一）經評估符合校內之

基本授課時數及工作要

求後，並循行政程序事

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

准，方得於校外兼職。

教師於校外兼職，於兼

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

異動時，應重行申請。 

 

查教育部 104 年 6 月 1 日臺教人

(二)字第 1040069402B 號令，各校

就教師兼職申請之審核，宜建立校

內審核管理機制（例如組成審核小

組）進行實質審核；至違反規定之

案件，則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

其他相關會議進行審議，以期慎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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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 

105年6月17日本校104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106年6月16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校外兼職事宜，依據教育部「公立各級學校

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十一點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校專任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

辦理。但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利事業、兼

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理，並不適用第二點

之一、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  

二之一、教師不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利事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

股東，兩合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有限公司為非執行業務

股東，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

分之十者，不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例不

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一)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理辦法持有

新創公司創立時之股份，或已設立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

但併計股票股利之持股，不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數百分之四

十。  

(三)教師依第五點第三項兼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經學校同意，

持有該公司創立時之股份。  

三、本原則所稱兼職，指本校教師以部分時間至校外機關（構）兼任

與其教學或研究專長領域相關之職務。惟單純以文字或影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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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體、網站等媒介分享訊息、經驗或知識、展示、販售或出版

個人書籍或作品，未具營利目的或商業宣傳行為，且與任何組織

均未生職務或契約關係，則非屬兼職範圍。  

四、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立學校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  

(二)行政法人。  

(三)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成立之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立或立案之學校。  

(五)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六)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理辦法所定企業、機

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

長領域相關，且不得兼任下列職務：  

(一)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律規範之職務：  

(二)私立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行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立或立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

國格、國家安全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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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監

察人或獨立董事，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之一： 

(一)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利事業機

構或團體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依證券交易法或期貨交易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

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

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行公司之獨立董事。  

(四)金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行、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

等子公司之獨立董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

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立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六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符

合下列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類或動植物用。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

高風險醫療器材之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前點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企業、機

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列職務；其相關兼職管理規範應依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理辦法規定辦理，不適用

第六點、第八點至第十點及第十三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領域相關之非實際參與籌集設立之發起人、非

執行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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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修正

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部監察人及具獨立職能監察人職務者，

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六、教師兼職以執行經常性業務者，其兼職時數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

小時。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辦理。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數及支給上限不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制。  

八、本校教師兼職數目，依教育部及相關規定辦理。  

九、教師校外兼職不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填具申請表（格式如

附件一）經評估符合校內之基本授課時數及工作要求後，並循行

政程序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方得於校外兼職。  

教師於校外兼職，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應重行申

請。  

十、教師兼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校應不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

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不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不良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漏公務機密之虞。  

(六)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不當利益輸送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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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不當支用公款或不當利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立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兼職教師應於每學年度終了時，填具兼職評估申請表（評估表如

附件二），並由系（所、中心）務會議對於教師在校外兼職情形

進行評估檢討，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十一、教師對其本職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不良影響，亦無與其本

職不相容之下列情形者，得免依規定報經學校核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利目的或

商業宣傳行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

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會議之專家

代表。  

(三)所兼任職務依法令規定應予保密者。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之邀請兼任職務，僅支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

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者。  

十二、教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在校外兼職：  

(一)未達本校校內基本授課時數者。  

(二)未於期限內通過升等且經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決議一

定期間不得兼職者。  

前項第一款人員，如情形特殊經系（所、中心）務會議同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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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行政程序報經學校核准者，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十三、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所定至與本

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之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或依第四點第一項

第六款所定至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半年者，本校應

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契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

制，其實質回饋每年以不低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領之薪給

總額為原則；以收取學術回饋金為回饋機制者，應納入校務基金

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其回饋及分配辦法由本校研究發展處另定

之。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令規定至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

除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兼職期間超過半年者，本校應依前項

規定與教師兼職機構約定回饋機制。  

十四、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依下列規定辦理，不受第六點至第十點

規定之限制：  

(一)兼職期間不得超過借調期間，並應副知學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年者，學術

回饋金收取之規定依第十三點規定辦理。  

十五、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六、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12



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四、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

作人員工作規則案，請討

論。 

人事室 1. 依高雄市政府勞工局 108 年 7 月 3 日高

市勞條字第 10835516000 號函辦理。 

2. 檢附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第

十七、二十九、三十、四十一點修正對

照表及修正後要點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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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十七條  (延長工時)  

因業務需要在正常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之必要時，經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同意後，得將工作時

間延長之，加班者，請於事前或

至遲於加班日次日起第三日至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一般加班登

錄；逾期視同放棄。  

加班時數平日不得超過四小

時，假日不得超過八小時，每月

加班上限以四十六小時為原

則。所有加班之工作時數於延長

工時後，經徵得校務基金進用工

作人員同意後，得以補休方式辦

理，並於加班日起六個月內補休

完畢。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

補休期限屆期或契約終止而未

休畢之延長工時時數，應依延長

工時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

工資。本校性質特殊單位如語文

教學中心及進修學院人員於週

六或週日仍須上班者，以人員彈

性上班方式辦理。若有特殊原因

需申請加班費者，以專案簽准方

式辦理；加班費之發放悉依勞動

基準法之相關規定計給。 

前項延長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之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作時

間，依勞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二十九條  (職災認定)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職業

災害而至死亡、失能、傷病之認

定，除由本校出具證明外，並得

準用勞工安全衛生法規、勞工保

第十七條  (延長工時)  

因業務需要在正常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之必要時，經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同意後，得將工作時

間延長之，加班者，請於事前或

至遲於加班日次日起第三日至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一般加班登

錄；逾期視同放棄。  

加班時數平日不得超過四小

時，假日不得超過八小時，每月

加班上限以四十六小時為原

則。所有加班之工作時數一律以

擇日補休方式辦理，並於加班日

起六個月內補休完畢，如係個人

因素逾期未能完成補休，視同放

棄。本校性質特殊單位如語文教

學中心及進修學院人員於週六

或週日仍須上班者，以人員彈性

上班方式辦理。若有特殊原因需

申請加班費者，以專案簽准方式

辦理；加班費之發放悉依勞動基

準法之相關規定計給。 

前項延長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之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作時

間，依勞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二十九條  (職災認定)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職業

災害而至死亡、殘廢、傷病之認

定，除由本校出具證明外，並得

準用勞工安全衛生法規、勞工保

1.依高雄市政府

勞工局 108 年 7

月 3 日高市勞條

字第

10835516000 號

函辦理。 

2.有關校務基金

進用工作人員假

別一覽表(附件

一)公傷假說明 1

有關殘廢給付併

予修正為失能給

付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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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

病審查準則、或經勞工保險局審

定。 

 

 

第三十條   (職災補償)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遭遇

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

或疾病時，本校應依下列規定予

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勞工

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

本校支付費用補償者，本校得予

以抵充之：  

一、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受傷

或罹患職業病時，本校應補償其

必需之醫療費用。職業病之種類

及其醫療範圍，依勞工保險條例

有關之規定。  

二、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在醫

療中不能工作時，本校應按其原

領薪資數額予以補償。但醫療期

間屆滿二年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力，且不合第三款之失能給

付標準者，本校得一次給付四十

個月之平均薪資後，免除此項薪

資補償責任。  

三、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經治

療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其身體遺存障害者，本校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度，一

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

準，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

定。  

四、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遭遇

職業傷害或罹患職業病而死亡

時，本校除給與五個月平均薪資

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

屬四十個月平均薪資之死亡補

償。  

其遺屬受領死亡補償及喪葬費

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

病審查準則、或經勞工保險局審

定。 

 

 

第三十條   (職災補償)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遭遇

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

或疾病時，本校應依下列規定予

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勞工

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

本校支付費用補償者，本校得予

以抵充之：  

一、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受傷

或罹患職業病時，本校應補償其

必需之醫療費用。職業病之種類

及其醫療範圍，依勞工保險條例

有關之規定。  

二、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在醫

療中不能工作時，本校應按其原

領薪資數額予以補償。但醫療期

間屆滿二年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力，且不合第三款之殘廢給

付標準者，本校得一次給付四十

個月之平均薪資後，免除此項薪

資補償責任。  

三、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經治

療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本校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度，一

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

準，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

定。  

四、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遭遇

職業傷害或罹患職業病而死亡

時，本校除給與五個月平均薪資

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

屬四十個月平均薪資之死亡補

償。  

其遺屬受領死亡補償及喪葬費

15



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姐妹。  

應檢具死亡證明及戶籍謄本向

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自得受領

之日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

滅。 

 

 

第四十一條  (強制退休)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本校得強制其退

休：  

一、滿六十五歲者。  

二、心神喪失或身體障礙不堪勝

任工作者。 

 

 

 

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姐妹。  

應檢具死亡證明及戶籍謄本向

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自得受領

之日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

滅。 

 

 

第四十一條  (強制退休)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本校得強制其退

休：  

一、滿六十五歲者。  

二、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

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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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草案) 

經本校97年1月9日96學年度第5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經高雄市政府97年3月18日高市府勞二字第0970013498號核備  

經本校97年4月16日96學年度第7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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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校105年12 月21日105 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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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校107年6月6日106學年度第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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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校108年6月5日107學年度第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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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勞資和諧共識，依照勞動基準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訂定本工作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有關僱用、待遇、出勤、給假、服務、獎懲、考核、遷

調、福利、保險、離職、退休及其它等事項之規定，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規則所稱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係指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

理要點」進用以勞動契約正式受僱於本校從事工作獲得工資者。  

第四條    (疑義解釋)  

本規則之適用如發生疑義時，應本勞資和諧之精神，在不違反法令之強制及禁止規

定下，得於勞資會議中協商或呈報主管機關解釋。  

第二章  僱用  

第五條    (類別與甄選)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類別請參照「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

第 3點規定。  

甄選方式悉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規定辦理。  

第六條    (勞動契約)  

除本校所制定一體適用之一般規範勞動契約內容外，用人單位得於該契約中，因個

別業務需求於合理範圍內與員工另加訂特別條款（如經訓練、試用及格後僱用、因

單位業務性質需彈性上班等），成為定期契約或不定期契約。  

前項定期契約與不定期契約之認定依勞動基準法規定辦理。  

第七條    (僱用標準)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之僱用應以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辦理甄選，並依「本校校

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規定辦理。 

第八條    (報到文件)  

本校新進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應備妥下列文件辦理到職手續：  

一、到職通知單及其內所訂之相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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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證照。  

三、其它經本校指定應繳交之書件。 

第九條    (限期到職)  

新進員工除因患病或其他重大原因經本校同意外，應依約定之日期、地點報到，無

故或未經本校同意而逾期不到任者，取消其僱用或試用資格。 

第十條    (試用期間) 

本校用人單位得與新進員工約定試用期間，惟期間至少一個月，最長不得超過三個

月，試用期滿經用人單位考核合格者，始得正式僱用，不合格者，終止勞動契約，

並依勞動基準法第十一、十二、十六及十七條及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二條規定辦

理。 

第三章 薪資  

第十一條   (核薪標準)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核薪標準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辦理。 

但不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第十二條   (薪資發放)  

一、新進員工之工資自到職日起計支。  

二、薪資發放日為當月最後一日。  

第十三條   (年終獎金)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比照行政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

規定發給年終工作獎金（全職工讀生不適用）。  

第四章 出勤  

第十四條   (工作時間)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數比照校內公務人員辦公時間相關規定辦理；每日

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數不得超過四十小時。  

第十五條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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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性或緊急性，本校得在工作時間內，另行調配其休息時間。但經校務基金進用工

作人員同意者不在此限。 

第十六條     (出勤管理)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服勤並親自刷卡以紀錄出勤情形，本校有

關遲到、早退、曠職規定如下：  

一、員工出勤時間以刷卡紀錄為準，若因故忘記刷卡，應自當日起三日內至差勤電

子表單系統申請忘刷卡作業登錄。  

二、工作時間開始後至十分鐘內到班者為遲到，逾十分鐘以上未到班或在工作時間

內擅自下班未經請假者均以實際曠職時、日(數)處理。  

三、逾時出勤或早退超出時限者，應依規定辦理請假手續。  

四、未經請假手續或假畢未經續假擅不出勤者、或在工作時間內未經主管准許，即

擅離工作場所或外出者，均以曠職論，並按曠職時數扣薪。  

第十七條   (延長工時)  

因業務需要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時，經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同意後，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加班者，請於事前或至遲於加班日次日起第三日至差勤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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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系統一般加班登錄；逾期視同放棄。  

加班時數平日不得超過四小時，假日不得超過八小時，每月加班上限以四十六小時

為原則。所有加班之工作時數於延長工時後，經徵得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同意後，

得以補休方式辦理，並於加班日起六個月內補休完畢。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補

休期限屆期或契約終止而未休畢之延長工時時數，應依延長工時當日之工資計算標

準發給工資。本校性質特殊單位如語文教學中心及進修學院人員於週六或週日仍須

上班者，以人員彈性上班方式辦理。若有特殊原因需申請加班費者，以專案簽准方

式辦理；加班費之發放悉依勞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計給。 

前項延長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作時間，依勞動基準法之相

關規定辦理。  

第五章 給假  

第十八條   (例假)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本校以週六為休息日、週日為例

假。因工作性質特殊，得例外依業務需要，並經勞工同意，專案簽准休息日、例假

及每日工作時間，或明訂於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契約書。  

第十九條   (休假)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念日、節日、勞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薪資照給。但因業務需求有使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在國定假日出勤者，

由本校與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協商後調整工作日或明訂於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

員契約書。  

第一項所定休假適逢例假及休息日者，原則上應於六個月內補休。但不包括第一項

指定應放假之日。  

得配合本校辦公時間調移之。前項休假日悉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條    (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校服務滿一定期間者(以到職日為計算基準)，每年應依下列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請假期間工資照給，並以「時」為給假單位：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七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者，每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年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年終之在職月數比例於次年一月起核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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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依前二項規定休假時，應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一、特別休假期日，由員工排定之。  

二、但單位主管基於業務上之急迫需求或勞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單位主管應於員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勞工依前三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員工之特別休假，以不遞延為原則，惟因年度終結未休完之日數得經勞資協商同意

後保留至次一年度實施，其遞延之日數，於次年請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另次一年

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休之日數，依照勞基法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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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請假種類)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給假分為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理假、婚假、

喪假、公假、公傷病假、產檢假、陪產假、產假、特別休假、留職停薪及謀職假等，

詳如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假別一覽表(附件一)，因故不能出勤時應請假。產

假以日計，其餘各種請假均得以時計。  

第二十二條  (請假手續)  

員工請假應覓妥代理人員並至差勤電子表單系統登錄，如遇緊急情形無法親自請假，

得由他人代辦請假手續。  

第六章 服務  

第二十三條  (遵守紀律事項)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應遵守紀律事項如下：  

一、依本校相關規定，本於職守、公誠廉明、謹慎謙和之精神，執行職務。  

二、在職期間所知悉或佔有之一切技術或資料應嚴加保密，不論本人在職與否，絕

不作任何未經授權之使用或以任何方法洩漏。於離職時應辦妥所有資料移交事

宜。  

三、於約僱期間不得擔任或兼任本校組織編制內法定主管職務，亦不得在校內、外

兼課兼職。但應業務需要且經專案簽准，不在此限。  

四、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應確實遵守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

本工作規則及契約書規範，並準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   

第七章 獎懲、考核  

第二十四條  (獎懲)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具優良具體事蹟或違反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

管理要點、本工作規則及契約書規範，得比照本校職員獎懲要點辦理。  

第二十五條  (考核)  

悉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第11點規定辦理。如考核結果

終止勞動契約者，應依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章 遷調  

第二十六條  (職務調動)  

本校為配合業務需要及整體人力評估結果，得適時辦理人員移撥作業。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如依前項規定接奉遷調命令後，應照指定日期辦理移交赴任

新職。  

第九章 保險、福利  

第二十七條  (保險)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自到職之日起，應依規定加入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及勞工退休金，並依相關法令享有保險給付權利。員工自行負擔之保險費得

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第二十八條  (福利)  

享有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理要點」規定之權益。  

其他經專案核准之福利事項。  

第十章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  

第二十九條  (職災認定)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職業災害而至死亡、失能、傷病之認定，除由本校出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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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外，並得準用勞工安全衛生法規、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或經勞工保險局審定。  

第三十條   (職災補償)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本校應依

下列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本校支

付費用補償者，本校得予以抵充之：  

一、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受傷或罹患職業病時，本校應補償其必需之醫療費用。

職業病之種類及其醫療範圍，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  

二、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在醫療中不能工作時，本校應按其原領薪資數額予以補

償。但醫療期間屆滿二年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力，且不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本校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薪

資後，免除此項薪資補償責任。  

三、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經治療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障

害者，本校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度，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

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  

四、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遭遇職業傷害或罹患職業病而死亡時，本校除給與五個

月平均薪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薪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領死亡補償及喪葬費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姐妹。  

應檢具死亡證明及戶籍謄本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自得受領之日起，因二年間不

行使而消滅。  

第三十一條  (補償充抵)  

本校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金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金額。  

第十一章 離職  

第三十二條  (離職)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離職除死亡為當然離職外，分為辭職、解僱、不續僱、資遣、

退休、留職停薪等，離開現職時，均須經簽准並於離職生效日十日前依規定將業務

及經管財物詳列清冊，完成移交及離職手續後，始得離職。  

前項離職手續為：  

一、待辦或未完成工作之交代。  

二、繳回員工識別證、職名章。  

三、繳回領用之公物、公款及其他經管之財物。  

四、其他依本校規定應辦事項。  

辦妥手續離職者，本校應結清薪資並發給服務或離職證明書。  

未依規定辦理移交、移交不清或其他情事致本校有所損害時，除追請保證人負連帶

責任外，涉有財產、經費事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依法移送法辦。  

第三十三條  (離職預告)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自請離職應依下列期間以簽呈預告本校，如未遵守致本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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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年以上三年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年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第三十四條  (解僱)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經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甄審考核委員

會會議審議，經查明屬實或有具體事證，本校得不經預告予以解僱：  

一、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本校負責人，各級主管或其他員工，實施暴行或重大侮辱之行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期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易科罰金者。  

四、故意損耗公物、或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漏本校業務之秘密，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  

五、無正當理由連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六日者。  

六、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佣金者。  

七、在外兼營事業影響公務情節嚴重者。  

八、違抗職務上之合理命令情節嚴重者。  

九、疏忽職守有具體事實其情節嚴重者。  

十、造謠滋事、煽動非法怠工、非法罷工，情節重大者。  

十一、仿效上級主管簽字或盜用印信有事證者。  

十二、違反勞動契約或本規則情節重大者。  

十三、有竊盜行為或在本校場所內賭博情節重大者。  

十四、參加非法組織，經司法機關認定者，致本單位受損者。 

十五、違反迴避任用之規定。 

十六、在工作場所有性騷擾、性侵害及有妨害風化行為等之行為，情節重大者。  

前項除第三款規定外，本校依其餘各款規定終止契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三十四條之一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確保於受僱前無下列情事；如有隱匿經查證屬實，依勞動基

準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得立即不經預告以書面終止契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行為，經認定不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

制期間。 

第三十四條之二 

為確認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是否有前條所定情事，受僱人同意本校得依「學校辦

理契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其相關資

訊之蒐集、利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提供相

關資訊。 

第三十四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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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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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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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經預告以書面終止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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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停止契約執行期間，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同意本校得停止支付全部薪資，本

校應於調查確定無前項事實後 1個月內補發停止契約執行期間之全部薪資。 

第1項停止契約執行之要件、期間之限制及薪資如何給付等，依甲方工作規則辦理。 

第三十四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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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理及利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

及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離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前項本校辦理通報後，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不得要求刪除、停止處理或利用其個

人資料。 

第三十五條  (資遣適用範圍)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非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校不得預告予以資遣：  

一、因組織精簡或裁併。 

二、經費或業務緊縮時。。  

三、不可抗力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更，有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經醫療機構專科醫生證明患有精神病，影響本校至鉅者。  

六、病假逾限經核准辦理留職停薪滿一年未能痊癒者。  

七、對所擔任之工作確無法勝任者。 

本校依前項第七款資遣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須有考核及面談紀錄以資佐證，並

經輔導或調整工作仍不能改善者。  

第三十六條  (核定資遣)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在產假或職業災害期間，本校不得單方終止契約；惟本校因

不可抗力之原因無法繼續僱用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資遣。 

第三十六條之一(資遣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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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離職(最後工作日)之十日前列冊通報高雄市政府勞工局及高

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就業中心。  

第三十七條  (資遣預告)  

本校依本規則第三十五、三十六條終止勞動契約時，應依下列規定預告之。如未經

預告而終止勞動契約者，應發給預告期間之薪資。  

一、員工在本校繼續服務三個月以上未滿一年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本校繼續服務一年以上未滿三年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本校繼續服務三年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期間請假外出，其請假數，每星期不得超過

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工資照給。  

第三十八條  (資遣費計算)  

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自九十七年一月一日起適用勞動基準法，於依勞動基準

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勞動契約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年資，每滿一年發

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年者，以比例計給；最高以發給六個月平均工

資為限。不適用勞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勞動契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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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不得請求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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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反本規則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終止僱用關係者。  

二、自請辭職經核准者。  

三、定期勞動契約期滿而離職者。  

第十二章 退休  

第四十條    (自請退休)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一、服務滿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五歲者。  

二、服務滿二十五年以上者。 

三、服務十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  

第四十一條  (強制退休)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校得強制其退休：  

一、滿六十五歲者。  

二、心神喪失或身體障礙不堪勝任工作者。  

第四十二條  (退休金之請領)  

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退休金之請領，依勞工退休金條例及其施行細則暨相關

規定辦理。 

退休金請求權，自得請領之日起，因5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第四十三條  (年齡計算)  

本規則所稱之年齡，應以戶籍記載為主。  

第十三章 其他  

第四十四條  (勞資會議)  

本校為促進團結合作，提高工作效率，依勞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勞資會議。  

第四十五條  (性騷擾防治)  

本校為維護職場性別平等，營造友善工作環境，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辦法」，有關職場性騷擾防治、

保護及處理事項，悉依該相關規定辦理。  

第四十六條  (安全衛生)  

本校依勞工安全衛生有關法令，設立安全衛生中心，辦理環境教育及安全衛生工作，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全體員工安全與健康。  

第四十七條  (補充規定)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項，悉依勞動基準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與本校有關規定辦理。但

不得違反法令上強制或禁止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  (施行與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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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別 
給假日數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說明 依據 

事

假 

14日  因事必需本人

處理  

 不給  1.全年不得超過14

日，逾期以曠職論。

2.請假應於事前1天提

出，若突發情事，應

於當日上班前一小

時電話向直屬主管

請假。  

3.單位主管於必要時

得要求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提出有

關證明文件。 

勞工請假規

則§7、§10 

家

庭

照

顧

假 

7日 其家庭成員預

防接種、發生嚴

重疾病或其他

重大事故須親

自照顧時  

 不給  日數併入事假計算 性別工作平

等法§20 

普

通

傷

病

假 

1.未住院者1

年內合計不

得超過30日

內。  

2.住院者2年

內合計不得

超過1年。  

3.前兩項傷病

假2年內合

計不得超過

1年。  

因普通傷害、疾

病必需治療或

休養  

1.2日以上檢

具合法醫療

機構或醫師

證明書。 

2.如有需要單

位主管得要

求勞工提供

相關證明文

件。  

1.1年未超

過30日部

份薪資折

半發給。 

2.超過30日 

薪資不

給。  

3.其領有勞

工 保險

普通傷病

給付未達

薪資半數

者由本校

補足。  

1.普通傷病逾左述規

定者，經以事假或特

別休假抵充後仍未

痊癒者，得申請留職

停薪，期間以1年為

限。 

2.期限屆滿未痊癒得

經預告予以資遣。 

3.經醫師診斷，罹患癌

症(含原位癌)採門

診方式治療或懷孕

期間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療或休養期

間，併入住院傷病假

計算。 

4.單位主管於必要時

得要求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提出有

關證明文件。 

勞工請假規

則§4、§5、 

§10 

25



假

別 
給假日數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說明 依據 

生

理

假 

每月得請1日  因生理日致工

作有困難 

 同上  1.全年未逾3日，不併

入病假計算，其餘日

數併入病假計算，併

入及不併入病假之

生理假，工資折半發

給。  

2.全年度所請生理

假，已屆相關法令所

定病假之日數上

限，年度內再有請生

理假之需求仍可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

定請生理假，惟不支

薪。  

性別工作平

等法§14 

婚

假 

8日  本人結婚  戶口名簿  照給  應自結婚之日前10日

起3個月內請畢。但因

特殊事由經校長核准

者，得於1年內請畢，。

勞工請假規

則§2 

公

假 

依實際需要核

給 

比照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中公

假核給之規定 

繳驗有關證件

或核准公函 

照給  勞工請假規

則§8 

比照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 

§4 

公

傷

假 

依實際需要核

給 

因執行職務受

傷需治療或休

養 

職業傷害報告

表及醫師診斷

書 

按原領薪資

額度支給公

傷補償費

(但應抵充

勞保給付) 

1.治療終止時如有勞

基法第54條情形，符

合勞保失能給付規

定且不堪勝任工作

時，得予強制退休。

2.醫師診斷書應請醫

師記載療養所需日

數。 

勞工請假規

則§6 

勞基法§5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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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別 
給假日數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說明 依據 

喪

假 

8日  父母、養父母、

繼父母、配偶喪

亡  

死亡證明或訃

文  

照給  於百日內請畢為原則。 勞工請假規

則§3 

6日 祖父母、子女、

配偶之父母、配

偶之養父母或

繼父母喪亡 

3日 兄弟姊妹、配偶

之祖父母、曾祖

父母喪亡 

產

檢

假 

5日  受僱者妊娠期

間，雇主應給予

產檢假。  

醫師診斷書  照給  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

應給予產檢假5日，得

擇定以「半日」或「小

時」為請假單位，但擇

定後不得變更。  

性別工作平

等法§15 

產

假 

8星期  本人分娩前後  醫師診斷書 1.到職滿6

個月以上

照給。 

2.到職未滿

6個月減

半發給。 

3.妊娠2個

月以上未

滿3個月

流產或妊

娠未滿2

個月流產

者，雇主

並無給付

薪資之義

務。 

1.懷孕滿3個月後之產

前檢查，得請產假，

惟其請假日數應與

生產期間所請產假

日數併計。  

2.產假期間之計算應

依曆連續計算。 

勞基法§50 

性別工作平

等法§15 

性別工作平

等法施行細

則§6 

4星期 本人妊娠3個月

以上流產者  

1星期 妊娠2個月以上

未滿3個月流產

者 

5日 妊娠未滿2個月

流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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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別 
給假日數 請假原因 證件 薪資 說明 依據 

哺

乳

時

間 

依實際需求 子女未滿二歲

須受僱者親自

哺乳者 

 照給 每日哺乳時間60分鐘。

延長工作時間達1小時

以上者，給予哺乳時間

30鐘。 

性別工作平

等法§18 

勞基法§52 

陪

產

假 

5日  男性員工其配

偶分娩時  

出生證明書  照給  受僱者應於配偶分娩

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

15日期間內，擇其中之

5日請假。  

性別工作平

等法施行細

則§7 

留

職

停

薪 

2年為限 育嬰 

受僱者任職滿6

個月後，於每一

子女滿3歲前得

申請育嬰留職

停薪。 

1.親屬關係證

明文件(戶

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影本

等) 

2.配偶在職之

證明文件

(如證明書

或切結書

等) 

不給 受僱者於育嬰留職停

薪期間，得繼續參加原

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

主負擔之保險費，經通

報保險機關後免予繳

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

保險費，得遞延3年繳

納。 

性別工作平

等法§16 

 

1年為限 普通傷病逾規

定天數者 

合法醫療機構

或醫師證明書

不給 勞保由原投保單位繼

續投保 

勞工請假規

則§5 

特 

別

休

假 

依工作年資： 

1.6個月以上1年未滿者，3日。

2.滿1年以上2年未滿者，給予7  

日。  

3.滿2年以上3年未滿者，給予10

日。 

4.滿3年以上5年未滿者，給予14

日。 

5.滿5年以上10年未滿者，給予

15日。 

6.滿10年以上者，每1年加給1

日，加至30日為止。 

 照給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勞

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勞基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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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五、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職員考績委員會獎勵審議

原則」部分條文草案，請

討論。 

人事室 1. 依據本校 107 學年度第 2次職員考績委

員會決議辦理。 

2.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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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職員考績委員會獎勵審議原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六、職務代理，敘獎額度如下: 

(一)代理他人職務期間一

個月以上嘉獎一次；

代理期間三個月以上

嘉獎二次；代理期間

四個月以上記功一

次。 

(二)二人以上共同代理，期

間二個月以上不滿四

個月者嘉獎一次；共

同代理期間四個月以

上嘉獎二次。 

(三)有關職務代理案件由

各單位依審議原則簽

奉核可後逕由人事室

行發布，免提職員考

績委員會審議。 

(四)需於代理完畢後或

(學)年度結束前三個

月內，提出敘獎建議。 

六、職務代理，敘獎額度如下:

(一)代理他人職務期間一

個月以上嘉獎一次；

代理期間三個月以上

嘉獎二次；代理期間

四個月以上記功一

次。 

(二)二人以上共同代理，期

間二個月以上不滿四

個月者嘉獎一次；共

同代理期間四個月以

上嘉獎二次。 

(三)有關職務代理案件由

各單位依審議原則簽

奉核可後逕由人事室

行發布，免提職員考

績委員會審議。 

(四)需於代理完畢後或

(學)年度結束前三個

月內，提出敘獎建議。

(五)已支領主管加給，基於

獎勵不重複原則不予

敘獎。 

依據本校 107 學年度第 2次

職員考績委員會決議事項且 

考量獎勵審議原則第6點第5

款之刪除無違本校一般規定

所設定獎勵不重複原則之精

神，爰擬提案刪除以資鼓勵

代理主管同仁之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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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職員考績委員會獎勵審議原則 

104 年 10 月 21 日經本校 104 學年度第 2次行政會議通過 

105 年 10 月 19 日經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次行政會議通過 

105 年 11 月 16 日經本校 105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 年 09 月 19 日經本校 107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 年 12 月 12 日經本校 107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一般規定 

(一)獎勵案依行政程序簽請敘獎時，須有具體事實並檢附本職工作內容、相關佐證資料。 

(二)辦理本職業務克服困難表現優異或研究創新經採行確有績效、具體事蹟者，得予敘獎。  

(三)辦理本職以外之工作，已領取津貼或工作酬勞，基於獎勵不重覆原則，不予敘獎。  

(四)同一案件已領取績效獎金或其他等值獎勵者，除有特殊功績者外，不予敘獎。 

(五)屬於經常性、例行性之委辦或本職業務，不予敘獎。 

二、舉辦各項大型會議、研討會、訓練、座談、論壇等活動，有具體成果或特殊優良表現

者，敘獎額度如下: 

(一)參與人數超過一百人以上、辦理日數在二日以上者，核予主辦人員嘉獎一次。 

(二)活動當日各單位支援協助者，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三)辦理大型國際會議或國際研討會表現優良、著有績效者，主辦人員嘉獎二次，協辦人

員嘉獎一次。 

(四)校慶、畢業典禮等案，係每年辦理事項，須有特殊優良表現始得列入獎勵。 

(五)單場演講活動不予敘獎。 

(六)校外參訪活動，原則上不予敘獎。 

前項年度內辦理各項活動，如屬同性質者，以獎勵一次為原則。 

三、本校自行擬訂創新計畫，爭取其他機關相當獎補助金額、人力或其他有關資源之補助，

表現優良者，核予主辦人員嘉獎二次之獎勵，協辦人員嘉獎一次之獎勵。 

四、本校依據他機關來函或依相關計畫已明定敘獎規定，其建議敘嘉獎二次以下者，得照案

發布免提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惟獎度在記功一次以上者，需提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 

五、依教育部來函建議敘獎案件，經列舉具體事實： 

 (一) 如建議敘嘉獎一次之獎勵者，免提本會討論，由人事室依行政程序以稿代簽逕行辦

理發布事宜；惟建議獎度超過嘉獎一次者，則提本會討論。 

(二)無明確獎勵額度及人數者，依其具體特殊優良表現敘獎，最高以嘉獎二次為限。 

六、職務代理，敘獎額度如下: 

(一)代理他人職務期間一個月以上嘉獎一次；代理期間三個月以上嘉獎二次；代理期間四

個月以上記功一次。 

(二)二人以上共同代理，期間二個月以上不滿四個月者嘉獎一次；共同代理期間四個月以

上嘉獎二次。 

(三)有關職務代理案件由各單位依審議原則簽奉核可後逕由人事室行發布，免提職員考績

委員會審議。 

(四)需於代理完畢後或(學)年度結束前三個月內，提出敘獎建議。 

七、辦理聯招試務相關工作，表現優良敘獎案件，敘獎額度如下: 

(一)未領工作津貼者主辦人員嘉獎二次，協辦人員嘉獎一次至二次。 

(二)領有工作津貼者，基於獎勵不重覆原則，不予敘獎。。 

八、對於學校重要業務具有開創或重大革新，並獲特殊績效之敘獎額度如下: 

(一)開創重要業務或重大革新，有特殊績效，對學校貢獻卓著者，核予嘉獎二次或以上之

獎勵。 

(二)對所辦業務積極改革，有具體績效者，依績效嘉獎一次至二次之獎勵。 

九、擔任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圓滿達成任務敘獎案件，均列入年終考績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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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六、有關本校「辦理學生就學

獎補助要點」第 6點第 3

項，工讀助學金(勞僱型)

預算 (不含自給自足單

位)分配原則，請討論。 

學生事

務處 

1. 本校辦理學生就學獎補助要點第 6點第

3項：行政單位：由學生事務處召開審

查會議，依各行政單位所提報之需求

(不含自給自足單位)討論分配之。 

2. 因本校基於協助各單位運作，歷年自給

自足單位亦分配金額。 

3. 本校為因應教育部相關法規修正，自

108 年 2 月 1 日起聘用學生均依規定加

入勞保，惟因納保所產生勞保、二代健

保、勞退所需經費，須由各單位自行負

擔，以致各單位實際可核發經費減少，

且壓縮學生可領金額。 

4. 請討論自給自足單位，是否自行編列工

讀預算。參考資料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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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給自足單位及相關規定 

文創中心: 本校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設置辦法第 6條規定自給自足。 

語文教學中心:本校語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第5條規定自給自足。(未參與分配) 

環境檢驗中心:本校環境檢驗中心設置辦法第 10 條規定自給自足。(未參與分

配) 

創新育成中心: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辦法第 7 條規定自給自足。 

學生輔導中心：本校學生輔導委員會暨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辦法，未明定。 

特殊教育中心：本校特殊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未明定。(未參與分配) 

科學教育中心：本校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 7 條本校編列預算。(未參與分

配)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本校成人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第 7 條本中心得接受校外公私立機構委託或合作，從事專題研究及培訓。

該協議計畫經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所需經費由委託機關負擔。 

第 8 條本中心經常業務費用，由本校預算內勻支。 

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本校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7 條本校預算

內勻支。(未參與分配)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要點第 5點教學卓越計畫及本校經費支應。 

藝文中心:本校藝文中心設置辦法第 6 條本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資訊教育中心：本校資訊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 7 條本中心所需經費採自給自足

為原則 

環境教育中心：本校環境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六條 本中心經費運作以自

給自足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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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要點第 4 點推廣教育經費之編列以自給自足，有

賸餘為原則。 

體育室:本校體育館管理辦法及本校運動場地提供校外使用辦法。 

-未明定是否為自給自足單位，辦理活動(例如:夏令營)如有收費，是否比照自

給自足? 

105-107 學年度各自給自足單位分配金額表 

單位：元 

單位     

   分配金額 
105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107 學年度 總計 

文創中心 29,440 20,000 16,000 65,440

創新育成中心 20,000 14,000 11,200 45,200

學生輔導中心 
96,000

使用 0

96,000

使用 8,000
76,800 268,800

成人教育研究

中心 
36,800 25,000 20,000 81,800

教學發展中心 142,195 99,000 79,200 320,395

藝文中心 36,480 25,000 20,000 81,480

進修學院 50784 35,000 28,000 113,784

體育室 474,051 336,842 486,360 1,297,253

總計 885,750 650,842 737,560 2,274,152

 

截至 108 年 8 月 14 日止，奉核以 MBO 支應工讀費單位為： 

美術系 108.08.20 簽准 16,055 元 

跨藝所 108.07.01 簽准 30,000 元 

音樂系 108.06.19 簽准 4,838 元 

總務處環安組 108.05.20 簽准 9,000 元 

視設系 108.05.14 簽准 80,000 元 

光通系 108.04.24 簽准 30,000 元 

地理系 108.04.01 簽准 100,000 元 

總務處文書組 108.03.15 簽准 19,0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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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七、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學生兼任教學助理助學金

實施要點」第三點，請討

論。 

教學發

展中心

1. 參照「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兼任教學

助理及工讀生實施要點」第五點，擬提

案修正。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本

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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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兼任教學助理助學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備註 

三、本校應按「小時」核計助

學金作為學生兼任工讀

生提供勞務之報酬，並按

月核發一次，其支付標準

如下： 

(一)大學生:每小時依政

府最低時薪核算。 

(二)碩士生:每小時依政

府最低時薪加 30 元

核算。 

(三)博士生:每小時依政

府最低時薪加 50 元

核算。 

三、學生兼任教學助理之報酬

以時薪計算，大學生每小

時新台幣 150 元，研究生

每小時新台幣 200 元，如

有調整，得由教學發展中

心簽請校長同意後實施。

參照「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

兼任教學助理及工讀生實施

要點」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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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兼任教學助理助學金實施要點（修正後） 

107 年 12 月 12 日 107 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學生擔任兼任教學助理之機會，依據勞

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保障兼任助理勞動權益

準則」，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辦理。 

二、本校學生擔任兼任教學助理之時段，不得與所修課程或系（所、校）定學習活動時間重

疊。 

三、本校應按「小時」核計助學金作為學生兼任工讀生提供勞務之報酬，並按月核發一次，

其支付標準如下： 

(一)大學生:每小時依政府最低時薪核算。 

(二)碩士生:每小時依政府最低時薪加 30 元核算。 

(三)博士生:每小時依政府最低時薪加 50 元核算。 

四、學生兼任教學助理，以就讀本校之學生為限(不含休學、停學、保留學籍者)，並得保留

適當名額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等學生。 

五、各單位學生兼任教學助理之經費分配，依本校「辦理學生就學獎補助要點」規定辦理。 

六、各單位僱用學生兼任教學助理，應依勞動部「僱用部分時間工作勞工應行注意事項」辦

理。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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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八、修正本校「大學部學生宿

舍核配作業規定」第三點

第一項優先核配順序，增

列離島學生，請討論。 

學生事

務處 

1. 依金門縣政府 107 年 5 月 22 日府教國

字第 107004210 號函辦理。 

2. 為保護離島學生赴台就學之生活照顧及

住宿安全，增列第三點第一項第 3款離

島學生，第三點第一項第 3款以下各款

次序號依序調整。 

3. 本案經學生宿舍委員會會議通過，經行

政會議通過後自 108 學年度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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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大學部學生宿舍核配作業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三、學年住宿核配原則： 

（一）優先核配順序： 

    1、身心障礙學生（領有  身

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

明）、境外生（海外僑

生、港澳僑生、外籍生

及陸生）。 

    2、家境清寒學生。 

    3、離島學生。 

    4、因公奉核定需住 

       校學生。 

    5、大一新生。 

    6、二、三、四年級 

      學生（設籍於舊制 

      高雄市 11 個行政 

      區及鳳山市以外 

      之學生）。 

    7、二、三、四年級 

       學生（設籍於舊 

       制高雄市 11 個行 

       政區及鳳山市之 

       學生）。 

8、轉學生、復學生。 

三、學年住宿核配原則： 

（一）優先核配順序： 

     1、身心障礙學生（領有  

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

證明）、境外生（海外僑

生、港澳僑生、外籍生

及陸生）。 

    2、家境清寒學生。 

    3、因公奉核定需住 

       校學生。 

    4、大一新生。 

    5、二、三、四年級 

       學生（設籍於舊 

       制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及鳳山 

      市以外之學生）。 

    6、二、三、四年級 

      學生（設籍於舊制 

      高雄市 11 個行政 

      區及鳳山市之 

      學生）。 

   7、轉學生、復學生。 

一、金門縣政府

函：為保護

離島學生赴

台就學之生

活照顧及住

宿安全，請

各大專校院

支持離島學

生住宿優先

事宜。 

二、增列修正第

三點第一項

第三款。 

三、第三點第一

項第三款以

下各項次序

號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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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大學部學生宿舍核配作業規定 

（修正草案全文） 

104 年 5月 6日 103 學年度第七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年 6月 1日 104 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 年 12 月 13 日 106 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在明確規定學生宿舍核配作業，以因應處理宿舍容量不足之問題。 

二、實施對象： 

    本校大學部學生，及暑假期間住校之學生（員）。 

三、學年住宿核配原則： 

（一）優先核配順序： 

          1、身心障礙學生(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境外生（海外

僑生、港澳僑 生、外籍生及陸生）。 

2、家境清寒學生。 

3、離島生。 

4、因公奉核定需住校學生。 

5、大一新生。 

6、二、三、四年級學生（設籍於舊制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及鳳山市以 

             外之學生）。 

7、二、三、四年級學生（設籍於舊制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及鳳山市之 

             學生）。 

8、轉學生、復學生。 

（二）男女依現況分開核配。 

（三）男生宿舍與女生宿舍分別先行預留若干床位，以供學生宿舍自委會彈 

          性運用，應付不可預期之情況。 

（四）各順序位人數計算：除大一新生（含公、自費生），是以實際申請人 

          數計算外，其他順位之人數計算，均以作業時之實際現有人數計算。 

（五）床位依「前（一）優先核配順序」之順序予以核配，核配至床位不足 

          分配之順序位時，則依各系該順序位之學生比例，將剩餘床位分配給 

          各系；並由總宿舍長召集各系宿舍長定點定時作業，各系依該順序位 

          所分配得之床位，公開抽籤，以核配該順序位學生之床位。 

1、床位不足分配之順序位，剩餘床位分配給各系之計算方式： 

 

 

 

 

該順序位所剩餘床位數 * 各系在該順序位之學生人數 

各系學生床位數=

               該順序位學生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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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床位數計算至小數點後一位數，按五捨六入，如有 

               多出床位則交由學生宿舍自委會運用處理。 

2、實施抽籤時，應先期公告時間、地點；由總宿舍長主 

             持，邀請有關師長、系輔導教官等列席指導，及有關 

             學生、學生代表參與，並歡迎學生與學生家長參觀見 

             證。 

（六）因公奉核定需住校學生，包含簽陳核定表現優異之前一任宿舍自 

         委會委員，以擔任本學年宿舍自委會監事，及宿舍秩序、整潔之 

         督導。 

四、學年住核申請與核配： 

（一）在校生： 

           1、申請次學年度住校學生，需於公告期限前至各班代表登記申  

         請，逾期未依規定登記申請學生，視同放棄住校之申請，申 

         請住宿同學需填具住宿申請單，依其規定住宿。 

           2、各班代表將班內申請次學年度住校學生名冊，於公告期限前 

         繳交系宿舍長。 

           3、學生宿舍自委會於公告期限前，協調各系宿舍長決定各系樓 

         層、寢室之分配，並將分配情形送各系辦公室、軍訓室、生 

         活輔導組。 

           4、各系宿舍長於公告期限前，完成該系次學年度已分配住校之 

         學生寢室名冊初審，並送系辦公室、系輔導教官、生活輔導 

         組、總宿舍長各一份。 

           5、各系宿舍核配作業，請各系師長、輔導教官協助輔導。 

           6、學年度結束前，由生活輔導組簽呈核定公告已核配之住宿名 

         單。 

（二）新生： 

      新生欲申請住宿者，請務必於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放榜後一周內  

          (約 8 月初)，上網登入申請，如未上網登錄申請，均視為不需要 

          住學校宿舍，不辦理住宿核配。 

（三）生活輔導組於開學前，簽請核定公告大學部學生全部住宿名單。 

（四）申請住校學生，均應依規定，另行繳交學生宿舍自委會之寢室清 

          潔費及住宿保證金；寢室清潔費做為遷離寢室時，所住宿寢室之 

          清潔費用；而住宿保證金則做為公物不當損壞或遺失時之賠償， 

          餘額於退宿時，無息退還。 

五、暑假住宿核配： 

暑假期間大學部學生宿舍之借住、核配，均依「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暑 

     假期間借住使用辦法」（辦法另定）辦理。 

六、一般規定： 

41



（一）家境清寒學生或行動不便之殘障生必須備有縣市政府（院轄市或省轄 

          市、縣）證明。 

（二）設籍高雄市、鳳山市以外之在校學生，由各系自行查驗。 

（三）自動退宿學生，在本學年度之內不得再行申請住校。 

（四）有關寢室清潔費、住宿保證金與暑假住宿管理費之金額，由學生宿舍 

          自委會研議後，簽請核定。 

（五）核配住校學生，如學期中或暑假期中退宿，其已繳交住宿費、寢室清 

          潔費等之退費計算方式： 

1、宿舍開宿前申請退宿者，其已繳交之住宿費、寢室清潔費均可申

請全額退還。 

2、宿舍開宿後至開學一週（含）以前申請退宿者，其已繳交之住宿

費，可申請退還四分之三，寢室清潔費則不予退還。 

3、開學一週後至學期三分之一（含）以前申請退宿者，其已繳交之

住宿費，可申請退還二分之一，寢室清潔費則不予退還。 

4、學期三分之一以後至學期三分之二（含）以前申請退宿者，其已 

             繳交之住宿費，可申請退還三分之一，寢室清潔費則不予退還。 

5、暑假住校學生（員）之退宿退費方式，由收費作業單位自行研定 

             簽核。 

（六）開學一週內，由學生宿舍自委會就剩餘之床位，公告依序遞補；遞補 

          住校學生，依規定繳交全學期住宿費。 

（七）學期中如有學生因故退宿時，須於核定之第三日內辦妥退宿手續遷出 

          宿舍。 

（八）分配之寢室床位不得私自調換或轉讓他人。 

（九）凡嚴重違反住宿有關規定，經核定勒令退宿學生，一律喪失其次學年 

          之申請住宿資格，不予分配床位。 

（十）本規定核定實施後，如情況發展超出本規定所預期之範圍，則由生活 

          輔導組協調正副總宿舍長研商因應措施，簽請校長核定辦理。 

     (十一) 符合申請資格之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得申請優先核配宿舍，並同 

      意參加生活服務學習 30 小時，得減免宿舍費，暑假須服務 8小時。 

     (十二)符合申請資格之中低收入戶學生，得申請優先提供校內宿舍住宿。 

     (十三)住宿優惠期間包含暑假等短期住宿。 

     (十四)前述住宿優惠學生得參與生活服務學習；有關申請方式及生活服務

學習時數，請參考本校弱勢學生申請優惠學生宿舍住宿作業要點。  

七、本規定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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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九、修正「本校科技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部

分條文草案，請討論。 

科技學

院 

1. 本要點業經 107 年 12 月 27 日 107 學年

第 1學期第 4次科技學院院教評會議、

108 年 04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

科技學院院務會議暨 108 年 6 月 19 日

107 學年度第 4次校教評會議審議通

過。 

2. 依據 107.11.28 本校人事室高師大人

字第 1070011557 號函規定： 

請本校各學術單位檢視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賦予遞補及遴聘 

外校教師擔任教評會委員之依據，使教

師評審委員會得以順利運作。 

3. 修正對照表及本設置要點全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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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科技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二、本委員會除本學院院長及系

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外，各系所分

別推 選副教授（含）以上教師

代表一人共十一人組成。本委員

會由院 

長擔任主席，各委員任期一年，

各系所推選之委員不得連任，其

職權行使至下屆委員產生日期

為止。 

各系應同時選出候補委員，必要

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本

委員會委員參與審查。 

二、本委員會除本學院院長

及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外，

各系所分別推選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代表一人共十一人

組成。本委員會由院長擔任

主席，各委員任期一年，各

系所推選之委員不得連任，

其 

職權行使至下屆委員產生日

期為止。 

 

依據 107.11.28 本校人事室

高師大人字第 1070011557 號

函規定： 

請本校各學術單位檢視各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賦

予遞補及遴聘外校教師擔任

教評會委員之依據，使教師評

審委員會得以順利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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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科技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後） 

92.11.20  92學年度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92.12.24  92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96.01.11  95學年度第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96.01.11  95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96.07.11  95學年度第8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06.18  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4 .06 月25 日103 學年第2 學期第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25  104學年度第1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12.23  104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12.31  104學年度第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5.01.05  104學年度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01.13  104學年度第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5.03.02  104學年度第5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6.03.21  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6.04.13  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05.17 105學年度第3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6.06.07  105學年度第8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6.06.08 陳請校長核定 

107.12.27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8.04.25  107學年度第2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8.06.19 107 學年度第 4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一、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獎懲、  

    進修、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令應予審 (評)議事項等之建議   

案，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設

置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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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教師代表一人共十一人組成。本委員會由院長擔任主席，各委員任期一

年，各系所推選之委員不得連任，其職權行使至下屆委員產生日期為止。 

各系應同時選出候補委員，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本委員會委員參

與審查。 

三、本委員會審查本學院各系所提送之專、兼任教師聘任、聘期、升等、停聘、 

解聘及其他相關人事事項，各委員對於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之案件，

應作迴避。審議升等案件時，委員之職級須高於申請升等審查之教師職 級，

若委員人數不足七人時，依本校教評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依行政程序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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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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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異議時，以無記名投票決定之，並以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同意票為通過。 

五、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建議案件，應續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六、有關教師重大事項案件，所屬學系、研究所教評會所作之決議，如事證明確 

    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本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七、本學院所屬各系（所）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經系（所）教評會議、系（所）務會議、院教評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

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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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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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修正本校「藝術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部

分條文草案，請討論。 

藝術學

院 

1. 依據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三條第三

款及各級教評會組織辦法訂定參考原則

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而修訂之。 

2. 案經本院教評會 108 年 4 月 23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教評會議審議

通過及 108 年 5 月 22 日 107 學年度度

2學期院務會議通過及 108 年 6 月 19

日 107 學年度第 4次校教評會議審議通

過及 108 年 9 月 4 日 108 學年度第 1次

行政主管會報照案通過。 

3.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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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二、本會組成需有7人

（含）以上，除本學院

院長及系所主管為當

然委員外，並由各系所

推選教授代表（若該系

所未有教授時，得由副

教授代之，惟不得參與

教授級升等審查）各一

人，共同組成之，由院

長擔任主席，各委員任

期一年，推選之委員不

得連任，其職權行使至

下屆委員產生日期為

止。 

七、本要點經本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院務會

議、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行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二、除本學院院長及系

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外，

並由各系所推選教授代

表（若該系所未有教授

時，得由副教授代之，

惟不得參與教授級升等

審查）各一人，共同組

成之，由院長擔任主 

席，各委員任期一年，

推選之委員不得連任，

其職權行使至下屆委員

產生日期為止。 
 

 

七、本要點經本學院院

務會議、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

條第3項而修訂。 

 

 

 

 

 

 

 

 

 

 

 

依據本校各級教評會

組織辦法訂定參考原

則第2條第1項第3款

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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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全文 

92.10.07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92.11.19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行政會議通過 

96.07.11  九十五學年度第八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09.25  一0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通過 

102.10.09  一0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01.15  一0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評會通過 

103.02.26  一0二學年第五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04.23  一0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通過 

108.05.22  一0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評鑑

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人事事項等，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設置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二、 本會組成需有7人（含）以上，除本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為當然委

員外，並由各系所推選教授代表（若該系所未有教授時，得由副

教授代之，惟不得參與教授級升等審查）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由院長擔任主席，各委員任期一年，推選之委員不得連任，其職

權行使至下屆委員產生日期為止。 

三、 本會審議本學院各系所提送之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

停聘、解聘、評鑑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人事等事項。 

四、 本會不定期召開，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

得開議。若審議案件有異議時，以無記名投票決定之，並以獲得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本會開會審議時，

各委員對於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之案件，應予迴避。 

五、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所屬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所做之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本會得逕

依規定審議變更之；若本會所做之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

不當時，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亦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六、經本會審議通過之建議案件，應送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七、 本要點經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院務會議、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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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一、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

費標準暨分配原則」(草

案)，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現行交換生自費標準係不分學制均按本

校入學當學年度學士班外國學位生最低

收費標準收費，為強化招收境外交換研

修生誘因，此次修正重點一係將大學部

與研究所自費生收費標準區隔，因研究

所學生修課通常較學士班少，修訂後就

讀研究所交換生自費收費標準比照日間

部碩博班外籍學位生，由 45700 元降為

26900 元，大學部自費生僅增加電腦及

網路通訊使用費 500 元、語言實習費

200 元。 

2. 另一修正重點係明訂與境外學術單位交

流支出標準：茶點、水果每份不超過

80 元、桌宴每人不超過 800 元等。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1次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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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修訂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收費標準： 

(一) 

1.就讀學士班交換研修生按本

校入學當學年度學士班外

籍生最低收費標準收費，電

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語言

實習費亦按本校標準繳交。 

2.學士班每學期選讀學分以27

學分(含)為限，超過 27學

分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

分，上修研究所課程依規定

申請外，一律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3.就讀研究所交換研修生按本

校入學當學年度日間學制

碩博士班外籍生最低學雜

費基數收費，電腦及網路通

訊使用費亦按本校標準繳

交。 

4.研究所每學期選讀學分以 9

學分(含)為限，超過 9學分

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下修大學部課程依規定申

請外，一律另收學分費 1960

元/學分。 

 

五、經費分配及使用標準等如下： 

（三）與境外學術單位交流支出標

準： 

1.茶點、水果每份不超過 80

元。 

2.桌宴每人不超過 800元。 

如有特殊情形，另案簽請校長

核定。 

(四)業務單位及接待系所分配款

項……。 

三、收費標準： 

(一)  

1. 不分學制，按本校入

學當學年度學士班

外國學位生最低收

費標準收費(內含電

腦實習費)。 

2. 每學期選讀學分以

25學分(含)為限，超

過 25學分另收學分

費 1960元/學分。 

3. 學士班學生上修研

究所課程依規定申

請外，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三)業務單位及接待系所分

配款項……。 

1.為強化招收境外生誘

因，區分大學部與研究

所收費標準，因研究所

學生修課通常較學士

班少。 

2.本校 108學年度學士

班外籍生學雜費最低

是 45700元、電腦及網

路通訊使用費 500

元、語言實習費 200

元，合計 46400元。 

3.本校 108學年度研究

所外籍生學雜費基數

最低是 26400元、電腦

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是

500元，合計 26900元。 

4.因交換研修生學費已

較高，凡超修、上修、

下修學分不分學制一

律加收 1960元/學分 

5.學士班與研究所學分

數上限係依據本校學

則第 22、23條。 

 

 

新增與境外學術單位交

流支出標準 

 

 

因新增(三)，原(三)順

延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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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分配原則修正草案 

105 年 12月 21日 105 學年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3月 28日 105 學年下學期校務基金會議通過 

108 年 月  日 108 學年  學期校務基金會議通過 

一、 為使境外學生來校交換收入得以合理收取使用，特訂定境外交換研修生自費收費標準暨

分配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 所稱交換研修生，係指境外學生來校交換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者。 

三、 收費標準： 

(一)交換研修生所屬原學校已與本校簽約姐妹校之境外學生至本校交換，學雜費之繳交

依雙方協議內容外，依以下規定辦理： 

1.就讀學士班交換研修生按本校入學當學年度學士班外籍生最低收費標準收費，電

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語言實習費亦按本校標準繳交。 

2.學士班每學期選讀學分以 27學分(含)為限，超過 27學分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

分，上修研究所課程依規定申請外，一律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3.就讀研究所交換研修生按本校入學當學年度日間學制碩博士班外籍生最低學雜

費基數收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亦按本校標準繳交。 

4.研究所每學期選讀學分以 9學分(含)為限，超過 9學分另收學分費 1960元/學分，

下修大學部課程依規定申請外，一律另收學分費 1960 元/學分。 

(二)各系所另有收費標準者，依各系所規定辦理(附件 1)。 

四、 退費標準：比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 

五、 經費分配及使用標準等如下： 

（一）分配比例： 

1. 29%撥予業務單位(國際事務處)。 

2. 扣除符合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五項

規定之超支鐘點費及為境外學生開課（含語教中心）之鐘點費後，依每學期來

校之境外交換生人數撥予系所，每 1位交換生撥給系所上限 2500元，本項次費

用至多以 29%為限。 

3. 22%提撥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及相關優惠。 

4. 20%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二）用途： 

1.辦理境外招生相關費用。 

2.國外與大陸地區差旅費。 

3.辦理學術活動、鼓勵本校學生接待境外生之獎助學金、外國學生獎學金、本校

與境外學術單位之師生互訪、交流及各項相關業務等事宜。 

（三）與境外學術單位交流支出標準： 

1.茶點、水果每份不超過 80元。 

2.桌宴每人不超過 800元。 

如有特殊情形，另案簽請校長核定。 

 (四)業務單位及接待系所分配款項年度執行如有結餘專帳繼續運用，其餘結餘款納入校

務基金專款運用，其運用範圍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六、本原則經國際事務委員會、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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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二、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請討論。 

師資培

育與就

業輔導

處 

1. 依照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於 108 年 6 月 28 日高評自第

1081000757 號函需於 108 年 7 月 31 日

前依據審查意見修正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書，彙整後函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再做

審查。 

2. 本校依行政程序業於 108 年 7 月 22 日

簽請校長核准將於 108 學年第一學期臨

時校務會議追認修訂「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3. 檢附現行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4. 本辦法如經 108-1 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續送校務會議追認。 

 

 

 

53



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
資培育教學研究與行政
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
之目標，依據教育部「大
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
業要點」規定，訂定「國
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
學研究與行政服務品
質，發展學校特色、達
成師資培育之目標及建
立持續改善機制， 依據 
教育部「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作業要點」規 
定 ，訂定「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強化師資培育教
學研究，並精簡
文字。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對象，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為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以下簡稱師就
處)；中等學校師資類科為
教育學系、國文學系、英
語學系、地理學系、美術
學系、音樂學系、數學系、
物理學系、化學系、生物
科技學系、工業科技教育
學系、師就處中等學校教
育學程；特殊教育師資類
科為特殊教育學系、師就
處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
段資賦優異組教育學程。

        
 

第二條 本校應 受 評 鑑 對 
象 為 國 民 小 學 、 
中 等 學 校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班 )、特
殊 教育師資類科中等教
育階段資賦優異師資組
教育學程師資類科。  師
資類科自我評鑑之類別
相關條件規範如下： 
一、自我評鑑： 

(一)符合教育部認
定大學校院自
我評鑑機制及
結果審查作業
原則 第三點
資格。 

(二)最近三年教師
資格考試通過
率平均數高於
全國平均數。 

(三)最近一次師資
培育評鑑（不
包括再次接受
評鑑）結果所
有項 目全數
通過。 

二、準自我評鑑： 

(一)符合教育部認
定大學校院自
我評鑑機制及
結果審查作業
原則 第三點
資格。 

(二)最近三年教師

依據高教評鑑
中心審查意見
第 1-1 點修改
條文內容。 

54



2 
 

資格考試通過
率平均數高於
全國平均數減
五個 百分點。 

(三)最近一次師資
培育評鑑（不
包括再次接受
評鑑）結果通
過之 師資類
科。 

第三條  各師資類科之自我評
鑑，依據教育部「師資
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應包含下列六大評
鑑項目，並分成必須符
合之「基本指標」，以
及檢視是否績優之「關
鍵指標」：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 

二、行政運作與自我改
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
持。 

四、教師質量與課程教
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六、實習與夥伴學校關
係。 

  

第三條  各師資類科分別評定，
其評鑑結果分為通過、
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
種。 

新增條文，原條
文第三條文移至
新條文第十條。

第四條 本校各師資類科均應定
期辦理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以四到七年實施一
次為原則，得配合教育
部師資培育評鑑週期調
整，以確保本校師資培
育之品質。 

       
 

第四條  為辦理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本校應成立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 會，置委員7-9人。
評鑑委員由校長擔任
召集人並遴聘副校
長、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以下簡稱師就處)
處長及校內外具學術聲
望及評鑑 專業之專家
學者組成之，其中校外
委員不得低於三分之
一，委員任期 一任三
年，得續任一次。 

原第九條移到
第四條，增列文
字說明自我評
鑑週期為四至
七年。 

第五條 各師資類科之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各階段實施程序  
一、規劃準備階段：  

(一)成立「師資培育自

第五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議之出席人數，
需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始得開會。 

原第十條移到第
五條，簡化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實
施程序為四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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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並定期召開會議。 

(二)成立各師資類科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不定期召
開會議。 

(三)訂定自我評鑑作
業流程表。  

(四)辦理各師資類科
評鑑說明會與任務分
配。  

(五)各師資類科擬定
自我評鑑計畫書。  

二、資料蒐集與撰寫階
段：  

(一)各師資類科多元
蒐集各評鑑項目相關
資料。  

(二)各師資類科「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負責撰寫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報告書並製
作業務簡報。 

(三)補充相關資料，並
修正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報告書。 

三、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
段：  

(一)邀聘實地訪評委
員。  

(二)接受實地訪評。  

(三)彙整實地訪評委
員意見。 

四、自我評鑑改善與追蹤
評鑑階段：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根據實地
訪評委員改善建議，提
出 自 我 評 鑑 改 善 計
畫，修正及強化自我評
鑑報告書。 

(二)召開「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
議，檢視各師資類科之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
果 報 告 書 及 改 善 情
形，並予以提供意見與
協助改進。 

(三)於教育部規定日

 
 

段。並依據高教
評鑑中心審查意
見第 6-1 點，增
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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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提交各師資類科
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結果報告書及相關資
料。 

(四)追蹤及檢核自我
改善情形。 

(五)追蹤評鑑結果，應
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審議後，再次報請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認定。 

 

第六條   實地訪評之評鑑委員五名
及觀察員二名，由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告
之評鑑委員資料庫及觀察
員名單中遴選，任期三
年。評鑑委員及觀察員於
同意聘任後，應簽署利益
迴避保證書，以完備利益
迴避程序。 
觀察員參與實地訪評，協助
自我評鑑委員有關事項，惟
不參與撰寫報告。 
 

第六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計畫。  
二、督導「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之進度。 
三、提供必要諮詢、工作

及師培所需資源之協
調事項。 

四、審議評鑑委員及觀察
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
單。 

五、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  

六、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改善計畫。  

七、提供自我評鑑過程、
改善計畫、檢討及追
蹤所需之資源。 

八、受理「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書」之申復申請
及審議。 

九、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之相關議案。 

依據高教評鑑
中心審查意見
第 4-1 點「說明
觀察員在實地
訪 評 中 的 任
務，且評鑑委員
及觀察員之任
期由「一年」修
改為「三年」。

第七條  實地訪評程序應包括受評
師資類科簡報、資料檢
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相
關人員晤談(含教師、行政
人員、學生等) 程序。 

第七條 為執行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業務，本校應成立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
(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置
委員7-9人。工作小組成
員由校長遴聘師就 處處
長擔任總幹事、中等學校
師資類科教師代表3人、
國民小學師資類 科教師
代表2人、特殊教育學校
(班) 師資類科教師代表
2人及相關行政 人員共
7-9人組成，委員任期一
任三年，得續任一次。 

原條文第十條部
分內容移至第七
條明列實地訪評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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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各師資類科分別評定，其評
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
通過及未通過三種。以「依
評鑑項目分項認定」，及
各分項評鑑結果轉化為
整體評鑑「通過」、「有
條件通 過」或「未通過」
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符合下列要件者為「通
過」： 

(一)評鑑項目通過達
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
項未通過。 

(二)基本指標全數通
過。 

(三)關鍵指標五項以
上通過。 

二、符合下列要件者為「有
條件通過」： 

(一)不符合認定結果
通過。 

(二)評鑑項目僅有一
項以下未通過。 

(三)基本指標全數通
過。 

(四)關鍵指標四項以
上通過。 

三、「未通過」：非屬評鑑
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第八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各類科評鑑程

序、評鑑項目與指
標，訂定完成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書。  

二、執行評鑑業務工作。 
三、撰寫本校自我評鑑結

果報告書。  
四、辦理自我評鑑結果之

追蹤改進。 
五、建立評鑑資料及網頁

管理機制。 
 

依據高教評鑑中
心審查意見第
2-2 點修改：原
條文第三條後移
至評鑑結果的相
關條文內敘明。
審查意見 7-1，
明訂「通過」、「有
條件通過」或「未
通過」之認定標
準。 
 

第九條    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
鑑委員實地訪評結果，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二
週內向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
申復，並以一次為限。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辦
法另訂之。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
反程序」。 

二、實地訪評結果陳述自
我評鑑之數據、資
料或其他文字與實
況有所不符，致使
評鑑結果報告「不符
事實」。 

 

第九條 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以配合教育部辦理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
作業期程為原則。 受評
師資類科辦理自辦外部
自我評鑑，應依所屬師
資類科自評類別設 置
評鑑委員會，其類別、人
數及資格如下： 評鑑委
員會之召集人由委員互
推產生。 評鑑委員之遴
聘應遵守利益迴避原
則，若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年內曾
在本校擔任
專、兼任職務
者。 

(二)過去三年內曾

依據高教評鑑中
心審查意見第
3-2 點「請重新
檢視申復流程與
申復辦法」，增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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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校專、
兼任教職者。 

(三)最高學歷為本
校畢（結）業
者。 

(四)接受本校頒贈
之名(榮)譽學
位者。  

(五)配偶或直系三
親等為本校之
教職員生者。 

(六)過去三年內擔
任本校有給或
無給職務且有
利害關係者。  

(七)擔任本校該次
自我評鑑之內
部評鑑委員
者。 

(八)過去三年內與
本校有任何形
式之商業利益
往來者。 

觀察員之遴聘應遵守利
益迴避原則，若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主動迴 避： 

(一)評鑑當年度在
本校擔任專任
或兼任職務。 

(二)其他有具體理
由提出迴避申
請，經本校同
意者。 

受評師資類科辦理內部
自我評鑑，應另自行遴
聘校內外具師資培育教
學經驗或具師資培育評
鑑實務經驗之副教授以
上教師若干名，擔任內
部評鑑委員。 

第十條 為協助各師資類科辦理自
我評鑑，本校應成立「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置委員7-9人。由校
長擔任召集人，各師資類
科自我評鑑小組召集人為
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師
就處處長提名，送請校長
核定後聘任。其中校外委

第十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辦
理程序與各階段實施內
容  
一、評鑑規劃階段：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督導受評師
資類科規劃制訂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書，提送師資培育自

原第六條改為第
十條，並依據高
教評鑑中心審查
意見第 1-3 點修
改「評鑑委員」，
宜改為「自我評
鑑 指 導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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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不得低於三分之一，委
員任期一任三年，得續任
一次。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各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計畫書。  
二、督導「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之進度。 
三、審議並確認自我評鑑

委員及觀察員名單。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改善計畫。  
五、確認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書」之
認定及審議申復相關
事宜。 

六、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之相關議案。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後，送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金會認
定。 

二、前置作業階段:校
長公布經教育部備
查核定之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 實施計
畫書，受評師資類
科成立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並啟動各
項 評鑑作業。並由
師就處檢核受評師
資單位自我評鑑機
制審查之程 序與
應繳交資料表單之
完整性，並統整後
完成報告草稿；依
業務 推動需求，針
對參與自我評鑑之
相關人員(包含規劃
人員及辦理人 員) 
頇參加評鑑說明會
及相關研習課程。 

三、自我評量階段：受
評師資類科規劃流
程，多元性蒐集評
鑑資料， 進行評估
與分析，並兼採質與
量並呈之方式撰寫
自我評鑑報告。 

四、內部評鑑階段 

(一)受評師資類科
依評鑑項目進
行分工，視需
要採用問卷調
查、 晤談、焦
點座談、UCAN
職業與興趣
探索團體測
驗等方式，整 
合分析自我
評鑑相關資
料。依階段需
要討論自我
評鑑報告書 
內容與進
度，以及撰寫
實地訪評前
至少五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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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資料為自 
我評鑑報告
書，並上傳本
校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雲
端資料庫等 
事宜。 

(二)送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以
檢視資訊正確
性、客觀性。 

五、自辦外部評鑑階段 

(一)評鑑委員及觀
察員遴聘: 

1.自評委員會
之組成：遴
聘評鑑委員
五名，由校
外 具 師 資 
培育教學經
驗之教師或
擔任過師資
培育評鑑實
地訪評委 員
代表組成;另
遴選二名觀
察員，可參考
獲教育部教
師獎 勵活動
（ 如 師 鐸
獎、資深優
良教師）之
名 單 等 選
任，任 期皆
為一年。 

2.準自評委員
會 之 組
成：遴聘評
鑑 委 員 五
名、觀察員
二 名，前二
項由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
基金會公告
之評鑑委員 
資料庫及觀
察員名單中
遴選，任期一
年。 

評鑑委員會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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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遴聘方式
應由受評師資類
科負責主管推薦
評鑑委員八至十
二名、觀察員四
名，送請自我評
鑑 指導委員會審
議後，陳請校長圈
選遴聘之。 評鑑
委員會之召集人
由委員互推產生。 

(二)評鑑委員及觀
察員於同意聘
任後，應簽署
利益迴避保證
書， 以完備利
益迴避程序。 

(三)實地訪評程序
應包括受評師
資類科簡報、
資料檢閱、場
地與設備檢視
及相關人員晤
談(含教師、行
政人員、學生
等) 程序。 

(四)受評師資類科
應將自評資
料，送請評鑑
委員及觀察員
進行書 面審
閱。 

(五)受評師資類科
於實地訪評期
間，因資料準
備不足或欠
缺，經評鑑委
員要求受評
師資類科提
供補充資
料，應於評鑑
委員 做成評
鑑結果前補
件。 

(六)評鑑委員應
給予明確之
評鑑結果及
相對應之具
體理由與建 
議，以呈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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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師資類
科之優缺點
與應興革事
項。 

(七)申復階段：受
評師資類科得
視需要提出申
復。  

六、評鑑結果公布階段 

(一)「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審
議「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提
送之評鑑結果
內容(包括自
我評鑑報告
書、自我評鑑
結果報告書 
等)。 

(二)師就處應依據
「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決
議，陳報教育
部認定後，將
評鑑結果(包
括自我評鑑報
告書、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
與評鑑認定結
果)公布於本
校網站，並提
供連結網址予
受評師資類
科，將評鑑結
果公布於所
屬單位網
頁，正式行 
文通知受評師
資類科。 

七、受評師資類科完成
外部評鑑後，若對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結果報告 內容有
疑義者，得於二週
內提出申復。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申復
辦 法另訂之。 

八、後續追蹤改善階段 

(一)受評師資類科
於接受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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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實地訪評
後，應針對評
鑑結果 召開
會議，進行評
鑑結果總檢
討。 

(二)受評師資類科
應於實地訪評
結束後半年內
將「自我評鑑
改 善」送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
會審議。 

(三)自我評鑑結果
公布1年內為
自我改善期，
各受評師資類
科應 於自我
改善期結束前
落實相關改善
事項。 

(四)實地訪評結束
後，由「自我
評鑑工作小
組」執行追蹤
管考改 善情
形及執行成
效，作為評鑑
結果後續運用
之建議。 

(五)師就處及各師
資培育學系應
建立歷次評鑑
結果檢討改善
措施與成效。 

 九、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階段 

受評師資類
科應於接獲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
金會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認定結果
書面資料後二個
月內，依據審查意
見提出具體之改善
計畫，提送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定。 

受評師資類
科應將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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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策略作為年度
工作計畫或近中
長程發展計畫之
修正，進行辦學品
質之改進，並定期
於院務或系務等會
議提出報告，以追
蹤其執行成效。 

受評師資類
科應於執行改善
計畫貣一年後提
出自我改善計畫
執行成果報告，提
送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
或相關會議審定。 

被 評 定 為
「有條件通過」
者，應另於執行改
善 計 畫 貣 一 年 
後，針對問題與缺
失辦理追蹤評鑑。 

被 評 定 為
「未通過」者，應
另於執行改善計
畫貣一年後， 針
對所有評鑑項目
自行規劃辦理內
部評鑑，並於次
年辦理再評鑑。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
之 委 員 由 原
參 與 該 受 評
師 資 類 科 自
我評鑑之委員
組成為原則。 

第十一條 各師資類科應分別成立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中等學校師資類
科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由師就
處處長擔任召集人；特殊
教育師資類科由特殊教
育學系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各師資類科「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邀集相關單位同仁，
負責該師資類科自我評鑑
之規劃、執行與追蹤改進
事宜。委員任期一任三

第十一條 受評師資類科得於完
成實地訪評後，收到自
我評鑑結果報告書貣
14個工作天內，以書面
檢附具體事證向「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
申復，並以1次為限。 

 
 

原第七條改為
第十一條，並依
據高教評鑑中
心審查意見第
1-4 點將「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
書」修改為「自
我 評 鑑 報 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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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得續任一次。 
          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
下：  
一、擬定各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並召
開小組會議。  

二、撰寫本校各師資類科
自我評鑑報告書。  

三、完成第五條之師資類
科自我評鑑各階段工
作任務。 

第十二條 各師資類科辦理自我評
鑑所需經費，由學校編列
經費支應。 

第十二條 評鑑經費由學校相關經
費支應。 

 

修 改 文 字 內
容。 

第十四條 本校得依各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結果，作為師資
生招生名額調整、資源
分配、組織調整、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以
及人員獎懲之參據，並
列入目標管理（MBO）行
政績效考核。 

第十四條 本校得依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結果，作為各受評
師資類科持續改善  ，以
及規劃人員及辦理人員
敘獎之獎懲，並列入目
標管理（MBO）行 政績
效考核。 

參考國北教大
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
要點第 18 點增
列文字。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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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文字與簡
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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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後) 
本校 106 年 6 月 16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 107 年 12 月 21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8 年 05 月 10 日 107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行政服務

品質，達成師資培育之目標，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

規定，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對象，國民小學師資類科為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以下簡稱師就處)；中等學校師資類科為教育學系、國文學系、英語學系、地理學

系、美術學系、音樂學系、數學系、物理學系、化學系、生物科技學系、工業科技

教育學系、師就處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特殊教育師資類科為特殊教育學系、師就

處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異組教育學程。         

第三條  各師資類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應

包含下列六大評鑑項目，並分成必須符合之「基本指標」，以及檢視是否

績優之「關鍵指標」：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量與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六、實習與夥伴學校關係。 

第四條 本校各師資類科均應定期辦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四到七年實施一次為

原則，得配合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週期調整，以確保本校師資培育之品質。       

第五條 各師資類科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各階段實施程序  

一、規劃準備階段：  

(一)成立「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並定期召開會議。 

(二)成立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不定期召開會議。 

(三)訂定自我評鑑作業流程表。  

(四)辦理各師資類科評鑑說明會與任務分配。  

(五)各師資類科擬定自我評鑑計畫書。  

二、資料蒐集與撰寫階段：  

(一)各師資類科多元蒐集各評鑑項目相關資料。  

(二)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撰寫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

告書並製作業務簡報。 

(三)補充相關資料，並修正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書。 

三、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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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邀聘實地訪評委員。  

(二)接受實地訪評。  

(三)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見。 

四、自我評鑑改善與追蹤評鑑階段：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根據實地訪評委員改善建議，提出自我評

鑑改善計畫，修正及強化自我評鑑報告書。 

(二)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檢視各師資類科之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改善情形，並予以提供意見與協助改進。 

(三)於教育部規定日期前，提交各師資類科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

相關資料。 

(四)追蹤及檢核自我改善情形。 

(五)追蹤評鑑結果，應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再次報請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認定。 

第六條   實地訪評之評鑑委員五名及觀察員二名，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告之評鑑

委員資料庫及觀察員名單中遴選，任期三年。評鑑委員及觀察員於同意聘任後，應

簽署利益迴避保證書，以完備利益迴避程序。 

觀察員參與實地訪評，協助自我評鑑委員有關事項，惟不參與撰寫報告。 

第七條  實地訪評程序應包括受評師資類科簡報、資料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相關人員晤

談(含教師、行政人員、學生等) 程序。 

第八條  各師資類科分別評定，其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以「依評

鑑項目分項認定」，及各分項評鑑結果轉化為整體評鑑「通過」、「有條件

通 過」或「未通過」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符合下列要件者為「通過」： 

(一)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二)基本指標全數通過。 

(三)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二、符合下列要件者為「有條件通過」： 

(一)不符合認定結果通過。 

(二)評鑑項目僅有一項以下未通過。 

(三)基本指標全數通過。 

(四)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三、「未通過」：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第九條    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委員實地訪評結果，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於二週內向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申復，

並以一次為限。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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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序」。 

二、實地訪評結果陳述自我評鑑之數據、資料或其他文字與實況有所不符，致

使評鑑結果報告「不符事實」。 

第十條 為協助各師資類科辦理自我評鑑，本校應成立「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置委員7-9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小組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師就處處長提名，送請校長核定後聘任。其中校外委

員不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一任三年，得續任一次。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計畫書。  

二、督導「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進度。 

三、審議並確認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確認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認定及審議申復相關事宜。 

六、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相關議案。        

第十一條 各師資類科應分別成立「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中等學校師資類科由副校

長擔任召集人；國民小學師資類科由師就處處長擔任召集人；特殊教育師資類科

由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召集人邀集相關單位同仁，負責該師資類科自我評鑑之規劃、執行與追蹤改進事宜。

委員任期一任三年，得續任一次。 

          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擬定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並召開小組會議。  

二、撰寫本校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報告書。  

三、完成第五條之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任務。 

第十二條 各師資類科辦理自我評鑑所需經費，由學校編列經費支應。 

第十三條 學校行政與學術相關單位應給予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充足之人力與行政協助。 

第十四條 本校得依各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作為師資生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

織調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以及人員獎懲之參據，並列入目標管理（MBO）

行政績效考核。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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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現行條文) 

本校 106 年 6 月 16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 107 年 12 月 21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8 年 05 月 10 日 107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與行政服務品質，發展

學校特色、達成師資培育之目標及建立持續改善機制， 依據 教育部「大學校

院師資 培育評鑑作業要點」規 定 ，訂定「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應 受 評 鑑 對 象 為 國 民 小 學 、 中 等 學 校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班 )、特殊 教育師資類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異師資組教育學程師資類科。  

師資類科自我評鑑之類別相關條件規範如下： 

一、自我評鑑： 

(一)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 第三點資

格。 

(二)最近三年教師資格考試通過率平均數高於全國平均數。 

(三)最近一次師資培育評鑑（不包括再次接受評鑑）結果所有項 目全數通

過。 

二、準自我評鑑： 

(一)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 第三點資

格。 

(二)最近三年教師資格考試通過率平均數高於全國平均數減五個 百分點。 

(三)最近一次師資培育評鑑（不包括再次接受評鑑）結果通過之 師資類科。 

第三條  各師資類科分別評定，其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 

第四條  為辦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應成立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置

委員7-9人。評鑑委員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遴聘副校長、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以下簡稱師就處)處長及校內外具學術聲望及評鑑 專業之專家學者組成之，

其中校外委員不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任期 一任三年，得續任一次。 

第五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之出席人數，需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始

得開會。 

第六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督導「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進度。 

三、提供必要諮詢、工作及師培所需資源之協調事項。 

四、審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五、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六、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七、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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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理「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復申請及審議。 

九、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相關議案。 
 

第七條 為執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業務，本校應成立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以下簡稱

工作小組)，置委員7-9人。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遴聘師就 處處長擔任總幹事、中

等學校師資類科教師代表3人、國民小學師資類 科教師代表2人、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類科教師代表2人及相關行政 人員共7-9人組成，委員任期一任三年，得續任

一次。 

第八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各類科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完成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  

二、執行評鑑業務工作。  

三、撰寫本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四、辦理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進。 

五、建立評鑑資料及網頁管理機制。 

第九條 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配合教育部辦理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作業期程

為原則。 受評師資類科辦理自辦外部自我評鑑，應依所屬師資類科自評類別設 

置評鑑委員會，其類別、人數及資格如下： 評鑑委員會之召集人由委員互推產生。 

評鑑委員之遴聘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若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年內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者。 

(二)過去三年內曾申請本校專、兼任教職者。 

(三)最高學歷為本校畢（結）業者。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名(榮)譽學位者。  

(五)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者。 

(六)過去三年內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務且有利害關係者。  

(七)擔任本校該次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委員者。 

(八)過去三年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利益往來者。 

觀察員之遴聘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若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 避： 

(一)評鑑當年度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二)其他有具體理由提出迴避申請，經本校同意者。 

受評師資類科辦理內部自我評鑑，應另自行遴聘校內外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或

具師資培育評鑑實務經驗之副教授以上教師若干名，擔任內部評鑑委員。 

第十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辦理程序與各階段實施內容  

一、評鑑規劃階段：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督導受評師資類科規劃制訂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書，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後，送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金會認定。 

二、前置作業階段:校長公布經教育部備查核定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實施計

畫書，受評師資類科成立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並啟動各項 評鑑作業。並由

師就處檢核受評師資單位自我評鑑機制審查之程 序與應繳交資料表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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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並統整後完成報告草稿；依業務 推動需求，針對參與自我評鑑之

相關人員(包含規劃人員及辦理人 員) 頇參加評鑑說明會及相關研習課程。 
 

三、自我評量階段：受評師資類科規劃流程，多元性蒐集評鑑資料， 進行評估

與分析，並兼採質與量並呈之方式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四、內部評鑑階段 

(一)受評師資類科依評鑑項目進行分工，視需要採用問卷調查、 晤談、焦點

座談、UCAN職業與興趣探索團體測驗等方式，整 合分析自我評鑑相關

資料。依階段需要討論自我評鑑報告書 內容與進度，以及撰寫實地訪

評前至少五個學期之資料為自 我評鑑報告書，並上傳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雲端資料庫等 事宜。 

(二)送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以檢視資訊正確性、客觀性。 

五、自辦外部評鑑階段 

(一)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 

1.自評委員會之組成：遴聘評鑑委員五名，由校外具師資 培育教學

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資培育評鑑實地訪評委 員代表組成;另遴選

二名觀察員，可參考獲教育部教師獎 勵活動（如師鐸獎、資深優良

教師）之名單等選任，任 期皆為一年。 

2.準自評委員會之組成：遴聘評鑑委員五名、觀察員二 名，前二

項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告之評鑑委員 資料庫及觀察員名單

中遴選，任期一年。 

評鑑委員會之組成，其遴聘方式應由受評師資類科負責主管推薦評鑑委

員八至十二名、觀察員四名，送請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議後，陳請校

長圈選遴聘之。 評鑑委員會之召集人由委員互推產生。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於同意聘任後，應簽署利益迴避保證書， 以完備利益

迴避程序。 

(三)實地訪評程序應包括受評師資類科簡報、資料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

相關人員晤談(含教師、行政人員、學生等) 程序。 

(四)受評師資類科應將自評資料，送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行書 面審閱。 

(五)受評師資類科於實地訪評期間，因資料準備不足或欠缺，經評鑑委員要

求受評師資類科提供補充資料，應於評鑑委員 做成評鑑結果前補

件。 

(六)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理由與建 議，以呈

現各受評師資類科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項。 

(七)申復階段：受評師資類科得視需要提出申復。  

六、評鑑結果公布階段 

(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提送之評鑑結果內

72



20 
 

容(包括自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等)。 

(二)師就處應依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決議，陳報教育部認定後，將評

鑑結果(包括自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與評鑑認定結果)

公布於本校網站，並提供連結網址予受評師資類科，將評鑑結果公布

於所屬單位網頁，正式行 文通知受評師資類科。 

七、受評師資類科完成外部評鑑後，若對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 內容有疑

義者，得於二週內提出申復。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辦 法另訂之。 

八、後續追蹤改善階段 

(一)受評師資類科於接受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後，應針對評鑑結果 召開會議，

進行評鑑結果總檢討。 

(二)受評師資類科應於實地訪評結束後半年內將「自我評鑑改 善」送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三)自我評鑑結果公布1年內為自我改善期，各受評師資類科應 於自我改善

期結束前落實相關改善事項。 

(四)實地訪評結束後，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執行追蹤管考改 善情形及執

行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議。 

(五)師就處及各師資培育學系應建立歷次評鑑結果檢討改善措施與成效。 

 九、追蹤評鑑與再評鑑階段 

受評師資類科應於接獲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認定結果書面資料後二個月內，依據審查意見提出具體之改善計畫，提送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 

受評師資類科應將改善措施與策略作為年度工作計畫或近中長程發

展計畫之修正，進行辦學品質之改進，並定期於院務或系務等會議提出報告，

以追蹤其執行成效。 

受評師資類科應於執行改善計畫貣一年後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執行成

果報告，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或相關會議審定。 

被評定為「有條件通過」者，應另於執行改善計畫貣一年 後，針對

問題與缺失辦理追蹤評鑑。 

被評定為「未通過」者，應另於執行改善計畫貣一年後， 針對所

有評鑑項目自行規劃辦理內部評鑑，並於次年辦理再評鑑。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委員由原參與該受評師資類科自我評鑑之委員

組成為原則。 

第十一條 受評師資類科得於完成實地訪評後，收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貣14個工作天內，

以書面檢附具體事證向「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申復，並以1次為限。 

第十二條 評鑑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三條 學校行政與學術相關單位應給予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充足之人力與行 政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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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得依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作為各受評師資類科持續改善，以及規劃人

員及辦理人員敘獎之獎懲，並列入目標管理（MBO）行 政績效考核。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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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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三、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

辦法」，請討論。 

師資培

育與就

業輔導

處 

1. 依照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於 108 年 6 月 28 日高評自第

1081000757 號函需於 108 年 7 月 31 日

前依據審查意見修正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書，彙整後函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再做

審查。 

2. 本校依行政程序業於 108 年 7 月 22 日

簽請校長核准將於 108 學年第一學期臨

時校務會議追認修訂「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依據

該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辦法」。

3. 檢附現行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4. 本辦法如經 108-1 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續送校務會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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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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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受評師資類科之

權益，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九條規

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受評師資類科之

權益，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十條規

定，特訂定本辦法。 

依據「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第九條規

定，訂定「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

申復辦法」，修改

依據條文。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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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文字與簡

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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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辦法(修正後) 

本校 106 年 6月 16 日 105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 108 年 5月 10 日 107 學年度第 1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受評師資類科之權益，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受評師資類科執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收到評鑑委員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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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類科之實況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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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評師資類科申復時，須在規定期限內填具申復申請書，向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第四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於申復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應將受評師資類科申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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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師資類科。 

第五條 申復之處理，必要時得請受評師資類科提出書面補充說明。 

第六條 申復意見處理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將受評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報告」、「師資培育評鑑結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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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至本校師資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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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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復辦法(現行條文) 

本校 106 年 6月 16 日 105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 108 年 5月 10 日 107 學年度第 1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受評師資類科之權益，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受評師資類科執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收到評鑑委員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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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類科之實況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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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評師資類科申復時，須在規定期限內填具申復申請書，向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第四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於申復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應將受評師資類科申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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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師資類科。 

第五條 申復之處理，必要時得請受評師資類科提出書面補充說明。 

第六條 申復意見處理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將受評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報告」、「師資培育評鑑結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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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至本校師資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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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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四、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

補助辦法(草案)」乙案，

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依據科技部 108 年 6 月 14 日科部科字

第 1080037391B 號函（如附件一），該

部訂定「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

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擇優補助今

(108)年度 9月入學之博士班一年級新

生，每個月獎學金至少 4萬元，一次補

助 4年，獎勵金額由科技部與申請機構

共同分攤。 

2. 科技部核予補助本校 1位名額（如附件

二），要求本校訂定相關辦法、機制，

並於 108 年 7 月 31 日前備函提出申

請。 

3. 本處新訂辦法及申請表送經 108 年 7 月

9 日委員書審同意後，公告受理申請，

另於 7月 24 日召開審查委員會決議送

審名單，並依規定於 7月底前函文科技

部。 

4. 此案經 108 年 7 月 24 日審查委員會議

決議後，先函文向科技部申請，於開學

後，續送行政會議追認此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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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補助辦法 

本校108年7月9日補助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審查委員會書審通過 

本校108年7月24日補助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審查委員會決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勵具有研究潛力之優秀博士生，並配合「科技部

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勵對象：由系所擇優推薦該年度博士班一年級新生乙名，不含在職進修學生，一

次補助四年。 

第 三 條 獎勵名額︰實際受補助名額，依科技部核算後公告名額。 

第 四 條 獎勵金額：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金四萬元，獎勵期間自博士班一年級起至博士班四

年級止。獎勵金額由科技部與本校共同負擔，獎勵對象於博士班第一年及第二年就

讀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勵三萬元，本校獎勵一萬元；第三年及第四年就讀期間，由

科技部每月獎勵二萬元，本校獎勵二萬元。 

第 五 條 本校經費來源：本校共同負擔部分，由本校改善研發環境項下支應。 

第 六 條 補助期間：自當年度九月一日起至第四年八月三十一日止。 

第 七 條 申請與評選標準：研究發展處公告申請案，系所承辦人依規定通知該系所當年度一

名優秀博士新生，並電傳副知研發處知照。由該博士生填送申請單送研發處召開審

查會進行審核作業，依實際補助名額，以積分總和由高至低依序錄取。博士生未依

規定於期限內填送者，視同放棄申請。 

        本校或他校碩士生畢業當年度，即考取本校博士班者，本校學生於委員評分後之總

積分再乘1.2，他校學生於委員評分後之總積分再乘1.1。 

        審查重點包括︰學術表現（含大學部及碩士班歷年成績、學術著作及各項檢定及競

賽等）、自傳(含研究動機、志趣及生涯規劃等)及其他特殊優秀事蹟。 

第 八 條 本辦法設置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暨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研究

發展處處長、五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應以審慎、客觀、公平態度審查優秀博士生

補助案。 

       申請案得兼採開會討論及書面審查方式，提案由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過半決議通過。 

第 九 條 續領資格︰受補助者每一學年度結束前一個月，須繳交書面「每年定期評量報告表」

及研究進度概述、指導教授推薦函，由研究發展處對於符合評量表所列審查標準者，

逕做為後續補助之依據，其中一年評量未達標準者，不再給予補助。 

第 十 條 發放方式︰由研發處提供獲獎名單予學生事務處，待學生完成註冊後，由學生事務

處辦理每月核撥作業。 

第 十一 條 獲獎助博士生，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未完成註冊者，或於畢業前，休學、退學、

轉學或經審核不再繼續給予補助者，即終止獎勵。 

第 十二 條 獎勵成果效益追蹤機制：受獎勵博士生於畢業後2年內，每年須主動電傳回復填

送本校「獎勵成果效益追蹤調查表」。如至國內外頂尖大學任教情形、到企業的

就業狀況、是否擔任正職研究工作、參與國際研究(習)、學術或實務專業表現等。 

第 十三 條 領取本獎助學金者，不得兼領本校所提供之其他獎助學金，協助執行教師研究計

畫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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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依「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

辦理。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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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補助申請表 

申請補助博士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年      月        日 

基本資料 

申 請 者 

姓 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女  國籍   

電郵信箱   
聯絡電話

 

(手機) 

(公) 

所屬學院    系所   

學號   
身分證

字號 
 

請勾選 V 

□一、入學第一年，未申請保留入學，且為非全職工作者、非退休者。 
□二、受補助者每一學年度結束前一個月，須繳交書面「每年定期評量報告表」。 
□三、受獎勵博士生於畢業後 2年內，每年須主動電傳回復填送本校「獎勵成果效益追蹤
調查表」。 
遵守以上三項規範,申請人切結簽名____________

郵局 

郵局名稱： 

局號： 

帳號： 

銀行 

銀行名稱： 

分行名稱： 

銀行帳號： 

優秀事蹟 
 

以下由申請者填寫： 

請勾選 V,填寫附件績效表現說明,並檢附相關

書面及電子檔佐證資料 (書面佐證資料請勿

膠裝，電子檔佐證資料,請寄至

ra@nknu.edu.tw。) 

□一.學術表現（含大學部及碩士班歷年成
績、學術著作及各項檢定及競賽等）。 

 1. _（請列學校名稱）___大學期間平均成績
______分；_（請列學校名稱）_____碩士期
間平均成績______分； 

 2.學術著作發表（請列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各項檢定及競賽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自傳(含研究動機、志趣及生涯規劃等)

□三.其他特殊優秀事蹟  

備註:若以同等學力報考者需檢附前一學歷

之歷年成績 

以下由審查委員填寫 

學術表現 
（最高 65 分計） 

 

____________分  

自傳 

（最高 15 分計） 

 

____________分 

其他特殊優秀事蹟 

（最高 20 分計） 

 

____________分 

     總分 _____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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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表現（含大學部及碩士班歷年成績、學術著作及各項檢定及競賽等） 
        (另附成績單、學術著作及各項檢定及競賽等佐證資料) 
1. 大學部及碩士班歷年成績 

 
 
 
 
 

2. 學術著作發表 
 
 
 
 
 
 
 
 
 

3. 各項檢定及競賽名稱 
 
 

二.  自傳(含研究動機、志趣及生涯規劃等)(一頁為限) 

 

三.  其他特殊優秀事蹟(另附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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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勵成果效益追蹤調查表 

受補助者簽名：                      

      年   月    日 

基本資料 

受 補 助 者 
姓 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女 國籍 
 

 

電郵信箱 
 

 

聯絡電話 

 

(手機) 

(公) 

核定獲獎年份 民國____________年 至 民國____________年 

所屬學院  系所  

學號  

畢業後年份 □畢業後滿一年，民國____年；□畢業後滿二年，民國____年

成果效益報告 

□國內外大學任教，任教機關、單位及職稱 
   
 

□公司企業就業，企業名稱、職稱及工作內容 

   

 

□擔任正職研究工作，機關或組織名稱、職稱及工作內容 

   

 

□參與國際研究(習)、學術或實務專業表現 

   

 

□其他 

 

   

 填寫以上資料，電傳送至研發處(ra@nknu.edu.tw)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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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每年定期評量報告表 

受補助者簽名：                      

      年   月    日 

基本資料 

受 補 助 者 
姓 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女 國籍 
 

 

電郵信箱 
 

 

聯絡電話 

 

(手機) 

(公) 

核定獲獎年份 民國____________年  

所屬學院  系所  

學號  

受評量年份 

(第二年依第一年評量績

效決定是否繼續補助,以

此類推,最多補助四年) 

□第二年，民國______年；□第三年民國______年； 

□第四年，民國______年   

年度 

評量報告表 
 

以下四項皆須符合標準,作為下一年度補助基準 

□仍為非全職工作者 

□受補助者研究進度概述(以兩頁為限，簡述過去一年之研究進展。須包含 
(1)研究領域之簡介 

  (2)所進行之博士論文研究對該領域的貢獻 
  (3)研究規劃及進度說明 

  (4)過去一年之研究成果或已達成之項目 

□本學年成績單(總平均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 

□指導教授研究成效評估(無制式格式須彌封,且須敘明是否推薦繼續補助及理由)

 以上資料與本評量報告表一併送至研發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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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五、修正本校「個人資料保

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部分條文案，請討論。 

圖書資

訊處 

1. 因應歐盟個人資料保護規則(以下簡稱

GDPR)上路，並推行本校個資保護意識

及業務。 

2. 修正要點名稱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

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3. 因應 GDPR 各項規定，新增資料保護

長，並由個資保護長兼任之。 

4. 修正本要點的核定程序，先經資安暨個

資管理審查會審核再送行政會議。 

5. 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個人資料保護

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各乙

份。 

6. 本案已通過 108-1 行政主管會報

(108.9.4 召開)，續送 108-1 行政會

議。 

7.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審核

(108.06.17 已通過)，行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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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舊法規名

稱「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法規名稱 現行法規名稱  說明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

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

要點」 

「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

會設置要點」 

冠上校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本委員會設置個資保護

長暨資料保護長一人，由校

長擔任，並擔任召集人與會

議主席。設置執行秘書一

人，由主任秘書擔任，負責

本要點之審核及資安暨個

資保護管理制度之推動事

宜。 

四、本委員會設置個資保護

長一人，由校長擔任，並擔

任召集人與會議主席。設置

執行秘書一人，由主任秘書

擔任，負責本要點之審核及

資安暨個資保護管理制度

之推動事宜。 

因應歐盟GDPR規定。 

八、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

理審查會審核，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修正審核程序需先經資安

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再送行

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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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全文) 
107 年 3 月 14 日 106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 年 9 月 19 日 107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 年 6 月 17 日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修正通過 

一、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本校個人資料之保護與管理，特依

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之安全措施規定，設置本校之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及訂定本校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本校個人資料保護政策之擬議。  

(二) 本校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推展。  

(三) 本校個人資料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理。  

(四) 本校各單位專人與職員工之個人資料保護意識提升及教育訓練計畫之

擬議。  

(五) 本校個人資料管理制度基礎設施之評估。  

(六) 本校個人資料管理制度適法性與合宜性之檢視、審議及評估。  

(七) 其他本校個人資料保護、管理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三、 本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

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各學院院長(含進修學院)、與通識教育中

心主任、語文教學中心主任、成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資訊教育中心主任、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四、本委員會設置個資保護長暨資料保護長一人，由校長擔任，並擔任召集人與

會議主席。設置執行秘書一人，由主任秘書擔任，負責本要點之審核及資安

暨個資保護管理制度之推動事宜。  

五、 本會設置個人資料保護執行小組，統籌各項資安暨個資保護作業原則規劃事

宜。本小組 視業務推動之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由圖書資訊處處長擔任

召集人，成員由全校各一 級單位推派一人組成，其並兼任該單位個資保護

專責人員。  

六、 本會設置個人資料保護稽核小組，負責個資保護稽核事宜，由校長指派副校

88



長一名擔任 召集人，成員由受過個資保護稽核訓練之成員數人組成。  

七、 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並得視業務需要召開臨時會議，由召集人主

持;召集人 因故不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本委員會會議應

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

意行之。本委員會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業務單位人員列席或法律背景學

者專家出席指導。  

八、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審核、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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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六、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

法」部分條文案，請討

論。 

圖書資

訊處 

1. 修改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將管理人清冊

修改為個人資料檔案清冊，以符合個資

法第 17 條公務機關應將個人資料檔案

名稱、保有機關名稱…等公開於網站或

以其它方式供公眾查閱之規定。 

2. 修訂第二十二條釐清個資事件通報程

序。 

3. 新增第二十五條個資相關公文需加會圖

資處之規定。 

4. 原第二十五條改為第二十六條。 

5. 修正本要點的核定程序，先經資安暨個

資管理審查會審核再送行政會議。 

6.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

管理辦法」、新增條文及修訂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辦法草案各乙份。 

7. 本案已通過 108-1 行政主管會報

(108.9.4 召開)，續送 108-1 行政會

議。 

8. 本辦法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修正後

(108.06.17 已通過)，送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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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法」新增條文及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第一項 

三、各單位個人資料檔案清

單之彙整及公告 

第五條第一項 

三、各單位個人資料管理人

名冊之製作及更新 

1.因應個資法第17條 
公務機關應將下列事項公
開於電腦網站，或以其他適
當方式供公眾查閱； 
其有變更者，亦同： 
一、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聯絡方
式。 
三、個人資料檔案保有之依
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料之類別 
2. 另備「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個人資料檔案清冊」及
「特定目的及個人資料類
別」為本辦法附件以利作業
進行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二、個人或單位主動通知執

行小組。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二、個人或單位主動先行上

網通報。 

 

上網通報屬執行小組職務，

個人或單位無法自行上網

通報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八、執行小組依規定上網通

報。 
 

無 

 

1. 新增條文 

2. 釐清上網通報負責單

位。 

第二十五條 本校各單位辦

理個資相關公文時，應加會

圖書資訊處。 

無 增設個資相關公文處理流

程加會圖資處以利資訊統

一。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經資安

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審核，行

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

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調整序號及審核程序需先

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

審核再送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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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107 年 9 月 19 日 107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6 月 17 日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防止個人資料被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漏，並落實個人資料之保護及管理，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以及相關之管理規範，特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

料保護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辦法所稱個人資料、個人資料檔案、蒐集、處理、利用、傳輸等

名詞定義，係指個資法第二條所述之內容。 

二、當事人：指個人資料之本人。 

三、各單位：指本校各行政單位及學術單位。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利用及傳輸等相關程序所

產生之各種形式（含書面或電子）之個人資料檔案。 

第 四 條 本校於「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下設「個人資料保護執行小組」

（以下簡稱執行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個人資料保護政策之擬議、推展及管理。 

二、推動個人資料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並符合相關法令、法規

之要求。 

三、確保個人資料管理保護制度所需各項過程之建立、實施與維持。 

四、個人資料保護意識教育訓練之推動。 

五、個人資料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理。 

六、個人資料管理制度適法性與合宜性之檢視、審議及評估。 

七、其他個人資料保護、管理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第 五 條 執行小組以圖書資訊處為個人資料保護聯絡窗口，其辦理事項包含： 

一、對其他機關個人資料保護業務之協調聯繫及緊急應變之通報。 

二、以非自動化方式檢索、整理之個人資料安全事件之通報。 

三、各單位個人資料檔案清單之彙整及公告。 

四、教職員工教育訓練名單及紀錄之彙整。 

第 二 章 個人資料範圍、蒐集、處理及利用 

第 六 條 應以誠實信用方式進行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利用或傳輸，並以最

小化且未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為限。 

第 七 條 應確保個人資料之蒐集除個資法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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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的，且應符合個資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並明確告知當事人下列事項： 

一、機關或單位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料之類別。 

四、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行使之權利及方式。 

六、於當事人得選擇是否提供其個人資料時，如不提供將影響其權益。 

但符合個資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第 八 條 各單位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料，應於處理或利用前，向當事

人告知個人資料來源及前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所列事項。但符合個資法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前項之告知，應於首次對當事人個人資料為

處理或利用時為之。 

第 九 條 各單位依個資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十條但書第六款規定

蒐集、處理或利用當事人個人資料時，應取得當事人同意。 

第 十 條 各單位依個資法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蒐集、處理、利用個人資料時，

應詳為審核，並經行政程序為之。各單位應對於個人資料之處理、利用之歷程

做成紀錄並保存之。 

第 十一 條 各單位對於所保有之個人資料有錯誤或缺漏時，應由資料蒐集單位

經行政程序更正後，通知資料保有單位更正或補充之，該單位應確實做成紀錄

並保存之。因可歸責各單位之事由而未為更正或補充個人資料時，其應於更正

或補充後，由資料蒐集單位以書面通知曾利用該個人資料之單位。 

第 十二 條 各單位保有之個人資料正確性有爭議者，應由資料蒐集單位經行政

程序，通知資料保有單位停止之處理或利用，該單位應確實做成紀錄並保存之。

但符合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因執行職務或業務所須，或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不在此限。 

第 十三 條 各單位保有個人資料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由資料

蒐集單位經行政程序，通知資料保有單位刪除、停止之處理或利用，該單位應

確實做成紀錄並保存之。但符合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因執行職務或

業務所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不在此限。 

第 十四 條 各單位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檔案者，經行政

程序核定後通知資料保有單位刪除、停止之處理或利用，該單位應確實做成紀

錄並保存之。 

第 十五 條 針對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個人資料，

應建立符合下列要求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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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保內部人員不得蒐集、處理及利用該資料。 

二、確保例外得蒐集、處理或利用該資料時，符合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

規之要求，並建立資料蒐集、處理或利用之控制與記錄機制。 

第 三 章 當事人之相關權利 

第 十六 條 原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變更時，應進行下列程序： 

一、確認原始蒐集之合法要件是否存續，其未存續者，應再取得當事人

同意而為之。 

二、建立特定目的範圍變更之控制與記錄機制。 

第 十七 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十條向個人資料保有單位請求查詢、閱覽個人資

料或製給個人資料複製本，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書件內容，如有遺漏或欠缺，應通知限期補正。申請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個人資料保有單位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書件內容有遺漏或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者。 

二、有個資法第十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與法令規定不符者。 

第 十八 條 當事人提出前條之請求時，個人資料保有單位應於十五日內為准駁

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不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 

第 十九 條 當事人閱覽其個人資料時，承辦單位應派員陪同，並依相關程序辦

理及繳納費用。 

第 二十 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向個人資料保有單

位請求補充、更正、刪除、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前項書件內容，如有遺漏或欠缺，應通知限期補正。 

申請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個人資料保有單位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書件內容有遺漏或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者。 

二、有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或第三項但書所定情形之一者。 

三、與法令規定不符者。 

第二十一條 當事人提出前條之請求時，個人資料保有單位應於三十日內為准駁

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不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 

第 四 章 個人資料安全管理措施 

第二十二條 個人資料保有單位於個資法第十二條所定個人資料有被竊取、洩漏、

竄改或其他侵害情事者，應先行通報並進行緊急因應措施，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個人或單位接獲個人資料安全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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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或單位主動先行上網通知報執行小組。 

三、執行小組釐清資料保有、處理等作業程序與責任所屬。 

四、資料權責單位應即進行防禦或補救作業。 

五、資料權責單位應即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六、資料權責單位應將改善與預防措施納入工作準則，以降低事件再發

生機率。 

七、回報執行小組。 

八、執行小組依規定上網通報。 

第二十三條 本校於「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下設「個人資料保護稽核小組」，

稽核小組得定期或不定期辦理個人資料保護管理稽核，稽核結果循行政程序陳

核。 

第二十四條 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工作，除本辦法外，並應符合法令、主管機

關及本校相關作業安全與機密維護規範。 

第二十五條 本校各單位辦理個資相關公文時，應加會圖書資訊處。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審核，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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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法附件一：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稽核重點參考項目 

107 年 9 月 19 日本校 107 年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 年 12 月 19 日 107-2 資訊安全及個資管審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資訊安全推動小組下設「資訊安全稽核小組」，辦理本校各單位資訊安全管

理稽核作業。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下設「個人資料保護執行小組」，依本校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法第二十三條辦理本校各單位個人資料保護管理稽核，檢

核內容包括下列五大項，稽核結果將陳校長核備。 

  

檢核項目 建議方式 

一、個人資料保護持續改善管理流程  

    (一)個人資料檔案需指定管理者 由一級或二級主管擔任，並將個資

指定管理者併入分層負責表，納入

內控管理 

(二)個人資料之蒐集與利用應符合法

令規定，包含： 

1.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或利

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不

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理之關聯。 

2.蒐集個人資料時，應依法令規

定告知當事人蒐集資料之目

的、利用範圍等資訊。 

3.除符合法令規定外，有關醫

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

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料，

不得蒐集、處理或利用。 

個資法所保護的個人資料，是指自

然人的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

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病歷、醫療、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

科、聯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

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識別該個

人的資料。 

二、圖資處提供各單位公版--個人

資料蒐集告知暨同意書(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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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資料利用範圍超出蒐集的特

定目的時，應依個資法規定

取得當事人之書面同意。 

二、個人資料保護與安全  

    (一) 含有個人資料之紙本報表，其處

理及利用行為應有適當之授權、監督，及

記錄列印、轉交等行為。 

含有個人資料之紙本報表需有負責

人員蓋章 

    (二) 交換紙本個人資料時，應採取彌

封或其他具備保密機制之傳遞方式。 

以校內文件公文袋遞送時，寫明收

件者 

    (三) 於單位管理之網站或網頁公布

個人資料時，應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准，並

依相關法律及規範處理。 

各單位於網頁公布個人資料時應依

符合個資法保護個人資料 

(四) 是否於法律允許之範圍內提供

資料當事人下列權益：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更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5.請求刪除 

各單位讓提供資料當事人透過本校

資安暨個資事件通報平台請求權益

(五) 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個人電

腦，應設置使用者帳號及密碼。

公務使用之個人電腦均應設置使用

者帳號與密碼 

(六) 密碼每六個月需更換一次，長度

應至少 8碼且包含文數字。 

系統需每六個月提醒更換密碼 

(七) 禁止與他人共用電腦系統帳號。 每位人員均需建立專屬帳號與密

碼，並妥善保管勿讓他人知悉。 

(八) 處理個人資料需採取權限區

隔，非專責處理特定個人資料者

不得具有存取或查閱個人資料之

權限。 

每位人員須依據專責事項給予相關

權限，非承辦人員不得任意取得權

限並存取查閱 

(九) 個人資料檔案應以安全的方式 紙本形式的個人資料檔案，建議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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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例如：加密、鎖在鐵櫃中。

數位形式的個人資料檔案，建議

透過壓縮軟體加上密碼方式存

放。 

一集中鎖在鐵櫃中，鑰匙交由單位

個資管理者。 

(十)每月應備份電腦內個人資料檔

案。 

可備份至隨身碟、光碟或是校內

GSuit 雲端空間。備份資料應以安

全方式：如加密、鎖在鐵櫃中等，

妥善管理存放。 

(十一)使用個人資料檔案時，完畢後

應立即退出應用程式，非作業時

間時需手動啟動螢幕保護程式。

例如寄信完成後，應將寄件軟體

(如：Outlook)關閉，若是寫信寫到

一半有事暫離，則須手動登出系統。

(十二)電腦應使用螢幕保護程式並設

定密碼，並將螢幕保護啟動時間

設定為 5分鐘以內。 

電腦需啟用螢幕保護程式(含密

碼)，並將時間設在上限 5 分鐘。站

在資安保護的立場，建議離開電腦

時手動登出作業系統。 

(十三)交換個人資料檔案時，若為數

位形式，應對資料檔案加密或是

透過加密通道傳送。 

數位形式的個人資料檔案，在傳輸

過程中若未加密，易被監聽封包後

知悉，因此要求傳輸前至少透過壓

縮軟體加上密碼後再傳送，或是透

過加密協定(如：HTTPS)進行傳送。

(十四)禁止開啟網路芳鄰分享目錄與

檔案。 

近年流行的勒索病毒便是透過作業

系統網路芳鄰的漏洞擴散的，校內

強烈禁止開啟網路芳鄰。 

(十五)應停用作業系統 Guest 帳號。 Guest 帳號預設為啟用，應手洞關

閉，避免透過該 Guest 瀏覽到個資

相關檔案。 

(十六)電腦應安裝防毒軟體，並至少

每週更新病毒碼並執行排程掃

瞄。 

公務電腦均應安裝防毒軟體(如：校

內採購之趨勢科技)並定期更新與

掃描，若是安裝校內趨勢防毒，已

由中控台控制推送更新病毒碼與預

約掃描，可以省掉人工定期的工作。

(十七)存放個人資料之資訊設備應定 存放的資訊設備，如：Windows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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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查作業系統更新及應用程式

修補釋出。 

公務電腦。需定期檢查有無作業系

統更新與存取資料的應用程式更

新。 

三、設備管理  

(一)應指定專人負責管理儲存個人資

料檔案之資訊設備與其他相關設

施，並檢視、處理其錯誤或異常

事件等訊息。 

由一級或二級主管擔任，並將專責

人員併入分層負責表，納入內控管

理 

(二)儲存個人資料之資訊設備須置放

於實體安全區域（如：門禁控管

之辦公區域、機房）。 

例如以紙本、光碟、隨身碟儲存個

資檔案，須將該設備放置於受控管

之空間，如：上鎖的鐵櫃。 

(三)儲存個人資料檔案之磁碟、磁

帶，及紙本等相關儲存媒體，須

指定專人管理，並置於實體保護

(例如上鎖的鐵櫃)之環境。 

同上 

(四)儲存個人資料檔案之儲存媒體，

須建立備援機制。 

例如隨身碟存放時，應同時複製另

一份當作備援 

(五)儲存個人資料檔案之媒體須有攜

出、拷貝或複製的管控機制，並

留存紀錄。 

個資管理人員遇到有外單位之攜

出、拷貝或複製的業務要求時，至

少需有書面管控紀錄做佐證。 

(六)外部廠商或個人更新或維修儲存

個人資料檔案之電腦設備時，單

位須指派專人在場確保資料安

全。 

至少需單位個資管理人員需在場，

若是個資管理人進行更新或維修的

話，則須另外指派單位同仁陪同。

(七)儲存個人資料檔案之電腦或相關

設備如需報廢或移轉他用，須刪

除其所儲存之個人資料檔案。 

因資料救援軟體可以救出刪除的檔

案，為避免有心人士，對於儲存的

媒介(通常為硬碟)，硬碟資料銷毀

處理的方式主要分為三種: 硬體破

壞，資料抹除以及磁盤消磁等。 

四、人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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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學校對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

人員施予資訊安全與個資隱私保

護之教育訓練，並於單位內宣導

個資隱私保護之重要性。 

由圖資處進行教育訓練，惟各單位

需於內部宣導個資保護重要性 

(二)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人員職務異

動時，應列冊移交相關儲存媒體

及資料。 

職務異動應有移交清冊 

(三)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人員職務異

動時，接替人員須於相關系統重

置通行碼，並視需要更換使用者

識別帳號。 

為避免前手人員進入相關系統做操

作，應將前手人員帳號吊銷，並替

接替人員開通新帳號。 

(四)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人員，須簽

訂保密切結書。 

任一人員須處理個人資料相關業務

時，均須簽署保密切結書 

(五)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人員離職或

合約終止時，須依規定取消或停

用其使用者識別帳號並收繳通行

證件。 

任一人員離職時，須停用相關功能

權限，並繳回通行證件，例如：職

員證 

(六)禁止使用點對點(P2P)軟體及

Tunnel相關工具下載或提供分享

檔案。 

禁止使用未加密通道進行資料傳

輸，如 P2P 軟體本身的漏洞導致駭

客入侵 

五、系統開發及委外管理  

(一)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資訊系統，

於系統開發生命週期之初始階

段，須將個人資料檔案的安全需

求納入系統開發考量。 

系統於規劃時，須將個人資料保護

的需求納入考量，避免系統使用發

生個資洩漏事件 

(二)處理個人資料檔案的資訊系統之

維護、更新、上線、及版本異動

等作業，須有安全管控措施。 

系統每次的異動、上線均須詳細紀

錄，並於上線前完成完善的測試，

達到安全管控目標 

(三)維護人員或系統服務廠商以遠端 外包廠商開發之系統需要遠端協助

處理 Bug 的時候，為避免遠端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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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方式進行牽涉個人資料的資

訊系統維護或其他有關之運作

時，須透過加密通道進行（如：

SSH 等），並搭配防火牆限制通行

的時間。 

資料外洩，透過加密通道與防火牆

的限制，降低外洩的風險。 

(四)自行開發或委外處理個人資料檔

案之資訊系統，須將個人資料(包

含測試用個人資料)施予妥善之

保護與控管。 

系統中的個人資料(包含測試資

料)，須妥善保管，禁止帶離至非工

作場所，並將每次的複製、傳輸等

操作詳細紀錄進行有效控管 

(五)委外建檔的個人資料檔案，須於

委外合約中載明所處理之個人資

料保密義務、資訊安全相關責任

及違反罰則。 

委外廠商開發系統時須於合約中載

明個資保護及資安相關責任說明及

違反時的罰則。 

  

  

10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法附件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蒐集告知暨同意書 
107 年 9 月 19 日 107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校務所需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

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向您告知下列事項，請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辦理本校人事管理、學生(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教育或

訓練行政、產學合作、資通安全與管理、學術研究、調查、統計與研究分

析、圖書館與出版品管理、稅務行政、存款與匯款、契約、類似契約、保

險、保健醫療服務、衛生行政、國內外交流業務及其他校務相關業務之需

要。 

二、蒐集之個人資料類別:識別類(例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電

話號碼、行動電話、通訊及戶籍地址、電子郵遞地址、工作單位、職稱與

緊急聯絡人姓名電話地址)、特徵類(例如:出生年月日、國籍、性別)、家

庭情形、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例如:學校紀錄、資格或技術、職業專長、

著作、應考人紀錄) 、受僱情形、健康紀錄及符合蒐集目的之各項個人資

料類別等。 

三、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料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令規定、契約

約定或本校因執行業務所必須之保存年限。 

（二）地區：本國與境外學術研究交流地區。 

（三）對象：本校及其他與本校有業務往來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利用方式。 

四、您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料行使以下權利：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更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五）請求刪除。 

惟依相關法令規定、契約約定或本校因執行業務所必須者，得不依您請

求為之。 

五、個人資料之提供： 

（一）您若拒絕提供個人資料，本校將無法提供相關服務，亦可能無法維

護您的權益。  

（二）請依各項服務需求提供您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料，若您的個

人資料有任何異動，請主動向本校各單位申請更正。  

（三）若您提供錯誤、過時、不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料，而損及您的相關

權益，本校將不負相關賠償責任。 

六、個人資料之保密：本校將善盡個人資料保護之責。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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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抗力致使您的個人資料被竊取、洩漏、竄改、遭其他侵害者，將於查

明後以電話、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七、個人資料保護申訴窗口 電話：07-7172930 轉 1689 

＝＝＝＝＝＝＝＝＝＝＝＝＝＝＝＝＝＝＝＝＝＝＝＝＝＝＝＝＝＝＝＝＝

＝ 

簽章欄             (本告知暨同意書由本校承辦單位收存) 

 

本人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理

及利用本人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料。 

     立同意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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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立高雄師範範大學個人資資料保護管管理辦法附件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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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檔案清冊」(範本) 

個資檔案名稱 保有單位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讀者資料 圖資處/知服務，創

學組，資發組 

依借還資料空間等

圖書館業務需求辦

理 

146 C001， C003， 

C011 

          

          

          

          

          

          

          

          

          

          

          

          

          

          

          

          

          

          

          

          

          

          

          

          

          

          

* 特定目的及個人資料類別需參照「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料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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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件五「特定定目的及個人人資料類別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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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七、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作業

要點」部分條文案，請討

論。  

圖書資

訊處 

1. 增列個資公文處理需加會圖資處，以利

資訊統一。 

2. 修正本要點的核定程序，先經資安暨個

資管理審查會審核再送行政會議。 

3. 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作業要點」修正

草案各乙份。 

4. 本案已通過 108-1 行政主管會報

(108.9.4 召開)，續送 108-1 行政會

議。 

5.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審核

(108.06.17 已通過)，行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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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八、（加會圖資處）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

人資料，如需圖資處協助自相

關系統提供，並應加會之；圖

資處得建置本校個人資料庫

及電子申請程序，以資料檔案

加密或其他安全方式進行審

核及傳遞。所有個資相關公文

需加會圖資處，以利資訊統

一。 

八、（加會圖資處）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

人資料，如需圖資處協助自相

關系統提供，並應加會之；圖

資處得建置本校個人資料庫

及電子申請程序，以資料檔案

加密或其他安全方式進行審

核及傳遞。 

增列個資公文處理需加會圖

資處，以利資訊統一。 

十一、（施行程序）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

查會審核，行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

同。 

十一、（施行程序）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

同。 

修正本要點的核定程序，先經

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委員會

審核，再送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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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全文 

 
104.11.18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 106 年 5月 10 日 105 學年度第七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6月 17 日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修正通過 

 

一、（立法目的及依據） 

為規範本校學生、教職員、畢業生等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

並促進個人資料之合理利用，特依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制定本要點。 

二、（個資運用原則） 

各單位就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應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於執

行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三、（個資主管單位及專人） 

本校由校長指定主管單位（以下簡稱「個資主管單位」），及該單位具有管理及維護個人資料

檔案之能力、受有相關專業教育訓練，足以擔任個人資料安全維護工作之經常性人員，辦理

個人資料之合理使用及安全維護事項。 

四、（法定公開義務） 

本校各單位應於建立個人資料檔案後一個月內，報請個資主管單位，將下列資訊公開於本校

網頁，供公眾查閱；其有變更者，亦同： 

(一)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業務主管單位及聯絡方式。 

(三)個人資料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五、（系統相互支援） 

本校因執行法定職務所設立之各項電子系統，為求順利運作，得彼此支援，由各業務主管單

位商請圖資處，協助匯入系統所需之個人資料。 

六、（運用非主管之一般個資） 

各單位因執行法定職務而需運用非主管之個人資料時，除另有規定外，應填具申請單，記載

所需項目、運用方式及目的、屬於執行法定職務之說明、預估運用期間、個資運用後之處理

方式，送請業務主管單位、個資主管單位核定後取得。 

七、（運用非主管之特種個資）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人資料，如屬全校性之個人資料，個資主管單位核定後應送請校

長備查；如屬有關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料，應送請校長核准。 

八、（加會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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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人資料，如需圖資處協助自相關系統提供，並應加會之；圖資處

得建置本校個人資料庫及電子申請程序，以資料檔案加密或其他安全方式進行審核及傳遞。

所有個資相關公文需加會圖資處，以利資訊統一。 

九、（個資運用後之處理） 

各單位經核可後運用非主管之個人資料，於行政目的達成後，電子資料應銷燬，紙本資料應

送回業務主管單位；但經處理後依其揭露方式無從識別特定之當事人者，得自行留存，並送

個資主管單位建檔。 

十、（爭議處理機制） 

個人資料之管理及運用如有疑義，得由個資主管單位召集相關業務單位本於法令規範協商處

理。 

十一、（施行程序）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審核，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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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八、提請追認「中華電信學

院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合

作意向書」簽訂案，請討

論。 

圖書資

訊處 

1. 為強加學術界與產業界互動，本校特與

中華電信學院簽署合作意向書，共同進

行課程推廣及拓展人才培育市場計畫，

合作項目包括合辦推廣課程、學術交

流、師資培育、學員互訪、研究開發、

諮詢顧問、技術移轉以及資訊交流等事

宜。 

2. 本計畫合作期間自簽訂起始日民國 108

年 7 月 1 日至民國 110 年 6 月 30 日

止，其具體合作個案細節另行協議簽訂

契約。 

3. 為促進兩單位交流，於 108 年 8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時於行政大樓 5樓簡

報室辦理簽約儀式，由本校吳連賞校長

及中華電信學院邱弘斌副院長代表簽署

合作意向書，會中除簽約儀式、長官致

詞及合影外，並有茶敘交流的時間，透

過交談加強兩單位的認識，彼此激盪出

可進一步合作的項目和內容。 

4. 本案已通過 108-1 行政主管會報

(108.9.4 召開)，續送 108-1 行政會

議。 

5. 本合作意向書，若經本次會議通過，簽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6. 附件：中華電信學院與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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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十九、本校與美國加州漢弗萊

斯大學 Humphreys 

University 簽署合作備

忘錄，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漢弗萊斯大學是美國加州一所私立大

學，創建於 1896 年，有三個校區，分

別在中加州的斯托克頓市（City of 

Stockton) 校區、加州首府所在地薩克

拉門托市（City of Sacramento) 校區

和莫德斯托市 (City of Modesto) 校

區，該校設有大學部和研究所，現有會

計、教育、法學院、人文與通識教育等

學科。 

2. 兩校合作案已協商多次並已簽會相關單

位，初步擬訂合作架構摘要如下： 

(一)2+2 企業管理學士方案（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BA）

或 2+2+1 企業管理碩士方案： 

僅限於 NKNU 學生至 HU 攻讀 2 + 2 企業

管理學士方案（BBA）或 2 + 2+1 企業

管理碩士方案課程。學生在 NKNU 完成

2年的修課，最少修讀 60 個學分(其中

至少有 30 個學分必須是商業課程)，經

審查符合資格後，就讀 HU 三、四年級

2年的課程。學生將在 HU 完成約 90 個

學分（學季系統，一學年包含 4個學

季）及其他 HU 符合畢業的規定，該學

生將由 HU 授予企業管理學士學位，HU

也會發送成績單至 NKNU，符合 NKNU 畢

業規定，由 NKNU 發給畢業證書。該學

生獲得 BBA 學位後，可以繼續在 HU 攻

讀 MBA 碩士課程。 

(二)3 + 1 文學學士方案（Bachelor 

of Arts in Liberal Arts，BALA）或

3 + 1+ 1 文學碩士方案： 

僅限於 NKNU 學生，到 HU 攻讀 3 + 1 文

學學士方案（BALA）或 3 + 1+ 1 文學

碩士方案。學生在 NKNU 完成 3年的課

程，最少修習 90 個學分，經審查將符

合資格後，最後一年就讀 HU 攻讀學

位。學生將在 HU 完成大約 45 個學分

（學季系統，一學年包含 4個學季），

即可由 HU 頒發文學學士學位，HU 也會

發送成績單至 NKNU，符合 NKNU 畢業規

定，由 NKNU 發給畢業證書。該學生獲

得 BALA 學位後，並可繼續攻讀 HU 的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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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士課程。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1次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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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 of 5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Draf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ROC 
and 

Humphreys University, California, USA 
 

Both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gree to establish and promote opportunities of friendship,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promoting academic and cultural learning and 

experiences while enhancing and furthering exchange of knowledge, faculty and student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KNU) and Humphreys University (HU) mutually 

agree to promote scholarly activitie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The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involving our respective faculties. 

2. The development of ongoing and new curricula and academic projects between institutions. 

3.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BBA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2 or 

2+2+1 transfer programs and the BALA (Bachelor of Arts in Liberal Arts)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Administ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1. This general agreement will be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the time of the 

latest signature at which time it shall be evaluated for possible extension and update. 

2. Both institutions will designate a coordinator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duction 

of the various activities. 

3. The coordinator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r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all activities of 

any potential programs under this or other agreements,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each university. 

4. Either university may initiate specific proposals for activities through institution’s 

coordinators, and upon signing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HU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NKNU shall become part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5. No financial obligations are assumed under this agreement. Funding for any specific 

program or activity shall be mutually discuss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both parties 

prior to initiation of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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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2 of 5 

 

6. The selection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will occur through a mutually agreed 

upon proces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7. Additional specific agreements will address such issues as: specific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chedules, budgets, exclusivity, evaluations, assessments and any items 

necessary to efficiently accomplish the activity or activities proposed. For the purposes of 

clarity, except for the BBA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2 or 2+2+1 transfer 

programs and BALA (Bachelor of Arts in Liberal Arts)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detailed below, the Parties shall not begin any other initiative or project under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n the absence of a statement of work or other appendix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detailing such initiative or project and agreed to by 

both Parties in writing.  

 

Agreement for the BBA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2 or 2+2+1 transfer 

programs: 

 

1. Eligibility for the BBA 2+2 or 2+2+1 transfer programs 

This agreement is limited to students at NKNU transferring to HU for the BBA 2+2 or 

2+2+1transfer programs. Students who complete two years of studies at NKNU, resulting in 

a minimum of 60 credits will be eligible to join HU for the last two years. Upon completion 

of around 90 credits (quarter system, one academic year includes 4 quarters) and all other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t HU,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the title of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y HU. After students have obtained the degrees of BBA, they can continue 

the MBA program at HU. 

 

2. Requirements for the 60 transfer credits from NKNU: 

All students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the BBA 2+2 or 2+2+1 transfer programs will send 

transcript from NKNU for evaluation at HU to validate that students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for 60 transfer credits. Transfer credits will be assessed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 A minimum of 30 of the 60 credits completed at NKNU must be business courses. 

b. All developmental English courses completed at NKNU will not count towards the    

required 60 credits. 

c. Courses completed at NKNU with a grade below C- will not count towards the required 

60 credits. 

d. Students that do not fulfill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at HU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foundation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 at HU, which will not count toward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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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credits (quarter system, one academic year includes 4 quarters)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BA 2+2 transfer program. 

 

3. Admission: Students must provide official documentation and meet all other HU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HU will provide the admission guidelines to NKNU. 

 

4. Application fee waived: HU will waive the application fee for students at NKNU applying 

for the BBA 2+2 or 2+2+1transfer programs. 

 

5. Scholarship: HU will provide a one-time scholarship of up to US$6,000 for students from 

NKNU with the equivalent of a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of 3.0 or higher on the US 

scale. The eligibility for the scholarship and the exact amount will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ent's GPA for coursework completed at NKNU. The scholarship will count 

towards the last two years at HU. HU will provide guidelines for how students register for 

the scholarship. 

 

6. Eligibility for MBA: Students from NKNU who complete the BBA 2+2 transfer program at 

HU and decide to pursue the BBA 2+2+1 transfer program (MBA) at HU will not be 

required to take foundation courses for the MBA program.  

 

7.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fer credits from HU: 

All NKNU students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the BBA 2+2 transfer program will send 

transcript from HU for evaluation at NKNU to validate that students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for transfer credit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needed credits and all other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t NKNU,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the affiliated BA degree by NKNU. 

 

Agreement for the BALA (Bachelor of Arts in Liberal Arts)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1. Eligibility for the BALA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This agreement is limited to students at NKNU transferring to HU for the BALA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Students who complete three years of studies at NKNU, resulting 

in a minimum of 90 credits will be eligible to join HU for the final year. Upon completion of 

around 45 credits (quarter system, one academic year includes 4 quarters) and all other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t HU,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the title of Bachelor of Ar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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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Arts by HU. After students have obtained the degrees of BALA, they can continue 

the master programs at HU. 

 

2. Requirements for the 90 transfer credits from NKNU:  

All students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the BALA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will send 

transcript from NKNU for evaluation at HU to validate that students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for 90 transfer credits. Transfer credits will be assessed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 All developmental English courses completed at NKNU will not count towards the 

required 90 credits. 

b. Courses completed at NKNU with a grade below C- will not count towards the required 

90 credits. 

c. Students that do not fulfill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at HU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foundation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 at HU, which will not count toward around 

45 credits (quarter system, one academic year includes 4 quarters)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LA 3+1transfer  program. 

 

3. Admission: Students must provide official documentation and meet all other HU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HU will provide the admission guidelines to NKNU. 

 

4. Application fee waived: HU will waive the application fee for students at NKNU applying 

for the BALA 3+1 or 3+1+1 transfer programs. 

 

5. Scholarship: HU will provide a one-time scholarship of up to US$6,000 for students from 

NKNU with the equivalent of a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of 3.0 or higher on the US 

scale. The eligibility for the scholarship and the exact amount will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ent’s GPA for coursework completed at NKNU. The scholarship will count 

towards the final year at HU. HU will provide guidelines for how students register for the 

scholarship.  

 

6.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fer credits from HU: 

All NKNU students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the BALA 3+1 transfer program will send 

transcript from HU for evaluation at NKNU to validate that students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for transfer credit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needed credits and all other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t NKNU,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the affiliated BA degree by NK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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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al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This agreement wi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being sign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provided the terminating party 

gives written notice at least six (6) months prior to termin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Wu Lien Shang               Dr. Robert G. Humphreys Jr.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umphreys University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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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十、本校與美國明尼蘇達州

立大學曼卡托分校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USA)新簽合作備忘錄，請

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USA，簡稱 MSU or MNSU）座

落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曼卡托，是明尼蘇

達州第二大公立大學。創立於 1868

年，目前在校學生人數約 1萬 5千人，

學校現有 6個學院，分別為保健及護理

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商學院，教育學

院，科學、工程學與技術學院，社會與

行為科學學院。 

2. 特教系羅意琪教授 108 年度學海築夢計

畫薦送本校 2位學生前往該校實習，爰

此，始有此次締結姊妹校機會，2校合

作備忘錄(草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1次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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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USA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ROC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hereinafter, “MOU”) is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State of 

Minnesota acting through its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Minnesota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behalf of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238 Wigley Administration Center, Mankato, 

MN 56001, USA (hereinafter, “Minnesota State”)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o. 116, Heping 1
st
 Rd., 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0201, Taiwan, ROC (hereinafter, 

“NKNU”).  This MOU, and all amendments and supplements thereto,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nnesota. 

 

WHEREAS, pursuant to Minnesota Statutes Chapter 136F, Minnesota State is empowered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W, THEREFORE, Minnesota State and NKNU have mutually agreed to, and hereby enter 

into this MO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below. 

 

In order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Minnesota State and NKNU, the 

institutions affirm and agree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for expanding scholarly ties,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ostering a free exchange of ideas.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has as its collective purpose the strengthening of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in carrying out their individual ideals and purposes through 

programs based on principles of mutual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of benefits.  The 

intention is that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provide flexibility to allow 

adjustments as needed to encourage cooperative initiatives.  

 

Joi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wo parties: 

 

 Develop opportunities for faculty exchanges for lectures, research and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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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joint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programs, utilizing 

faculty members and facilities. 

 Encourag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 exchange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in fields 

of mutual interest. 

 Agree to explore other joint ventures that would be of benefit to both institutions. 

 

1. No Financial Obligation of Minnesota State.  This MOU does not obligate Minnesota State to 

spend any money or to reimburse NKNU for any of its expenses. 

 

2. Term; Termination.  The term of this MOU will commence upon final signature, and sha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unless earlier terminated as provided herein.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MOU before its expiration, with or without cause, upon thirty 

(30) days written notice to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other party listed below. 

 

3.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All notices required or permitted under this MOU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deemed delivered, when delivered by hand, or when deposi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l, certified mail, postage prepaid,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addressed to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other party.  For purpose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is MOU, 

and for giving notice under this MOU,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are: 

 

For Minnesota State:   

 

Name:  Dr. Bobby Fleischman 

Title:    Associate Provost 

Address:   Office of the Provost 

315 Wigley Administration Center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Mankato, MN 56001 

Phone No.:  (507) 389-1333 

E-Mail:  robert.fleischman@mnsu.edu 

 

For NKNU:     

 

Name: Dr. Rurng-sheng Guo  

Title:   Dean 

Addres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o. 116, Heping 1
st
 Rd. 

   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0201 

   Taiwan, ROC 

 Phone No.: +886-7-717-2930 ext. 3950 

 E-Mail: t1953@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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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NU and Minnesota State agree to promptly notify each other of any changes of the name, 

address or contact information of it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4. Amendments.  This MOU may be amende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signed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parties. 

 

5. Entire Understanding.  This MOU contains the entir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es and there 

are no other promises or conditions or any other agreement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This 

MOU supersedes any prior or contemporaneous written or oral understandings or agreements 

between NKNU and Minnesota State. 

 

 

 
(remainder of page left intentionally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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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ave caused this MOU to be duly  

executed intending to be bound thereby. 

 

1. NKNU: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pprov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urng-sheng Guo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en-yu Kang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u Lien Shang  

Professor & President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MINNESOTA STATE: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Approv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ne Dahlman 

Interim Dean of Global Education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bert Fleischman 

Associate Provost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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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rilyn Wells 

Provo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ichard J. Straka 

Vice President for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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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一、本校與馬來西亞華校董

事聯合會總會續簽華文獨

中師資培育專案計畫協議

書案，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馬來西亞華校董事聯合會總會，簡稱董

總，是馬來西亞華文教育組織，成立於

1954 年，由馬來西亞各州屬華校董事

聯合會或董教聯所組成，常與馬來西亞

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合稱為董教

總，捍衛馬來西亞華文教育權益。目前

獨立中學使用之教材，由董總負責編

撰。與馬來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負責獨

中統一考試。 

2. 本校與董總建立友好關係以來，除了共

同制定教育課程，進修及增能合作計畫

外，於三年前，共同進行馬國的華文獨

立中學師資培訓合作，因協議書即將到

期，擬再續約。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1次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 

 

 

14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華文獨中師資培育專案計畫協議書(草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與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以下簡

稱乙方）為合作培育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師資，特簽訂本協議書。 

1．宗旨 

1.1  促進馬台雙方教育文化交流，共同進行華文獨立中學師資培訓合作。 

1.2  支持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 

1.3 鼓勵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高中畢業生及在籍留台生修讀大學教育學程

學分。 

2．合作方式 

乙方負責推薦符合資格者赴甲方就讀學士學位課程和教育學程，工作事項如下： 

2.1  透過報章、網頁、教育展或升學講座等管道，發佈各類形式之招生訊息。 

2.2  發放獎學金申請表，並提供諮詢服務。 

2.3 受理申請並審核申請者資格，確認所有文件，並經查核簽章證明後，匯

整郵寄至委託甲方。 

2.4  遴選獎學金推薦人選。 

2.5  公佈錄取通知、確認報到名單、安排升學輔導講座等事宜。 

3．配合事項 

為便利乙方之工作，甲方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3.1  提供大學申請簡則予乙方。 

3.2  提供就學期間免學雜費獎學金予成績優異的學生，每年至多 3 名。 

3.3  集中寄發錄取通知書予乙方，由乙方轉發予錄取者。 

3.4  安排新生報到、註冊、住宿等事宜。 

4．申請資格 

4.1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可向乙方提出申請。 

4.1.1  馬來西亞公民。 

4.1.2  持有高中畢業證書。 

4.1.3  持有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高中統一考試證書（UEC）。 

4.1.4  以「僑生」身分申請入學。 

4.1.5  符合大學獎學金規定的要求。 

4.2  獎學金錄取資格由甲乙雙方共同詳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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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辦法 

5.1  凡欲申請獎學金到甲方學習並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和教育學程的學生，應向

乙方提出申請。 

5.2  申請時間依本協議書的作業流程規定。 

6．推薦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負責 

單位 
日期 

1. 擬定華文獨立中學畢業生申請資格。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寄發申請簡則予董總。 

乙方 

甲方 
每年 8-9 月 

1. 公佈招生訊息於各報章。 

2. 致函連同申請簡則予各華文獨中。 
乙方 每年 10 月 

1. 接受報名申請，處理申請手續。 

2. 提供諮詢服務。 

3. 申請日期截止、審校申請數據。 

乙方 每年 11-12 月 

1. 將推薦名單電郵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乙方 每年 1 月中旬 

1. 審查錄取名單。 

2. 公告錄取名單。 
甲方 每年 3 月下旬 

1. 確認學生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報到名單。 

2. 寄發錄取通知予錄取者。 
乙方 每年 6 月上旬 

1. 通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報到的學生資料。 乙方 每年 8 月上旬 

1. 新生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註冊報到。 甲方 每年 9 月 

 

7．本協議書自雙方簽署日起生效，以三年為有效期。期滿後如雙方同意，得於

期滿前一個月洽議續約。 

 

8．本協議書如有未盡善之處，可經雙方討論與接納後增刪之。 

 

9．本協議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簽署存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合作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推薦單位：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職    稱：校  長 職    稱：主  席 

姓    名：吳連賞 姓    名：陳大錦 

日    期：2019 年  月  日 日    期：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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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二、本校與大陸地區南寧師

範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合作

書案，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南寧師範大學校長李傳起教授等一行 4

人於 108 年 7 月 25 日蒞校參訪、研商

兩校締結姊妹校事宜，該校位於大陸地

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寧市，目前有

明秀、長崗、五合、武鳴四個校區。學

科專業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

學、文學、歷史學、理學、工學、管理

學、藝術學等 10 個學科門類，學校現

有專任教師 1056 人，學生人數約

18000 人。 

2. 兩校備忘錄（草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1次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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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南寧師範大學作為以培養師資為主之綜合性大學，基於兩校在目

標、課程設置、學術研究等方面具有許多共同點，雙方同意建立友好關係，並簽定本合

作書，以促進兩校學術交流、激勵教育發展、提升研究水準。 

 

一、雙方共同努力以促進下列合作事項： 

1、兩校教師從事短期客座講學，兩校學生交流研修。 

2、安排教師或學生互訪、住宿及圖書借閱事宜。 

3、互邀參與或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 

 

二、教師或學生互訪計畫依據下列原則進行： 

1、互訪活動之計畫所需費用及相關人員權利義務，以個案方式協商處理。 

2、互訪教師、學生，由兩校學校提供學習與生活之相關設施，並安排相關之參觀

活動。 

 

三、為使本合作書能順利實施，雙方同意： 

1、以備忘錄方式擬定有關細節之附則。 

2、本合作書自簽約日起開始生效，有效期為 5 年，如無異議則自動延續。 

 

四、本合作書經各自之行政程序通過及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其中止必須由任何一方中

止日 6 個月前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方有效。 

 

 

 

 

南 寧 師 範 大 學 

學術交流合作書 

(草案)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南寧師範大學 

校長：李傳起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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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三、本校與大陸地區姊妹校

北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簽

署學生交流合作書案，請

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北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原北京師範大

學珠海教育園區），位於大陸地區廣東

珠海，珠海分校設有文學院、教育學

院、管理學院、資訊技術學院、不動產

學院、物流學院、法律與行政學院、設

計學院、藝術與傳播學院、外國語學

院、工程技術學院、應用數學學院、運

動休閒學院以及國際商學部等 14 個學

院（部），涵蓋 8大學科門類的 61 個

本科專業，現有在校生達 2萬多人。 

2. 兩校甫於今年初締結姊妹校，該校擬開

始甄選學生至本校交換，兩校學生交流

合作書（草案）如附件。 

3. 通過後函報教育部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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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為促進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本著“優

勢互補、共同發展、平等互利”的理念，經雙方協商同意學生交流學習合作事宜如下： 

第一條  雙方學校指定相關部門負責學生交流事宜。 

第二條  雙方學校按照一對一的原則來確定交流生名額，一般每學期交流 2 名學生為原

則。交流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並需符合以下條件： 

一、需至少在派出學校修讀滿一年。 

二、需為派出學校全日制學生。 

三、需學業成績優良。 

       四、需符合派出學校及接待學校的研修要求及其他規定。 

第三條  交流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的相關規定，並在合乎規定的範圍內享有與該校其他

學生相同的權利。 

第四條  交流生需在派出學校註冊及負擔派出學校的學雜費，毋須繳交接待學校的申請

費及研修費。 

第五條  雙方學校需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流生的住宿，並提供適當諮詢及援助。交流生

應自行負擔住宿費、旅費、書籍費、交通費、證件費、保險費、其他屬於個人

支出費用。 

第六條 接待學校需提供指導，協助交流生解決有關研修、校園生活等問題。 

第七條  雙方將核發申辦出入境證件所需資料，以便學生及時取得出入境證件。 

第八條  雙方可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的交流生。遣退交流學生

將不影響其他交流生的派出和接收。 

第九條  交流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流期間後，必須返回派出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第十條  本合作書自簽約日起開始生效，有效期為 5 年。本合作書需經雙方書面同意後，

方可修訂或終止，合作期滿，續期另簽。在合作變更期內，已派出交流生仍可

繼續完成其研修。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學生交流合作書

(草案)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校長：涂清云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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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四、提請追認本校與馬來西

亞拉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續

簽合作備忘錄，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拉曼大學（馬來語：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簡稱 UTAR）座落在馬

來西亞，大學擁有兩個校區，分別是金

寶校區及雙溪龍校區。創立於 1967

年，目前在校學生人數約 24,000 人。

院系設置主要有 9所學院、3個研究

所、32 個重點研究中心、2個學習中心

所研究院及提供超過 110 項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課程，學科涵蓋

文、商、管、理、工、農、醫等，是一

所學科齊全的大學。 

2. 2 校締結姊妹校始於 2016 年，本年度

合作書已到期，此次續約日期自 2019

年~2024 年，因續約內容未變動暨配合

姊妹校作業，已先行簽署合作備忘錄如

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1次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 

 

 

148



Renewal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ated 19 February 2019

Pursuant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on 't9 February 2016 betwee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nd Secureki Sdn. Bhd. the parties hereby elect to renew

and extend the term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rom 19 February 2O1g until 18

February 2024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riginal provisions.

ln order to oversee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coordinate with the associated

departments, both parties agree that the institutional points of contact shall be as the

follow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r. Jenny Wen-chuan, Division Chief, l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r. Chong Siou Wei, Dean, l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nd Secureki Sdn. Bhd. hereby indicate their acceptance
fo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 by signing below:

Signature: iln[^. 't {l*"1
Name:Prof. Department of Geograp(,lWu Lien-Shang (l
Designation: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ame: Ir. Prof. Academician Dato' Dr. Chuah
Hean Teik

Designation: President/CEO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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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五、提請追認「中華電信學

院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合

作意向書」簽訂案，請討

論。 

研究發

展處 

1. 附「中華電信學院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合作意向書」 (如附件)，本案業已於

108 年 7 月 1 日簽訂。 

2. 甲乙雙方為強加產業界與學術界之互

動，共同進行課程推廣及拓展人才培育

市場計畫，合作項目包括合辦推廣課

程、學術交流、師資培育、學員互訪、

研究開發、諮詢顧問、技術移轉以及資

訊交流等事宜，特立本合作意向書，其

具體合作個案細節另行協議簽訂契約。

3. 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作

業流程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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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六、提請追認「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與高雄市大樹區公

所策略聯盟協議書」簽訂

案，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與高雄市大樹區

公所策略聯盟協議書」 (如附件)，本

案業已於 108 年 4 月 19 日簽訂。 

2. 甲乙雙方為有效整合學產資源，建立公

部門與產業之策略聯盟關係，以增進雙

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流，整合區域內資

源建立相互支援體系，以提升合作夥伴

關係，提昇競爭力，拓展產學合作與學

生就業機會，達成資源共享合作及促進

產業發展之宗旨，特議定本合約書以為

雙方合作之依據。 

3. 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作

業流程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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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七、提請追認「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與臺灣離島有機友

善農業發展協會和永揚生

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備忘錄」簽訂案，請討

論。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與臺灣離島有機

友善農業發展協會和永揚生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備忘錄」 (如附件)，本

案業已於 108 年 7 月 24 日簽訂。 

2.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下稱“甲方＂）、

臺灣離島有機友善農業發展協會（下稱

“乙方＂）與永揚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丙方＂）間，三方合作，以

互惠互利，三方同意合作備忘錄(下稱

“本備忘錄＂)所載事項為三方初步之

商議，未來將依本備忘錄進行具體合作

專案及合作方式（包含但不限於三方權

利義務、分工、費用負擔等事項），並

應視各專案之性質及期程，另行簽定契

約落實本備忘錄之精神，三方同意於本

備忘錄期間進行以下項目討論。 

3. 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作

業流程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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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八、提請追認「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與高雄市田寮區公

所策略聯盟協議書」簽訂

案，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與高雄市田寮區

公所策略聯盟協議書」 (如附件)，本

案業已於 108 年 4 月 19 日簽訂。 

2. 甲乙雙方為有效整合學產資源，建立公

部門與產業之策略聯盟關係，以增進雙

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流，整合區域內資

源建立相互支援體系，以提升合作夥伴

關係，提昇競爭力，拓展產學合作與學

生就業機會，達成資源共享合作及促進

產業發展之宗旨，特議定本合約書以為

雙方合作之依據。 

3. 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作

業流程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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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二九、提請追認「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與金色百林莊園策

略聯盟協議書」簽訂案，

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與金色百林莊園

策略聯盟協議書」 (如附件)，本案業

已於 108 年 4 月 9 日簽訂。 

2. 甲乙雙方為有效整合學產資源，建立公

部門與產業之策略聯盟關係，以增進雙

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流，整合區域內資

源建立相互支援體系，以提升合作夥伴

關係，提昇競爭力，拓展產學合作與學

生就業機會，達成資源共享合作及促進

產業發展之宗旨，特議定本合約書以為

雙方合作之依據。 

3. 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作

業流程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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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單

位 
說 明 決 議

三十、提請追認「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與高雄市瑪家鄉公

所策略聯盟協議書」簽訂

案，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與高雄市瑪家鄉

公所公所策略聯盟協議書」 (如附

件)，本案業已於 108 年 4 月 19 日簽

訂。 

2. 甲乙雙方為有效整合學產資源，建立公

部門與產業之策略聯盟關係，以增進雙

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流，整合區域內資

源建立相互支援體系，以提升合作夥伴

關係，提昇競爭力，拓展產學合作與學

生就業機會，達成資源共享合作及促進

產業發展之宗旨，特議定本合約書以為

雙方合作之依據。 

3. 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策略聯盟簽約作

業流程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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