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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一、有關大一、大二學生不

參與本校 65周年校慶，

須請集會假案，請討

論。 

學生事

務處 

1. 依據 108年 10月 2日 108學年度第

2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記錄藝術學院

黃芳吟院長意見辦理。 

2. 11/2(星期六)65周年校慶當天正常

上班但全校原本就假日停課，大

一、大二學生不參加者為何須請集

會假？未請假者，以曠課論，何來

曠課之有？ 

3. 本校學生請假辦法第 4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集會類：學生於集會

或重大活動時（如院週會、系週

會、班會、校慶、運動會、水運

會、新生始業輔導等），因故不能

參加，須至遲於集會日起七日內

（含例假日）辦理請假手續。 

依上列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不

管假日或是非假日，只要是集會活

動，不參與皆須請集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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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二、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職員考績委員會獎勵

審議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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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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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彙整

其他單位之大型活動

或任務工作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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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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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校 107學年度第 2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決議事

項擬修正本點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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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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09月 18日經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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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彙整

其他單位之大型活動或任務工作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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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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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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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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三、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空

間借用要點」，請討

論。 

工業科

技教育

學系 

1. 依據 108年 8月 29日(四) 甲檢場

租借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會議紀

錄詳如附件一)。 

2. 營繕組提出電價計算，最後決議採

用時間電價 5元計算。 

3. 甲檢場設備由「台灣區冷凍空調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冷凍空

調公會)出資建置，且場地管理及設

備維護費全由空調工會支出，場地

租用費用採用中部崇實高工的場地

費計價方式，換算本次訓練時間共

計 16天，其場地租用費用為 51,000

元。 

4. 空調工會提供高師大工讀生一名，

北、中、南工讀費統一，採用 550

元/天。16天合計 8,800元。 

5. 甲檢場地除本系教學使用外，僅出

借空調公會使用。 

6. 檢附修正後之工教系「空間借用要

點」(草案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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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空間借用要點(草案)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108 年 9 月 17 日通過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107.10.23 通過 

10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107.12.12 修正通過 
 

一、 為使本系所屬教室和實作工場充份運用，特訂定本系空間借用要點（以
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教室及工場僅提供本系專、兼任教師授課及相關研究使用，如校外
委託本系專、兼任教師辦理研習活動或校外專案會議者，則另收取費用。 

三、 本系場地設備及收費標準如下，以四小時為一計費時段，借用者應先具
場地使用申請單(如附表一)，經本 系各場地管理教師審核同意後，於活
動開始前一星期確認及辦理繳費，管理單位憑繳費收據出借場地，逾期
以放棄借用場地論。前述場地費、設備使用費之50%歸入校務基金、
50%歸工教系作為設備維護及更新（汰換）設備費。 

教室名稱 

/編號 

容納人

數上限 

場地費 

( 元 / 時

段)(A) 

設 備 使 用 費

(元/時段)(B) 

值班人員工

作費 

( 元 / 時 段 ) 

(C) 

營業稅(元) 

D=(A+B+C)*0.

05 

合計(元/時段) 

E=A+B+C+D 

電工場/480 30人 1000 4200 815 301  6316  

陶瓷工場

/460 
30人 1000 5000 815 341  7156  

設計教室

/441 
30人 1000 3500 815 266  5581  

電腦教室
/422 

30人 1000 4200 815 301  6316  

Maker教室

/421 
30人 1200 5000 815 351  7366  

電子工場
/420 

30人 1000 3500 815 266  5581  

機工場/160 30人 1200 5000 815 351  7366  

木工場/120 30人 1200 5000 815 351  7366  

營建工場
/001 

30人 1000 3500 815 266  5581  

四、 借用時間於每日8：00至17：00為限，以四小時為一計費時段，逾時段
2小時按另一時段計費，未滿2小時部分以二分之一時段計費，各時段前1
小時之準備時間不另計費。 

五、 空間借用期間，機器設備如有損壞，借用單位需負責維修，另請維持工
場整潔、桌椅歸放原位、機器設備、冷氣及照明確實關閉。 

六、 冷凍空調甲級檢定場（以下簡稱甲檢場）依108年8月29日(四) 甲檢場租
借會議決議事項辦理，甲檢場借用申請單詳如附件二。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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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場地使用申請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空間借用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借 用 單 位  借用人  

課程或 
活 動 名 稱  連絡電話  

借 用 時 間 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至___月___日___時___分   (共___時段) 

借用空間
(請抅選；
每 4小時為
1時段) 

□電工場/編號480 : 5,501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陶瓷工場/編號460：6,341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設計教室/編號441 : 4,766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電腦教室/編號422：5,501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Maker教室/編號421：6,551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電子工場/編號420：4,766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機工場/編號160：6,551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木工場/編號120：6,551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營建工場/編號001：4,766元(含水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815元 

金 額 新台幣               元 

備 註 

1.場地費含水電費用。 
2.設備使用費不含材料費及維護費，使用單位應自備材料，如有設備毀損，應照
價賠償。 

3.借用單位應妥善維護場地內各項設施，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亦不可擅自另
接電源或私自架設其他設備，如有毀損應照價賠償。 

4.借用單位應負責場地內外整潔，非屬原場地物品，使用後應立即清除或運離，
恢復場地原狀，本系各場地管理教師不負保管責任。 

5.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對於場地及人員安全維護應自行負責。 
6.申請借用者，如逕自將借用場地轉借他人使用；或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
符；或活動內容妨害社會善良風俗、違背政府法令與學校規定；或有損害本院
環境及設施之虞，本系有權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且爾後不予借用
，情節嚴重者並報校處理。 

7. 請勿攜入食物飲料，勿隨意張貼海報，敬請合作。 

簽核欄 

承辦人 
 

場地負責教師  單位主管  

出納組 
(收款人) 

 

 
  



108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9 

 

附表二：甲檢場使用申請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甲檢場借用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借 用 單 位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借用人  

課程或 

活 動 名 稱 
 連絡電話  

借 用 時 間 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至___月___日___時___分   (共___時段) 

借用空間

(每 4小時

為 1時段) 

□冷凍空調甲級檢定場/TC001：1,869元(含水費、5%營業稅)；值班人員工作費
275元，電費以每度5元電價計算收費。 

金 額 新台幣               元 

備 註 

1.冷凍空調甲級檢定場電費以時間電價5元計算。 
2.設備使用費不含材料費，使用單位應自備材料，如有設備毀損，應照價賠償。 
3.借用單位應妥善維護場地內各項設施，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亦不可擅自另
接電源或私自架設其他設備，如有毀損應照價賠償。 

4.借用單位應負責場地內外整潔，非屬原場地物品，使用後應立即清除或運離，
恢復場地原狀，本系各場地管理教師不負保管責任。 

5.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對於場地及人員安全維護應自行負責。 
6.申請借用者，如逕自將借用場地轉借他人使用；或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
符；或活動內容妨害社會善良風俗、違背政府法令與學校規定；或有損害本院
環境及設施之虞，本系有權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且爾後不予借用
，情節嚴重者並報校處理。 

7. 請勿攜入食物飲料，勿隨意張貼海報，敬請合作。 

簽核欄 

承辦人 
 

場地負責教師  單位主管  

出納組 

(收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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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冷凍空調甲級檢定場租借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8 月 29 日(四)10:00~ 

地點：403系資料室 

主席：王主任仁俊 

出席：如簽到名單 

列席：  

紀錄：李宗達技士 

壹、  

主席報告：無 

貳、上次會議結論執行情形：無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冷凍空調甲級檢定場（以下簡稱甲檢場）租借對象，請討論。 

說明：甲檢場之場地設備為「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空調公會)出

資建置，本場地除本系教學使用外，是否僅出借空調公會。 

決議：甲檢場僅出借空調公會使用。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甲檢場收費事宜。「空間借用要點」擬加入甲檢場之收費標準，檢附

「空間借用要點草案」詳如附件，請討論。 

說明：  

決議： 

1.營繕組提出電價計算，最後決議採用時間電價 5元計算。 

2.訓練期間為假日期間，如電源有瞬時跳電，需找機電公司協助處理，處理費用由空調工會支

出。(學校星期六有值班人員，電話：07-7172930分機 6995) 

3.設備全由空調工會支出，且場地管理及設備維護費全由空調工會支出，場地租用費用採用中

部崇實高工的場地費計價方式，換算本次訓練時間共計 16天，其場地租用費用為 51,000

元，如有訓諫時間不同，依上敍比例調整場地租用費用。 

4.空調工會提供高師大工讀生一名，北、中、南工讀費統一，採用 550元/天。16天合計

8,800元。 

5.檢附修正後之本系空間借用要點(草案詳如附件) 

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陳榮舜老師 

案由：有關本系優秀學生可以免費參與冷凍空調甲級訓練，請討論。 

說明：大二學生蔡宗洋，曾參與金手指競賽得獎，且有乙級證照，期望能讓優秀學子能參

與，以鼓勵學子。 

決議：由於冷凍空調甲級訓練課程為付費課程，曾有報名上課的學員，告狀到工會，說有

來路不明的學員，為何沒有付費卻可以上課？導致目前工會辦訓練課程都會有嚴格

控管上課人數！因此不能有非學員來上課情形。 

肆、散會(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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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四、提請追認「彙編大專校

院辦理情感教育相關議

題之課程教學與活動參

考指引計畫協議書」簽

訂案，請討論。  

研究發

展處 

1. 附「彙編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相

關議題之課程教學與活動參考指引

計畫協議書」 (如附件)，本案業已

於 108年 8月 8日簽訂。 

2. 甲方茲依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之規

定委託辦理「彙編大專校院辦理情

感教育相關議題之課程教學與活動

參考指引計畫」，經雙方同意就協

助事項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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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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五、提請追認「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與空軍第一後勤

指揮部策略聯盟意向

書」簽訂案，請討論。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空軍第一

後勤指揮部策略聯盟意向書」 (如

附件)，本案業已於 108年 8月 6日

簽訂。 

2. 甲、乙雙方積極推展大學與軍方合

作，建立學術研究平台、智庫互惠

機制，增進雙方實務與經驗交流，

提升終身學習之效能，提供全時投

入軍旅生涯之軍中袍澤多元學習管

道，達適性揚才及經管發展之重要

性，特議定本意向書為雙方合作交

流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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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