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一覽表 

案 由 提案單位 頁碼 

一、訂定 109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請討論。 教 務 處 P1 

二、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報編輯委員組織及審查要點」，

請討論。 

教 務 處 P6 

三、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

論。 

總 務 處 P9 

四、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請討論。 人 事 室 P12 

五、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請討論。 人 事 室 P25 

六、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請討論。 人 事 室 P59 

七、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延攬客座人員聘任辦法(草案)」，

請討論。 

人 事 室 P67 

八、有關本校 109 年度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調薪一案，請討

論。 

人 事 室 P74 

九、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第六、三十條條文案，

請討論。 

人 事 室 P79 

十、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空間使用規則」，請討

論。 

圖 書 資 訊 處 P96 

十一、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網路 IP 管理辦法(草案)」，

請討論。 

圖 書 資 訊 處 P110 

十二、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理要點(草

案)」，請討論。 

圖 書 資 訊 處 P113 

十三、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聘任辦法（草案）」，

請討論。 

研 究 發 展 處 P117 

十四、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良獎勵要點」，請討論。 研 究 發 展 處 P120 

十五、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術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審查

要點」，請討論。 

研 究 發 展 處 P126 



案 由 提案單位 頁碼 

十六、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補助辦

法」，請討論。 

研 究 發 展 處 P130 

十七、修正本校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論。 文 學 院 P134 

十八、廢止本校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要點」，請討論。 文 學 院 P138 

十九、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系系主任遴選要

點」，請討論。 

事 業 經 營 學 系 P141 

二十、本校與姊妹校大陸地區福建師範大學續簽學術交流與學

生交流合作書，請討論。 

國 際 事 務 處 P144 

二一、本校與韓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簽署學術合

作與學生合作同意書，請討論。 

國 際 事 務 處 P147 

二二、本校與日本鳥取大學 TOTTORI UNIVERSITY 簽署學術交流

與交換學生相關規定，請討論。 

國 際 事 務 處 P152 

二三、本校與姊妹校日本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續簽

學術合作備忘錄與學生交換合作書，請討論。 

國 際 事 務 處 P156 

二四、本校與姊妹校日本新潟大學 Niigata University 續簽學

術合作書與學生交換備忘錄，請討論。 

國 際 事 務 處 P160 

 



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一、訂定 109 學年度行事

曆（草案），請討

論。 

教務處 1. 行政院 107 年 12 月 10 日院授

發綜字第 1070802190 號函頒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藍圖」

略以，政府重要業務之公開資訊與

外國人相關文書採雙語化。準此，

本校 109 學年度行事曆採中英文並

列方式呈現。 

2. 檢附 109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如

附件。 

 

 

 

1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工    作    項    目 Description 業務單位

WEEK

1 8/1本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 8/1 First semester (Fall semester) begins 教務處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8/17~8/21研究生網路選課 8/17~8/21 Online course registr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8/17~8/27大學部網路選課
8/17~8/27 Online course registration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23 24 25 26 27 28 29 8/29上午9點大學部學生宿舍開舍 8/29 Beginning of occupancy in NKNU dormitory 學務處

8/30大學部新生、轉學生報到暨各學系親師座談會(大

學部及轉學生)

8/30 University new students and transfer students

arrival / Parent-Teacher meeting

學務處

各學系

8/31~9/9申辦抵免學分、英文免修(含大一英文及進階

英文)

8/31~9/9 Application for credit transfer & application

for exemption from taking General/Advanced English

courses

教務處

8/31~9/2大學新生共識營 8/31~9/2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學務處

9/3上午：和平校區大學部新生性教育宣導及志工訓

練；燕巢校區新生及轉學生實施體檢

9/3 morning: Ho-Ping Campus, Freshmen’s sex

education and volunteer training; Yan-Chao Campus,

new and transfer students’ physical examination

學務處

9/3下午：和平校區大學部新生急救訓練；燕巢校區大

學部新生性教育宣導及志工訓練

9/3 afternoon: Ho-Ping Campus, Freshmen’s first-aid

training; Yan-Chao Campus, Freshmen’s sex

education and volunteer training

學務處

9/4上午：和平校區大學部新生及轉學生實施體檢； 燕

巢校區大學部新生急救訓練

9/4 morning: Ho-Ping Campus, new and transfer

students’ physical examination; Yan-Chao Campus,

Freshmen’s first-aid training

學務處

9/4下午：新生及轉學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訓練--理學

院系所(數學系、科環所除外)、科技學院系所(軟體系

除外)、美術學系

9/4 afternoon: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in

laboratory/experimental room for freshmen and

transfer students - College of Science (excluding

Mathematics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Evironmemtal Education),

College of Technology (excluding Depart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 and Management), and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總務處

9/5上午：研究所新生(含進修學院)實施體檢

9/5 morning: Graduate-level freshmen (including

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 Physical examination

at Ho-Ping Campus

學務處

9/7註冊及全校上課、研究生申請論文考試、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開始

9/7 Classes begin; Appli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thesis oral defense; Doctoral students certification

exam application

教務處

9/7~9/15網路加退選課 9/7~9/15 Online course add/drop period 教務處

2 13 14 15 16 17 18 19

3 20 21 22 23 24 25 26 9/26補上課、上班(補10月2日)
9/26 Make-up work/class date (for 10/2 Adjusted

holiday)

教務處

人事室

27 28 29 30

9/28孔子誕辰紀念日

9/30僑生慶祝中秋節暨師生聯誼活動

9/30各系所中心送交本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9/28 Teacher’s Day

9/30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教務處

國際處

1 2 3 10/1中秋節放假、10/2調整放假
10/1 Mid-Autumn Festival (National holiday)

10/2 Adjusted holiday
教務處

5 4 5 6 7 8 9 10 10/9調整放假、10/10國慶紀念日(放假一天)、
10/9 Adjusted holiday

10/10 Double Tenth Day (National holiday)
人事室

6 11 12 13 14 15 16 17 10/16休/退學退費2/3期限

10/16 Deadline to apply for suspension (leave of

absence) or termination of study, for receiving 2/3

tuition refund

教務處

7 18 19 20 21 22 23 24

8 25 26 27 28 29 30 31

4

暑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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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

1 2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09學年度行事曆(草案)

First Semester / Fall Semester 2020 (August 1, 2020 to Janurary 31, 2021)

教務處16 17 18 19 20 21 22

第1學期    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止
  ACADEMIC CALENDAR (2020-2021 Academic Year)

109年八月 AUG 2020

109年九月 SEP 2020

109年十月 OCT 2020

109年十一月 NOV 2020

4 5

101 6 7 8 9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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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工    作    項    目 Description 業務單位

9 1 2 3 4 5 6 7 11/6 66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會（停課一天）
11/6 University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ay & Annual

sports day (University holiday; No classes)

學務處

體育室

人事室

10 8 9 10 11 12 13 14

11/9函送各系所中心請他系開課表暨填寫本系開課表

11/9~11/13期中考試

11/12國父誕辰紀念日

11/9~11/13 Mid-term exam
教務處

人事室

11 15 16 17 18 19 20 21 11/16~12/4申辦棄選、研究生申報指導教授
11/16~12/4 Application for course withdrawal;

Reporting of thesis advisor for graduate students
教務處

12 22 23 24 25 26 27 28

11/23任課教師送交期中考試成績完畢

11/23各系所中心送交第二學期開課表

11/27休/退學退費1/3期限

11/23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mid-term grades

11/27 Deadline to apply for suspension (leave of

absence) or termination of study, for receiving 1/3

tuition refund

教務處

1 2 3 4 5

14 6 7 8 9 10 11 12

15 13 14 15 16 17 18 19

12/21函送各任課教師課表

12/21~12/25任課教師課程異動申請

12/25學生申請第1學期休學截止
12/25 Last day to apply for suspension (leave of

absence)

12/25行憲紀念日 人事室

27 28 29 30 31

1 2 1/1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1/1 New Year’s Day (National holiday) 人事室

1/4~1/8學期考試 1/4~1/8 Final Exams

1/8公布班級課表
1/8 Announcement of course schedule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1/8研究生申請參加論文考試截止
1/8 Last day to file application for graduate-level

thesis oral defense

1/8僑生春節師生聯誼活動
1/8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

1/9第一學期課業結束 1/9 Last day of class

1/10寒假開始 1/10 Winter vacation begins

1/11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
1/11 Graduates’ completion of procedure for leaving

the university

17 18 19 20 21 22 23 1/18任課教師送交學期成績完畢 1/18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grade report 教務處

1/25~1/29 109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生網路選課
1/25~1/29 Online course registr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1/25~2/5 109學年度第2學期大學部網路選課
1/25~2/5 Online course registration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1/29研究生申請論文考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完畢

1/29 Last day to hold the graduate-level thesis oral

defense

31 1/31第一學期結束 1/31 First semester (Fall semester) ends

22

29

24

13

30

16

教務處12

教務處

國際處6 7

15 16

8 9

20 23

110年一月 JAN 2021

1410 11 13

備 註：本行事曆如遇特殊情形，得依法定程序調整之。

寒

假

17

18

109年十二月 DEC 2020

21 26

教務處24 25 26 27 28 29 30

教務處

3 4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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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工    作    項    目 Description 業務單位
WEEK

1 2 3 4 5 6 2/1第二學期開始 2/1 Second semester (Spring semester) begins 教務處

7 8 9 10 11 12 13

2/17~2/24寒假轉學生及研究所提早入學生申辦抵免學

分、英文免修(含大一英文及進階英文)

2/17~2/24 Application for credit transfer & application for

exemption from taking General/Advanced English courses

2/20寒假結束 2/20 Winter vacation ends

2/22註冊及全校開始上課、研究生申請論文考試、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開始

2/22 Classes begin; Appli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thesis oral defense; Doctoral students certification exam

application

2/22~3/2網路加退選課 2/22~3/2 Online course add/drop period

2/22~3/11申辦轉系、選讀輔系、雙主修 2/22~3/11 Application for minors / double majors
燕巢

教務組

28 2/28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2/28 Peace Memorial Day (National holiday) 教務處

1 2 3 4 5 6 3/1補假 3/1 Adjusted holiday 人事室

3 7 8 9 10 11 12 13

4 14 15 16 17 18 19 20 3/19各系所中心送交本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教務處

5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2休/退學退費2/3期限
4/2 Deadline to apply for suspension (leave of absence) or

termination of study, for receiving 2/3 tuition refund
教務處

7 4 5 6 7 8 9 10 4/4兒童節，4/5民族掃墓節，4/6補假

4/4~4/5 Children’s Day and Tomb Sweeping Day

(National holiday)

4/6 Adjusted holiday

人事室

8 11 12 13 14 15 16 17

9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4/26函送各系所中心請他系開課表暨填寫本系開課表

4/26~4/30期中考試
4/26~4/30 Mid-term exam 教務處

1

11 2 3 4 5 6 7 8
5/3各系所中心送交開課表

5/3~5/21申辦棄選、研究生申報指導教授

5/3~5/21 Application for Course Withdrawal; Reporting

of thesis advisor for graduate students
教務處

5/10任課教師送交期中考試成績完畢 5/10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mid-term grades

5/14休/退學退費1/3期限 5/14 Deadline to apply for suspension (leave of absence)

or termination of study, for receiving 1/3 tuition refund

13 16 17 18 19 20 21 22

14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16 6 7 8 9 10 11 12

6/7函送各任課教師課表

6/7~6/11任課教師課程異動申請

6/11學生申請第2學期休學截止

6/11 Last day to apply for suspension (leave of absence) 教務處

17 13 14 15 16 17 18 19
6/14端午節(放假一天)

6/19舉行畢業典禮

6/14 Dragon Boat Festival (National holiday)

6/19 Commencement

人事室

學務處

6/21~6/25學期考試 6/21~6/25 Final Exams 教務處

6/25僑生慶祝端午節暨歡送應屆畢業生餐會
6/25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graduation dinner
國際處

6/26第二學期課業結束 6/26 Last day of class

6/27暑假開始、大學部學生宿舍閉舍、暑宿開舍
6/27 Summer vacation begins; Termination of occupancy

in NKNU dormitory; Beginning of summer occupancy in

dormitary

學務處

6/28公布班級課表、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

6/28 Announcement of course schedule for the Fall

semester; Graduates’ completion of procedure for leaving

the university

教務處

1 2 3

262018 21 22 23

27 28 29 30

暑假

24 25

110年七月 JUL 2021

110年六月 JUN 202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09學年度行事曆(草案)

Second Semester / Spring Semester 2021 (February 1, 2021 to July 31, 2021)

6

110年二月 FEB 2021

27

寒

假

1 2621 22 23

18

15

10

2

第 2 學期 110年2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
ACADEMIC CALENDAR (2020-2021 Academic Year)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五月 MAY 2021

24 25

14 19 20

110年四月 APR 2021

110年三月 MAR 2021

15 16 17

教務處12 9 10 11 12 13 14 15

教務處

4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工    作    項    目 Description 業務單位

4 5 6 7 8 9 10
7/5任課教師送交學期成績

7/9研究生申請參加論文考試截止

7/5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grade report

7/9 Last day to file application for graduate-level thesis

oral defense

教務處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30研究生申請論文考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完

畢

7/31第二學期結束，學年終了

7/30 Deadline for graduate-level thesis oral defense

7/31 Second semester (Spring semester) ends
教務處

備 註：本行事曆如遇特殊情形，得依法定程序調整之。

暑假

5



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學報編輯委員組

織及審查要點」，請

討論。 

教務處 1. 配合單位名稱修改辦理。 

2.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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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規名稱 現行法規名稱 說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報編

輯委員組織及審查要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報

編輯委員組織及審查要

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五、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

主任委員，綜理學報各項

事宜。三類學報各置主編

一人，原則由各該領域學

有專精之委員擔任，負責

該學報之實際發展與議題

規劃。三類學報各置執行

編輯一人，協助主編交辦

之編審事宜。各類聯繫及

出版事務統由教務處綜合

業務組負責。 

五、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

主任委員，綜理學報各項

事宜。三類學報各置主編

一人，原則由各該領域學

有專精之委員擔任，負責

該學報之實際發展與議

題規劃。三類學報各置執

行編輯一人，協助主編交

辦之編審事宜。各類聯繫

及出版事務統由教務處

招生與出版組負責。 

配合單位名稱作修改 

六、本委員會負責編審事

宜，每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必要時以電子郵件等

媒介進行討論。 

    編輯委員執行編務視

為機密，各委員應遵守專

業道德，不得自行對外公

開審查作業之相關資料。 

    學報之付印、校對、

發行等事宜，委請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辦理；學報交

換事宜，委請本校圖書資

訊處辦理。 

六、本委員會負責編審事

宜，每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必要時以電子郵件等

媒介進行討論。 

    編輯委員執行編務

視為機密，各委員應遵守

專業道德，不得自行對外

公開審查作業之相關資

料。 

    學報之付印、校對、

發行等事宜，委請教務處

招生與出版組辦理；學報

交換事宜，委請本校圖書

資訊處辦理。 

配合單位名稱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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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報編輯委員組織及審查要點(草案)修改後 

                                  83.4.12 八十二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92.3.12 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3.3.17 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1.16 一 0五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2.11 一 0八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濃化學術研究風氣，提昇研究知能，特設置高雄師大學報編輯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負責本校學報有關之集稿、審稿、刊印、發行等工作。 

三、 高雄師大學報為半年刊，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各出刊一期。 

四、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三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究發展處處長、

圖書資訊處長等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學報專業分類，邀

請各領域校內外學者專家簽請校長獲准後，聘任之。惟全部委員應有三分

之一(含)以上之校外人士。 

五、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員，綜理學報各項事宜。三類學  

    報各置主編一人，原則由各該領域學有專精之委員擔任，負責該  

    類學報之實際發展與議題規劃。三類學報各置執行編輯一人，協 

    助主編交辦之編審事宜。各類聯繫及出版事務統由教務處綜合業  

    務組負責。 

六、 本委員會負責編審事宜，每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以 

    電子郵件等媒介進行討論。 

    編輯委員執行編務視為機密，各委員應遵守專業道德，不得自行   

    對外公開審查作業之相關資料。 

    學報之付印、校對、發行等事宜，委請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辦理；  

    學報交換事宜，委請本校圖書資訊處辦理。 

七、 文稿審查作業流程如下： 

1.採雙向匿名制 

2.初審：由執行編輯就本學報所要求之外在形式條件審視。通過初審之稿件

即送本委員會進行外審事宜。 

3.外審：由主編和所屬編輯委員討論推薦二位審查學者後進行。 

4.審查結果分為:推薦刊登、修改後可刊登、修改後再審、不宜刊登等四

種。 

5.決議：外審意見彙集後，本委員會應針對外審意見進行討論，按推薦刊登、

修改後可刊登、送第三人審查、修改後再審、不宜刊登等五種意見做出決

議。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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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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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

設置要點」，請討

論。 

總務處 1. 為符合大學法精神，學生參與學校

重要事項，提請修訂要點。 

2. 本案業經 108 年 11 月 20 日本校第

19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3. 檢附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條

文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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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代表委員：本校各處(除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外)、室(秘書室、主計室

除外)、各中心推選一名

主管、學生代表一名，共

四名。任期二年。 

(三)代表委員：本校各處(除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外)、室(秘書室、主計室除

外)、中心各推選一名主

管，共三名。任期二年。 

1. 增正文字。 

2. 增列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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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增修版) 

100 年 06 月 10 日  99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100 年 06 月 15 日  99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 年 10 月 07 日 104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104 年 10 月 21 日 104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5 年 09 月 07 日 105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105 年 09 月 21 日 105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5 年 12 月 06 日 105 學年度第 13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12 月 21 日 105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1 月 01 日 105 學年度第 15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1 月 15 日 106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11 月 20 日 108 學年度第 19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妥善規劃與管理校園空間，設置「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空

間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本會)，並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

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組織成員及運作： 

(一)召  集  人：由校長兼任之。 
(二)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含進修學院)院

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 
(三)代表委員：本校各處(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外)、室(秘書室、主計

室除外)、各中心推選一名主管、學生代表一名，共四名。

任期二年。 
(四)執  行  長：由總務長兼任之。 
(五)執行秘書：由總務處保管組組長兼任之。 

三、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研擬校園環境與景觀設計之政策。 
(二) 擬定本校空間規劃、配置原則及管理政策。 
(三) 審議本校各單位之空間需求與重新規劃。 
(四) 審查科技部或其他研究計畫之研究空間配置。 
(五) 審核本校空間使用效能，對績效不彰者收回重新分配。 
(六) 研議其他與空間管理相關議題。 

四、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邀請校內相關人員列席，應有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為決議。 
五、本要點經本會、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



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四、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請討論。 

人事室 1. 依本校 108 年 10 月 2日 108 學年

度第 2次行政主管會報辦理。 

2. 參考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評

鑑辦法、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

鑑辦法，修正本校教授及副教授研

究主持費十五次始得申請免予評

鑑。 

3. 另為為鼓勵本校教授職級教師能於

繼續於研究成果及相關學術表現上

精進，故參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

師評鑑辦法，新增教授職級於研究

表現之評鑑標準。 

4.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相關附表

及原條文各一份(如附件)，案提行

政會議、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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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08.10.17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

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

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

上有卓越貢獻，經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

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

（含）以上、吳大猷先生紀念

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五次

（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

獎併計為獲得五次研究主持

費）。 

前項研究主持費通過標準自一百

零九年起由十次每二年調高一

次，調整過程如下： 

(一)一百零九年度、一百十一年度

提出申請者：十一次。 

(二)一百十一年度、一百十二年度

提出申請者：十二次。 

(三)一百十三年度、一百十四年度

提出申請者：十三次。 

(四)一百十五年度、一百十六年度

提出申請者：十四次。 

(五)一百十七年度起提出申請者：

十五次。 

五、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展演、

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

經校教評會認可免接受評鑑

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

外）。 

    前項第六款年滿六十歲之計算

時點，係以原應受評教師之

「當學年度首月(8 月 31 日以

前)」為基準採認之。 

第三條  

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

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

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

上有卓越貢獻，經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

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

（含）以上、吳大猷先生紀念

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次（含）

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併計

為獲得五次研究主持費）。 

五、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展演、

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

經校教評會認可免接受評鑑

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

外）。 

    前項第六款年滿六十歲之計算

時點，係以原應受評教師之

「當學年度首月(8 月 31 日以

前)」為基準採認之。 

一、參考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專任教師

評鑑辦法、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教

師評鑑辦法，修

正本校教授及副

教授研究主持費

十五次始得申請

免予評鑑。 

二、為避免修法後立

即變更為 15 次影

響教師重大，故

自 109 年起由現

行規定 10 次每二

年調高一次，至

117 年調整為 15

次。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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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教授除需符合前條所屬各系、院所

訂教師評鑑項目外，並應符合以下

評鑑標準： 

一、 學術表現(含論著、作品、展演等

相關資料)應具原創性並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 

(一) 專書或專書單篇:五年內應

發表具本校所定審查機制之

專書（得二人以內合著）一

本，或專書單篇二篇。 

(二) 期刊論文：五年內應有二篇

期刊論文。上述論文須發表

於SCI、SSCI、A&HCI、EI、

EconLit、TSSCI、THCI等級

或經各學院認可之其他正面

表列之期刊(各學院認可之

其他正面表列之期刊須經該

院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但

得以科技部研究計畫一件折

抵期刊論文一篇（須為計畫

主持人始得折抵）；經

SCOPUS收錄之論文，三篇折

抵上開期刊論文一篇（須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

抵）。如為SCI IF前百分之

二十之期刊或SSCI IF前百

分之五十之期刊，有一篇即

符合標準。 

(三) 專利：五年內應有實體審查

之專利二件。上述專利須以

本校為權利人。  

(四) 展演或競賽得獎：五年內應

展演一次，或競賽得獎一

次。競賽得獎應為全國性優

選以上或國際性入選以上；

展演應為直轄市級（主辦或

場地）以上或經學院認可之

其他正面表列的場地(上揭

場地須經學院相關會議審議

通過)，每次展覽之作品應

為受評期間創作之作品，且

同一作品不得重覆計數。展

覽採計次數依本辦法第五條

之二辦理。前揭展演與競賽

須符合各學院、系所明訂之

展演及競賽之主辦單位、場

地、展演名稱及競賽名稱。 

(五) 其他非屬上述各目之相當學

教師評鑑過程應基於公平、公正，

且評量採教學檔案、學生教學滿意

調查表或教學觀察等多元途徑辦理

並兼顧量化及質化指標。 

教師評鑑得包含以下項目： 

一、教學層面 

（一）教學評量結果（教學滿意調

查表結果）。 

（二）教學大綱上網及教材上網，

並加註「遵守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規」及「不得非法影

印」警語。 

（三）教學檔案 E化。 

（四）指導學生學術論文成果。 

（五）參加校內外教學專業成長活

動。 

（六）參加專業社群（含學會）。 

（七）其他：如開發教材、自製教

材或媒體、教學得獎等。 

二、研究層面 

（一）學術論著或作品、展演。 

（二）接受補助或委託之研究計

畫。 

（三）參與學術活動。 

（四）研究獎勵。 

（五）其他。 

三、輔導與服務層面 

（一）輔導 

1.擔任導師情形。 

2.指導社團、校隊或學生活動。 

3.輔導學生。 

4.其他：獲得榮譽及獎勵等。 

（二）服務 

1.教學行政配合度（授課、宣導

保護智慧財產權觀念、缺調

課、補課、送交成績及監考情

形）。 

2.擔任校內行政、委員會委員、

會議出席、籌辦學術會議等學

術服務表現。 

3.從事校外專業服務（政府機

關、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重要

職務、學術期刊編輯、審查委

員、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務

表現）。 

4.進行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二、因教授已無升等

需求，為鼓勵本

校教授職級教師

能於繼續於研究

成果及相關學術

表現上精進，故

參考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教師評鑑

辦法，新增教授

職級於研究表現

之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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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其學術表現相當於上述

各次者。 

教師發表之專書單篇或期刊論文

的作者序，至少一篇須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專書單篇、期刊

論文、專利等表現得共同累計：

三人以上（含）合著之專書一

本、專書單篇一篇或專利一件得

折抵期刊論文一篇。上開學術表

現發表機構名稱均須以本校為第

一順位。 

二、 研究計畫：五年內應主持或共同

主持至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 

(一) 教授得以一篇（本/件/次）

學術表現折抵一件校外研究

計畫，且專書、專書單篇或

期刊論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始得折抵。 

(二) 在評鑑期間內如有以下對

本校具特殊貢獻之事項，

得折抵研究計畫之要求：

撰寫與執行校級計畫一次

（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等），或擔任校級各樂團

指揮一年，或擔任各校隊

教練一年，或擔任國家級

或國際級競賽之本校選手

訓練計畫負責人一次，或

指導本校學生參與國家級

比賽優選以上或國際級比

賽入選以上一次。 

上開學術表現、校外研究計畫及特

殊貢獻事項之相互折抵以一次為

限。 

如對上開評鑑標準認有疑義，應提

請三級教評會審議後確認。 

5.獲得榮譽及獎勵等。 

第五條之二 

本辦法第五條之一第四款所稱展覽採

計次數依本條辦理： 

一、個展：於本校認可之國家級機

構展場（中華文化總會、國立國

父紀念館、國立中正紀念堂、國

立歷史博物館、國立臺灣美術

館、臺北市立美術館、高雄市立

美術館）或經各院組成相關委員

會審查通過之國內外公私立機構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辦法第五條

之一第四款訂定

展覽採計次數及

展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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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展場所舉辦之個展採計一

次，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不同類

別，數量不得少於下列規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

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

等）十五件以上。 

(二)立體作品：（如雕塑、複

合媒體作品等）七件以

上。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

術、數位藝術、多媒體藝

術、行動藝術等）三件以

上。 

二、策展：須為主策展人，所策展

之參展國家應為三國以上得採計

一次。 

第六條 

人事室應於每一學年度開始前，彙

整當學年度應受評鑑教師名單，並

分送學院及各受評鑑教師。受評鑑

教師，頇提出相關資料接受審查，

各系所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始

時，通知所屬應受評鑑之教師據實

提出個人最近評鑑資料，講師及助

理教授應提供最近三年評鑑資料、

教授及副教授應提供最近五年評鑑

資料，由教師擇定於當年十月底或

次年三月底送系所、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逐級審議。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料查核確

認後，於當年十一月底或次年四月

底前送請院教評會審議，資料不齊

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各院每學年

之教師評鑑工作應於當年十二月底

或次年五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

請校教評會於該學年結束前進行審

核。 

人事室依審核結果通知受評鑑教師

及相關執行單位。 

被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年度

依規定時程申請辦理再評鑑，自再

評 鑑通過之下一學年度起取消停權

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料

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第六條 

人事室應於每一學年度開始前，彙

整當學年度應受評鑑教師名單，並

分送學院及各受評鑑教師。受評鑑

教師，頇提出相關資料接受審查，

各系所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始

時，通知所屬應受評鑑之教師據實

提出個人最近三年評鑑資料，於十

月底前送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逐級審議。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料查核確

認後，於每年十一月底前送請院教

評會審議，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

予受理。各院每學年之教師評鑑工

作應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

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年結束前進行

審核。 

人事室依審核結果通知受評鑑教師

及相關執行單位。 

被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年度

依規定時程申請辦理再評鑑，自再

評 鑑通過之下一學年度起取消停權

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料

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一、參考理學院 108

年 1 月 3 日 107

學年度第 2 次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

會議提案修法建

議辦理。 

二、本校教師評鑑辦

法第 2 條:「講師

及助理教授每任

滿三年需接受評

鑑一次，副教授

及教授每任滿五

年需再接受評鑑

一次。」又第 6

條「受評鑑之教

師據實提出個人

最近三年評鑑資

料」。受評鑑區

間與提供資料不

一 致 易 造 成 混

淆，且自上次受

評後之二年資料

無法放入，建議

教授及副教授提

供 教 師 評 鑑 資

料，由近 3 年改

為近 5 年。 

三、查本校現行評鑑

程序，有部分教

師係於下學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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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評 鑑 資 料 審

核，為利教師彙

整資料，擬由教

師自行擇定於上

學期或下學期受

評，惟仍應於該

學年結束前提請

校教評會進行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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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原條文) 
95.03.07.本校 94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96.06.22.本校 95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03.18.本校 97 學年度第 6次行政會議修正 

98.06.19.本校 97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12.09.本校 9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 

98.12.25.本校 98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3.06.04.本校 102 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修正 

103.06.13 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10 條、第 11 條 
105.01.08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第 11 條 

105.06.17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 
105.12.23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5條 
106.06.16 本校 105 學年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 

107.12.21 本校 107 學年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2、3、6、13、14 條 
108.12.21 本校 108 學年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條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績效，以改善整體辦

學品質，依大學法第 21 條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評鑑。教師自受第

一次評鑑過後，講師及助理教授每任滿三學年需接受評鑑一次，副教

授及教授每任滿五學年需再接受評鑑一次。因升等或有其他特別需求

時，教師得申請提前評鑑。凡本校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

年數之計算，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不包括留職留薪或留職停薪期間，

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當年度有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

借調、出國講學、研究 或進修等）不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

務後順延辦理。教師因生育或長期病假得延後一至二年接受評鑑。通

過升等教師，視為通過一次評鑑，並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年度起

計算其應接受評鑑年數。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

停聘、不續聘及獎勵之重要參考。 

 

第三條 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

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校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含）以上、吳大猷先生紀念獎或研究

主持費共十次（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併計為獲得五次研究主

持費）。 

五、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展演、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校教評

會認可免接受評鑑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前項第六款年滿六十歲之計算時點，係以原應受評教師之「當學年度

首月(8月31日以前)」為基準採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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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辦法之評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三項目。教學、研究、

輔導與服務之任一項目皆達一定水準、且三項目評鑑之加權平均成績

達七十分者為符合標準；教學權重應介於 30–60%，研究權重應介於

30–60%，服務與輔導權重應介於 10–30%。 

第五條 教師評鑑過程應基於公平、公正，且評量採教學檔案、學生教學滿意

調查表或教學觀察等多元途徑辦理並兼顧量化及質化指標。 

教師評鑑得包含以下項目： 

一、教學層面 

（一）教學評量結果（教學滿意調查表結果）。 

（二）教學大綱上網及教材上網，並加註「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規」及「不得非法影印」警語。 

（三）教學檔案 E化。 

（四）指導學生學術論文成果。 

（五）參加校內外教學專業成長活動。 

（六）參加專業社群（含學會）。 

（七）其他：如開發教材、自製教材或媒體、教學得獎等。 

二、研究層面 

（一）學術論著或作品、展演。 

（二）接受補助或委託之研究計畫。 

（三）參與學術活動。 

（四）研究獎勵。 

（五）其他。 

三、輔導與服務層面 

（一）輔導 

1.擔任導師情形。 

2.指導社團、校隊或學生活動。 

3.輔導學生。 

4.其他：獲得榮譽及獎勵等。 

（二）服務 

1.教學行政配合度（授課、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念、缺調課、

補課、送交成績及監考情形）。 

2.擔任校內行政、委員會委員、會議出席、籌辦學術會議等學

術服務表現。 

3.從事校外專業服務（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重要職

務、學術期刊編輯、審查委員、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務表

現）。 

4.進行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5.獲得榮譽及獎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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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人事室應於每一學年度開始前，彙整當學年度應受評鑑教師名單，並

分送學院及各受評鑑教師。受評鑑教師，頇提出相關資料接受審查，

各系所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始時，通知所屬應受評鑑之教師據實提

出個人最近三年評鑑資料，於十月底前送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逐

級審議。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料查核確認後，於每年十一月底前送請院教

評會審議，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各院每學年之教師評鑑工

作應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年結束前進行

審核。 

人事室依審核結果通知受評鑑教師及相關執行單位。 

被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年度依規定時程申請辦理再評鑑，自再

評 鑑通過之下一學年度起取消停權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料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第七條 教師評鑑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績效，予以客觀審慎之評

鑑。 

評鑑方式由各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各院教評會複審，及校教

評會決審。決審以無記名投票過半方式，決定是否通過評鑑。 

 

第八條 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案時，應有應出席委員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方得決議。委員須親自出席，

不得由他人代理。 

教評會委員審議教師評鑑案，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

親等內之血親、姻親、論文指導教師或有個人利害關係者，應自行迴

避，不得參與討論與決議；有疑義時，由各級教評會予以認定。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受評鑑教師

得舉其原因事實向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未自行迴避者，主席得經教評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三項規定應行迴避之情事者，不計入應出席委員人數。 

 

第九條 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自次一學年度起至提出再評鑑通過之下一

學年度為止，施予下列停權措施： 

一、校內不得超授鐘點。 

二、不得借調校外機構。 

三、不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四、不予晉支薪俸。 

未通過評鑑之教師，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學年度起，解除前項限制。 

任一次評鑑結果未達標準者，由學院協調系（所）給予合理之輔導，

一年後再予評鑑；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達標準之教師，應經本校各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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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經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得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最近一次評鑑符合標準者，方得提出升等之申請。 

 

第十條 各系（所、中心）及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分別訂定其教師評鑑要點，

敘明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方式、計分標準、評鑑程序、評鑑結果之

處理方式等，經院務會議通過、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校自九十六學年度起，凡新聘專任助理教授及講師應於到任七年

內通過升等，人事室於升等期限前二年函知應於期限內升等之教師，

並副知學術單位。 

教師因懷孕、生產或長期病假者，得經提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

意依其所請之事由延長升等年限一年，必要時得再延長一年，最長

二年為限；奉准留職停薪者期限暫停計算。 

第一項七年內未通過升等之教師，人事室於當學年度函知所屬學術

單位並副知當事人，當事人得提出協助申請，由所屬學術單位依當

事人之申請提供相關協助，必要時會同其他單位組成委員會以備專

業諮詢及輔導，限期於第八年內通過升等。如仍未於期限內通過升

等者，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一定期間不得晉薪級、休假

研究、出國進修、出國講學、出國研究、超支鐘點費、校外兼課、

兼職、兼任行政及借調等處置或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以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經行政程序報請教育

部核准後不予續聘。 

 

第十二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不服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

覆結果不服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依前開第 11 條規定，未於期限內完成升等之教師如對結果不服，準

用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10 條規定提請救濟。 
 

第十三條 本校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評鑑比照專任教師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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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       學年度 

教師評鑑教授學術表現、研究計畫評鑑項目檢核表 
 

受評人姓名：                   系（所）、中心：                   職稱：                 

一、請勾選以下之學術表現及研究計畫： 

評鑑標準 檢核項目 說明 

學術表現 

(含論著、作

品、展演等) 

 
＊應具原創性

並符合右列規

定之一。 

 

專書或專書單篇:五年內應發表具本校所定審

查機制之專書（得二人以內合著）一本，或專

書單篇二篇。 

期刊論文：五年內應有二篇期刊論文。 

專利：五年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二件。上述

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人。 

展演或競賽得獎：五年內應展演一次，或競賽

得獎一次。 

其他非屬上述各次之相當學術表現：經三級教

評會審議通過其學術表現相當於上述各次者。 

一、期刊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

A&HCI、EI、EconLit、TSSCI、

THCI等級或經各學院認可之其

他正面表列之期刊(各學院認

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期刊須經

該院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但得

以科技部研究計畫一件折抵期

刊論文一篇（須為計畫主持人

始得折抵）；經 SCOPUS 收錄之

論文，三篇折抵上開期刊論文

一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前

百分之二十之期刊或 SSCI IF

前百分之五十之期刊，有一篇

即符合標準。 

二、教師發表之專書單篇或期刊論

文的作者序，至少一篇須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專書單

篇、期刊論文、專利等表現得

共同累計：三人以上（含）合

著之專書一本、專書單篇一篇

或專利一件得折抵期刊論文一

篇。 

研究計畫 

 
＊請勾選右列

項目之一。 

 

五年內應主持或共同主持至少一件校外研究

計畫。 

教授得以一篇（本/件/次）學術表現折抵一件

校外研究計畫，且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抵。 

撰寫與執行校級計畫一次（如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等），或擔任校級各樂團指揮一年，或擔

任各校隊教練一年，或擔任國家級或國際級競

賽之本校選手訓練計畫負責人一次，或指導本

校學生參與國家級比賽優選以上或國際級比

賽入選以上一次。 

一、學術表現、校外研究計畫及特

殊貢獻事項之相互折抵以一次

為限。 

二、如對上開評鑑標準認有疑義，

應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後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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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依據以上勾選之學術表現填寫基本資料： 
 

檢核項目/序號 1 2 3 

學術表現作品名稱 

(專書、期刊論文、專

利、展演、競賽等) 

   

接受/出版/展演/ 

競賽時間/專利或合約

起日 

   

出版社名稱/期刊論文

出處/展演場地/競賽場

地 

   

學術表現發表機構名稱

均須以本校為第一順位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下資料請依據學術表現類型填寫，如不適用，請自行刪除或略過。 

ISBN 等出版書碼及 

期刊卷期 

   

期刊論文等級 
   

專利號碼 
   

展演作品類型 

及件數 

個展： 

(一)平面作品：     件。 

(二)立體作品：     件。 

(三)綜合作品：     件。 

 

策展： 

須為主策展人，所策展

之參展國家應為三國以

上。 

(國家：              ) 

 

個展： 

(一)平面作品：     件。 

(二)立體作品：     件。 

(三)綜合作品：     件。 

 

策展： 

須為主策展人，所策展

之參展國家應為三國以

上。 

(國家：              ) 

 

個展： 

(一)平面作品：     件。 

(二)立體作品：     件。 

(三)綜合作品：     件。 

 

策展： 

須為主策展人，所策展

之參展國家應為三國以

上。 

(國家：              ) 

 

競賽得獎名次 

全國性優選以上 

(名次：               ) 

國際性入選以上 

(名次：               ) 

全國性優選以上 

(名次：               ) 

國際性入選以上 

(名次：               ) 

全國性優選以上 

(名次：               ) 

國際性入選以上 

(名次：               ) 

其他非屬第五條之一第一款第一至四目之相當學術表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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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計畫基本資料： 

 
執行期間 計畫名稱 計畫單位/ 

補助或委辦 

計畫執行身分 金額(元) 

   
主持人 

共(協)主持人 

 

 

研究計畫以下列方式折抵： 

教授得以一篇（本/件/次）學術表現折抵一件校外研究計畫，且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須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抵。(相關細節基本資料請於本表) 

撰寫與執行校級計畫一次（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 

擔任校級各樂團指揮一年。 

擔任各校隊教練一年。 

擔任國家級或國際級競賽之本校選手訓練計畫負責人一次。 

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國家級比賽優選以上或國際級比賽入選以上一次。 
 

 

 

受評人簽名：                     系（所）、中心 主管：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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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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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

法」，請討論。 

人事室 1. 依本校 108 年 6 月 11 日教師 108

學年教師鐘點費調整研商會議、

108 年 8 月 22 日 108 學年教師升等

審查辦法修法研商會議辦理。 

2. 為提升本校教師升等品質，訂定教

師升等符合本校之規定，擬修正本

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3.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

審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相關

附表及原條文各一份(如附件)。 

4.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行政會議及校

務會議通過後，建請各院、系所、

中心(處)應配合校級法規修正相關

規定，並請加強宣導所屬單位教

師，惟因應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修正

前後緩衝期間，提請討論。 

5.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及

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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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分為學術型、教

學實務型與應用技術型。 

一、本校各級教師升等者，須符合

於下列規定：  

（一）升等講師應具有下列資格

之一： 

1.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

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

成績優良者。 

2.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任

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

作四年以上，成績優良，並

有專門著作者。 

3.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六年以

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

作者。 

（二）升等助理教授應具有下列

資格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成績優良，並有專門

著作者。 

2.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年以上，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3.大學或獨立學院醫學系、中

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

任臨床工作九年以上，其中

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四年，成績優良，並有專門

著作者。 

4.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

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年以上，並有專門著

第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分為學術型、教

學實務型與應用技術型。 

一、本校各級教師以學術型升等

者，須符合於下列規定：  

（一）升等講師應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 

1.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

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

書，成績優良者。 

2.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任

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

工作四年以上，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3.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

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六年

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

著作者。 

（二）升等助理教授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成績優良，並有專門

著作者。 

2.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年以上，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3.大學或獨立學院醫學系、中

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

任臨床工作九年以上，其中

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

師四年，成績優良，並有專

門著作者。 

4.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

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

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年以上，並有專門著

一、教師辦理升等

案，應先依本校

教師申請升等審

查表評定升等教

師研究、教學、

服務成績，再辦

理著作外審作

業。 

二、增列應用技術升

等…並需於升等

送審時已完成行

政管理費撥付之

計畫 

三、增列第2條第2款

升等外審前符合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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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

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升等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

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年以上，有創作或發

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

重要專門著作者。 

2.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

優良，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本校所訂以學術型、教學實務

型與應用技術型升等之各級

教師，應符合下列規定，始

得辦理著作外審作業。 

(一)申請學術型升等之教師除應

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外，並

須符合下列各項資格。 

1.升等副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

下二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

登於 A&HCI、SCI(E)、

SSCI、TSSCI（第一級與第

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

二級）之期刊論文累計達 3

篇以上（須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代表著作貢獻

如同第一作者及貢獻均等

作者不予採計，代表著作

雙通訊作者以上未提供與

期刊主編通訊相關資料者

不予採計），並須由前款論

文選擇 1篇於近 5年內發

表之論文作為代表著作；

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

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

於經各學術領域認可之國

內、外具審查制度之學術

或專業刊物之論文累計達

2篇以上，其中至少 1篇以

上為近 5年內發表於

SCI(E)、SSCI、TSSCI（第

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

一級與第二級）、A&HCI 所

列之代表性期刊論文（須

作者。 

2.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

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升等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

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年以上，有創作或發

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

重要專門著作者。 

2.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

優良，並有重要專門著作

者。 

二、本校各級教師在課程、教材、

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

評量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

延伸應用具體成果，以教學實

務升等者，須符合申請升等當

學期往前推算五年內累計本

校六學期（不含升等當學期）

之本校教學評量成績各學期

平均在4.5分以上或排名在所

屬系所（中心）專任教師前 40%

以內。各級申請人應符合於下

列規定： 

（一）升等助理教授應具備下列資

格： 

1.曾任講師 3年以上。 

2.發表於國內外具有審查機制

之專門著作。 

（二）升等副教授應具備下列資

格： 

1.曾任助理教授 3年以上。 

2.發表於國內外具有審查機制

之專門著作。 

（三）升等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

1.曾任副教授 3年以上。 

2.發表於國內外具有審查機制

之專門著作。 

申請人如有下列事蹟，應提供佐證

資料併同申請: 

（一）擔任校內外教學改進計畫之

主持人或實際執行人，有具

體貢獻。 

（二）曾獲本校教學優良教師。 

（三）曾獲教學優良相關獎項。 

（四）其他與教學實務相關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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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代表著作貢獻如同第一作

者及貢獻均等作者不予採

計，代表著作雙通訊作者

以上未提供與期刊主編通

訊相關資料者不予採

計），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

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

度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

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

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

該代表性論文。藝術創作

類教師升等悉依教育部頒

「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

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

查基準」規定辦理。 

(2)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

數 4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

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

數）；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

數 2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

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

數）。學術研究成果點數採

計，如附表一。 

2.升等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

二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

登於 A&HCI、SCI(E)、

SSCI、TSSCI（第一級與第

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

二級）之期刊論文累計達 4

篇以上（須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代表著作貢獻

如同第一作者及貢獻均等

作者不予採計，代表著作

雙通訊作者以上未提供與

期刊主編通訊相關資料者

不予採計），並須由前款論

文選擇 1篇於近 5年內發

表之論文作為代表著作；

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

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

於經各學術領域認可之國

內、外具審查制度之學術

或專業刊物之論文累計達

（含擔任實習、論文指導老師、教

學影音或教學歷程檔案）。 

三、本校各級教師以應用技術升等

者，須符合於下列規定： 

（一）升等副教授者，須曾任助理

教授 3年以上且發表國內外

具有審查機制之專門著作 1

篇以上並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 

1.發明專利或新產品：為送審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

年取得國內、外專利或研發新

產品累計2件以上(新產品需以

學校名義公開發表)。 

2.產學計畫：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擔任計

畫主持人且執行政府部門(包

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但不

包含一般研究計畫)、私人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累計總金額至

少 300 萬元。（產學計畫需以本

校名義執行並符合「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

辦理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收支

管理要點」規定） 

3.技轉金：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

師資格後，最近 5年累計技轉

授權金額達 100 萬元以上。（技

轉金需以本校名義技轉） 

（二）升等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

3年以上且發表國內外具有

審查機制之專門著作 1篇以

上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發明專利或新產品：為送審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

年取得國內、外專利或研發新

產品累計 3 件以上(新產品需

以學校名義公開發表)。 

2.產學計畫：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擔任計

畫主持人且執行政府部門(包

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但不

包含一般研究計畫)、私人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累計總金額至

少 500 萬元。（產學計畫需以本

校名義執行並符合「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

辦理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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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篇以上，其中至少 1篇以

上為近 5年內發表於

SCI(E)、SSCI、TSSCI（第

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

一級與第二級）、A&HCI 所

列之代表性期刊論文（須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代表著作貢獻如同第一作

者及貢獻均等作者不予採

計，代表著作雙通訊作者

以上未提供與期刊主編通

訊相關資料者不予採

計），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

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

度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

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

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

該代表性論文。藝術創作

類教師升等悉依教育部頒

「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

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

查基準」規定辦理。 

(2)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

數 5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

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

數）；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

數 4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

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

數）。學術研究成果點數採

計，如附表一。 

 

(二)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之教師

除應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

外，並須符合下列各項資格條

件： 

1.升等副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

下五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

登於 A&HCI、SCI(E)、

SSCI、TSSCI（第一級與第

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

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2

篇以上（須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

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

管理要點」規定） 

3.技轉金：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

師資格後，最近 5年累計技轉

授權金額達200萬元以上。（技

轉金需以本校名義技轉） 

四、教師如因生育或長期病假而無

法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

之期限內升等，得申請延後一

至二年；奉准留職停薪者期限

暫停計算。 

前項各類型升等所列「專門著作」

應與任教課目相關；升等教師之

「專門著作」至少應有一篇以本校

名義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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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制度審查，且已發表

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

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

代替該等論文；其他學術

單位領域之教師，取得前

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

SCI(E)、SSCI、TSSCI（第

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

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

刊至少 1篇以上（須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亦得

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

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

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

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

至少 1種代替該論文。藝

術創作類教師辦理個人作

品展演 1次，其展演類別

與作品數量須符合教育部

「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

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

查基準」規定。 

(2)近 5 年教學評量成績平均

4.0 以上或排名在所屬系

所(中心)之前 40%以內。 

(3)教學研究成果總點數 50

點。教學研究成果點數採

計，如附表二。 

(4)須提供彙整後之教學成就

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5)曾任助理教授 3年以上。 

2.升等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

五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

登於 A&HCI、SCI(E)、

SSCI、TSSCI（第一級與第

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

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3

篇以上（須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

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

嚴謹制度審查，且已發表

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

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

代替該等論文；其他學術

單位領域之教師，取得前

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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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SSCI、TSSCI（第

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

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

刊至少 2篇以上（須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亦得

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

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

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

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

至少 1種代替該論文。藝

術創作類教師辦理個人作

品展演 1次，其展演類別

與作品數量須符合教育部

「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

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

查基準」規定。 

(2)近 5 年教學評量成績平均

4.0 以上或排名在所屬系

所(中心)之前 40%以內。 

(3)教學研究成果總點數 70

點。教學研究成果點數採

計，如附表二。 

(4)須提供彙整後之教學成就

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5)曾任副教授 3年以上。 

 

(三)申請應用技術型升等之教師

除應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

外，並須符合下列各項資格條

件： 

1.升等副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

下六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

登於 A&HCI、SCI(E)、

SSCI、TSSCI（第一級與第

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

第二級）所列之期刊累計

達 2篇以上（須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其中 1篇

論文得以技術報告代替；

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

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

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

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

所列之期刊至少 1篇以上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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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

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

度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

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

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

該論文。藝術創作類教師

辦理個人作品展演 1次，

其展演類別與作品數量須

符合教育部「藝術類科教

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

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定。 

(2)發明專利或新產品：為送

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最近 5年取得國內、

外專利或研發新產品累計

2件以上(新產品需以學校

名義公開發表)。 

(3)產學計畫：為送審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

年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執行

政府部門(包含科技部產

學合作計畫，但不包含一

般研究計畫)、私人企業產

學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

累計總金額達 45 萬元以

上。（產學計畫需以本校

名義執行並符合「國立高

雄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

或委託辦理計畫暨產學合

作計畫收支管理要點」規

定，並需為於升等送審時

已完成行政管理費撥付之

計畫） 

(4)技轉金：為送審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

年累計技轉授權金額達

100 萬元以上。（技轉金需

以本校名義技轉，並需為

於升等送審時已完成技轉

金撥付之計畫） 

(5)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技術應用研究成果

總點數 40 點以上（已採用

於條件 1至條件 4之成果

不得再計算點數）；其他學

術單位領域之教師，技術

應用研究成果總點數20點

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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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4之成果不得再計算

點數）。技術應用研究成果

點數採計，如附表三。 

(6)曾任助理教授 3年以上。 

2.升等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

六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

登於 A&HCI、SCI(E)、

SSCI、TSSCI（第一級與第

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

第二級）所列之期刊累計

達 3篇以上（須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其中 1篇

論文得以技術報告代替；

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

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

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

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

所列之期刊至少 2篇以上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

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

度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

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

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

該論文。藝術創作類教師

辦理個人作品展演 1次，

其展演類別與作品數量須

符合教育部「藝術類科教

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

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定。 

(2)發明專利或新產品：為送

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最近 5年取得國內、

外專利或研發新產品累計

3 件以上(新產品需以學

校名義公開發表)。 

(3)產學計畫：為送審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

年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執行

政府部門(包含科技部產

學合作計畫，但不包含一

般研究計畫)、私人企業產

學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

累計總金額達 75 萬元以

上。（產學計畫需以本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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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執行並符合「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或

委託辦理計畫暨產學合作

計畫收支管理要點」規

定，並需為於升等送審時

已完成行政管理費撥付之

計畫） 

(4)技轉金：為送審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

年累計技轉授權金額達

200 萬元以上。（技轉金需

以本校名義技轉，並需為

於升等送審時已完成行政

管理費撥付之計畫） 

(5)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

教師，技術應用研究成果

總點數 50 點以上（已採用

於條件 1至條件 4之成果

不得再計算點數）；其他學

術單位領域之教師，技術

應用研究成果總點數30點

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至

條件 4之成果不得再計算

點數）。技術應用研究成果

點數採計，如附表三。 

(6)曾任副教授 3年以上。 

教師如因生育或長期病假而無法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之期限

內升等，得申請延後一至二年；奉

准留職停薪者期限暫停計算。 

前項各類型升等所列「專門著作」

應與任教課目相關；升等教師之

「專門著作」至少應有一篇以本校

名義發表。 

第七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規定如

下： 

一、初審：(略) 

二、複審：(略) 

三、決審：(略) 

於複審程序送校外學者專家辦理

送審作業前，送審人應填寫「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辦理教師升等檢核

表」送所屬系(所、中心)院、人事

室檢核升等資格及送審資料是否

符合本校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第七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規定如

下： 

一、初審：(略) 

二、複審：(略) 

三、決審：(略) 

一、新增第二項。 

二、為避免各級形式

審查及送審資料

不一致，於送外

審前應先送所屬

系(所)院、人事

室檢核送審人升

等資格及送審資

料是否符合規

定，如有不符

者，應退回上一

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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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定。如有升

等資格、送審作品等形式要件不符

規定者，系級承辦人應即還請送審

人補正；院級承辦人應還請系所究

明原因並補正後續送。 

如於初審程序即送校外學者專家

辦理送審作業者，應於初審程序送

外審前，依前項規定程序辦理。 

第十條 

教師對於升等決審結果等處分如

有異議，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有關申

訴程序之規定於收受通知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敘明理由以書面向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外，亦得先選擇下列程序提出申

覆： 

一、申請人不服初審之決議，應於

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院教

評會提出申覆，院教評會認為

申覆有理由，應送回系教評會

再審議。 

二、申請人如不服複審之決議，應

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

教評會提出申覆，校教評會認

為申覆有理由，應送回院教評

會再審議。 

三、申請人如不服決審之決議，應

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

教評會申請再審議，校教評會

認為申覆有理由，應重行審議

該升等案。並將結果通知當事

人及其所屬系所（中心）。 

各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

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必要時

得簽請校教評會主席同意延長三

十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申

覆成立。 

申請升等教師不服教評會決審結

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者，不得再向教評會提出申覆，已

進行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審議。 

第十條 

教師對於升等決審結果等處分如

有異議，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有關申

訴程序之規定於收受通知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敘明理由以書面向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外，亦得先選擇下列程序提出申

覆： 

一、申請人不服初審之決議，應於

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院教

評會提出申覆，院教評會認為

申覆有理由，應送回系教評會

再審議。 

二、申請人如不服複審之決議，應

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

教評會提出申覆，校教評會認

為申覆有理由，應送回院教評

會再審議。 

三、申請人如不服決審之決議，應

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

教評會申請再審議；校教評會

應由召集人聘請該會委員三

人組成專案小組，於十四日內

完成審議，提出書面具體處理

結論，校教評會針對專案小組

所提出結論認為申覆有理

由，應重行審議該升等案。並

將結果通知當事人及其所屬

系所（中心）。 

各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

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惟如需

組專案小組查處，必要時得延長十

四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申

覆成立。 

現行決審層級申覆

案，成立三人小組之

規定實為窒礙難行，

因現行推動時校教評

會委員會擔心三人小

組之建議會形成特定

立場，而不願擔任三

人小組委員，而形成

無法組成窘境。因校

教評會為委員制，故

建議仍回歸校教評會

討論。 

三、因部分申覆案處

理程序繁瑣、案

件龐雜，且校級

教評會召開時間

多數已預訂，為

配合時效臨時召

開，仍需配合多

數委員時間且須

達委員 2/3 出席

始得開議，故擬

增加延長審議時

間，以利資料統

整及會議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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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升等教師不服教評會決審結

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者，不得再向教評會提出申覆，已

進行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審議。 

第十一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施行（86

年 3 月 19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

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

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不受本辦法、大學法及其他相關法

令之限制。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

定辦理。 

第十一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施行（86

年 3 月 19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

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

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不受本辦法、大學法及其他相關法

令之限制。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簽請校長

核准後實施。 

一、依大學法第20條

規定，大學教師

之聘任、升等、

停聘、解聘、不

續聘及資遣原因

之認定等事項，

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二、查現行彰師大、

北教大升等法

規，針對未盡事

宜並無明定處理

程序。台師大規

定「本辦法如有

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規定辦理；

如有疑義，由校

務會議解釋

之。」，仍回歸修

法程序。 

三、為避免本校升等

事項教評會權責

釐清及修法程序

疑義，故修正本

條第2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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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 
96.06.22.本校 95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7.06.20.本校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8.06.19.本校 97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0.06.17.本校 99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3.06.13 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2條、第 4條 

                      105.01.08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4條、第 7條 

                      105.12.23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第 7條 

                      106.06.16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第 7條 

106.12.22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2條、第 3條、第 5條 

108.○.○本校○學年度第○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條、第○條、第○條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理教師升等，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分為學術型、教學實務型與應用技術型。 

一、本校各級教師升等者，須符合於下列規定：  

（一）升等講師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成績優良者。 

2.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年以上，成績優良，並

有專門著作者。 

3.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六年以

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升等助理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2.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3.大學或獨立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臨床工作九年以上，其中

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年，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4.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年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2.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升等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年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2.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本校所訂以學術型、教學實務型與應用技術型升等之各級教師，應符合下列規定，始

得辦理著作外審作業。 

（一）申請學術型升等之教師除應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外，並須符合下列各項資格。 

1.升等副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二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之期刊論文累計達 3 篇以

上（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代表著作貢獻如同第一作者及貢獻均等作者不

予採計，代表著作雙通訊作者以上未提供與期刊主編通訊相關資料者不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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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由前款論文選擇 1篇於近 5年內發表之論文作為代表著作；其他學術單位

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經各學術領域認可之國內、外具審查制度

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論文累計達 2篇以上，其中至少 1篇以上為近 5年內發表

於 SCI(E)、SSCI、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A&HCI

所列之代表性期刊論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代表著作貢獻如同第一作

者及貢獻均等作者不予採計，代表著作雙通訊作者以上未提供與期刊主編通訊

相關資料者不予採計），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

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1種代替該代表性論文。

藝術創作類教師升等悉依教育部頒「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

資格審查基準」規定辦理。 

(2)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數 4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數 2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學術研究成果點數採計，如

附表一。 

2.升等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二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之期刊論文累計達 4篇以

上（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代表著作貢獻如同第一作者及貢獻均等作者不

予採計，代表著作雙通訊作者以上未提供與期刊主編通訊相關資料者不予採計），

並須由前款論文選擇 1篇於近 5年內發表之論文作為代表著作；其他學術單位

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經各學術領域認可之國內、外具審查制度

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論文累計達 3篇以上，其中至少 1篇以上為近 5年內發表

於 SCI(E)、SSCI、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A&HCI

所列之代表性期刊論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代表著作貢獻如同第一作

者及貢獻均等作者不予採計，代表著作雙通訊作者以上未提供與期刊主編通訊

相關資料者不予採計），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

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1種代替該代表性論文。

藝術創作類教師升等悉依教育部頒「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

資格審查基準」規定辦理。 

(2)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數 5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總點數 4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學術研究成果點數採計，如

附表一。 

 

（二）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之教師除應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外，並須符合下列各項資

格條件： 

1.升等副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五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2篇以上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

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該等論

文；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1篇以上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

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該論文。

藝術創作類教師辦理個人作品展演 1次，其展演類別與作品數量須符合教育部

「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定。 

(2)近 5 年教學評量成績平均 4.0 以上或排名在所屬系所(中心)之前 4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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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研究成果總點數 50 點。教學研究成果點數採計，如附表二。 

(4)須提供彙整後之教學成就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5)曾任助理教授 3年以上。 

2.升等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五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3篇以上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

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該等論

文；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2篇以上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

審查，且已發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該論文。

藝術創作類教師辦理個人作品展演 1次，其展演類別與作品數量須符合教育部

「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定。 

(2)近 5 年教學評量成績平均 4.0 以上或排名在所屬系所(中心)之前 40%以內。 

(3)教學研究成果總點數 70 點。教學研究成果點數採計，如附表二。 

(4)須提供彙整後之教學成就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5)曾任副教授 3年以上。 

 

（三）申請應用技術型升等之教師除應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外，並須符合下列各項資

格條件： 

1.升等副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六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累計達 2篇以

上（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其中 1篇論文得以技術報告代替；其他學術單

位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TSSCI（第一級

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1篇以上（須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且已發

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該論文。藝術創作類

教師辦理個人作品展演 1次，其展演類別與作品數量須符合教育部「藝術類科

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定。 

(2)發明專利或新產品：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取得國內、外專

利或研發新產品累計 2件以上(新產品需以學校名義公開發表)。 

(3)產學計畫：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執行政

府部門(包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但不包含一般研究計畫)、私人企業產學合

作計畫，行政管理費累計總金額達 45 萬元以上。（產學計畫需以本校名義執行

並符合「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收支

管理要點」規定，並需為於升等送審時已完成行政管理費撥付之計畫） 

(4)技轉金：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累計技轉授權金額達 100

萬元以上。（技轉金需以本校名義技轉，並需為於升等送審時已完成技轉金撥付

之計畫） 

(5)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技術應用研究成果總點數 40 點以上（已採用於

條件 1至條件 4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師，技術應用

研究成果總點數 20點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至條件 4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

技術應用研究成果點數採計，如附表三。 

(6)曾任助理教授 3年以上。 

2.升等教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六項條件： 

(1)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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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第一級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累計達 3篇以

上（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其中 1篇論文得以技術報告代替；其他學術單

位領域之教師，取得前一職級後刊登於 A&HCI、SCI(E)、SSCI、TSSCI（第一級

與第二級）及 THCI（第一級與第二級）所列之期刊至少 2篇以上（須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亦得以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且已發

表或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至少 1種代替該論文。藝術創作類

教師辦理個人作品展演 1次，其展演類別與作品數量須符合教育部「藝術類科

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定。 

(2)發明專利或新產品：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取得國內、外專

利或研發新產品累計 3 件以上(新產品需以學校名義公開發表)。 

(3)產學計畫：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執行政

府部門(包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但不包含一般研究計畫)、私人企業產學合

作計畫，行政管理費累計總金額達 75 萬元以上。（產學計畫需以本校名義執行

並符合「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收支

管理要點」規定，並需為於升等送審時已完成行政管理費撥付之計畫） 

(4)技轉金：為送審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最近 5年累計技轉授權金額達 200

萬元以上。（技轉金需以本校名義技轉，並需為於升等送審時已完成行政管理費

撥付之計畫） 

(5)理學院、科技學院領域之教師，技術應用研究成果總點數 50 點以上（已採用於

條件 1至條件 4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其他學術單位領域之教師，技術應用

研究成果總點數 30 點以上（已採用於條件 1至條件 4之成果不得再計算點數）。

技術應用研究成果點數採計，如附表三。 

(6)曾任副教授 3年以上。 

教師如因生育或長期病假而無法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之期限內升等，得申請延後一至二

年；奉准留職停薪者期限暫停計算。 

前項各類型升等所列「專門著作」應與任教課目相關；升等教師之「專門著作」至少應有一

篇以本校名義發表。 

第 三 條 前條各級教師申請升等，並應符合下列條款： 

一、升等年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書所載起資年月推算至該次升等所屬學

期開始前為止（一月或七月）。 

二、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所屬之系、所、中心規定期限內向該單位主管提出，服務年資未

滿者不得申請。 

三、所提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

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年資，經採計為升等年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以專利發明、有關技術移轉、授權之技術報告亦得作為升

等代表著作，惟專利或技術移轉所有權應以歸屬本校者方得送審。 

依第 2 條規定以「教學實務型」或「應用技術型」升等之教師，所提代表著作應依教

育部「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6 條或第 15 條規定撰寫為「技術報告」形式。 

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

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升等教師之「代表作」應以本校名義發表。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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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出版發行。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公開

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

接受證明之日起一年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

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

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經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

年內為限。 

五、升等為該等級教師必需具有次一等級教師證書。 

六、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連續滿一年，方得申請學術型升等；任職需連續滿

二年方得申請應用技術型升等；任職需連續滿三年方得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 

七、本校於受理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列情事之一，經教評

會審議確定者，應不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依各目所定期間，為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

之申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

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者：一年至五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五年

至七年。 

（三）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

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之審查：七年至十年。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者，依下

列方式處理：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

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不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

分。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情事

之一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款各目之一情事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

程序處理。 

八、本校辦理審查完畢，送審人之代表著作、學位論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經審

查通過後，且無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得不予公開之情形者，應於本校圖書資訊處

公開、保管。。 

第 四 條 本校自九十六學年度後，新聘專任助理教授及講師應於到任七年內通過升等，如七年內未

通過升等者，由所屬學術單位協助，限期於第八年內通過升等。如仍未於期限內通過升等

者，由本校各級教評會依情節輕重，一定期間不得晉薪級、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出國講

學、出國研究、超支鐘點費、校外兼課、兼職、兼任行政及借調等處置或經本校各級教評

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並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

後不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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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服務年資為申請升等之基本條件，外審成績、教學績效、服務與輔導成績為決定升等之依

據，各項目評分細目由本校教師研究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另訂之。 

其計分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分比率如下：  

一、外審成績佔百分之六十。 

二、教學績效、服務與輔導成績佔百分之四十。 

以上各項成績評分比例及其施行細則，授權由各級學術單位得視其需要自行訂定，並經上

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 六 條   升等審查分初審、複審、決審三級，分別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第 七 條 專任教師升等程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初審： 

（四）由各系（含所及中心，以下略）依據各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點、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等規定辦理初審。 

（五）系教評會辦理初審前，得將升等教師之著作送請適格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以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外審，其審查結果以二位

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

系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見由系

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系教評會或推薦系教評委員選任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

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得列迴避人選二人，系教評會或推薦之教評委員授權

系教評會主席圈定後，辦理著作外審。外審成績結果均以密件彌封送回系教評會

初審。經初審通過之升等案，系教評會應加註評語連同評審成績送請院教評會複

審；未獲通過之升等案，應敘明理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二、複審： 

（一）各學院（含中心，以下略）依據各該單位教評會設置要點、教師升等審查要點等

規定辦理複審。 

（二）院教評會辦理複審前，應將初審通過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外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經院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

意見由院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各系教評會或推薦系教評委員選任具有充分

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並得列迴避人選二人，由院教評會授權院長

圈定決定後，辦理著作外審。外審成績結果均以密件彌封送回院教評會複審。 

（三）經複審通過之升等案，院教評會應加註評語，連同評審成績、各項表件及其升等

著作依規定時程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決審；未獲通過之升等案，應敘明理由及救

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三、決審： 

（一）本校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

師升等審查辦法」等規定辦理決審。 

（二）校教評會辦理決審前，應將複審通過之升等教師著作送請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審

查，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審三位外審，其審查結

果以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經校教評會認定有疑義者，得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

意見由校教評會決定之。審查人選由所屬學院教評會或推薦院教評委員選任具有

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七至九人(校教評會主任委員得另增列審查人選)，

並得列迴避人選二人，由校教評會授權教務長圈定後，辦理著作外審。外審成績

42



7 
 

結果均以密件彌封經由人事室送校教評會決審。 

（三）經決審通過之升等案，由人事室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備；未獲通過之升等案，應

敘明理由及救濟方式通知當事人。 

於複審程序送校外學者專家辦理送審作業前，送審人應填寫「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辦理教師

升等檢核表」送所屬系(所、中心)院、人事室檢核升等資格及送審資料是否符合本校及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定。如有升等資格、送審作品等形式要件不符規

定者，系級承辦人應即還請送審人補正；院級承辦人應還請系所究明原因並補正後續送。 

如於初審程序即送校外學者專家辦理送審作業者，應於初審程序送外審前，依前項規定程

序辦理。 

第 八 條 各級教師（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辦理升等審查時，各委員對其配偶或親屬之升等案件，

應予迴避。 

第 九 條 教評會對升等申請人之升等資料，如有認定之疑義，應邀請升等申請人提出書面或列席說

明。 

第 十 條 教師對於升等決審結果等處分如有異議，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

點」有關申訴程序之規定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理由以書面向本校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外，亦得先選擇下列程序提出申覆： 

一、申請人不服初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院教

評會提出申覆，院教評會認為申覆有理由，應送回系教評會再審議。 

二、申請人如不服複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

教評會提出申覆，校教評會認為申覆有理由，應送回院教評會再審議。 

三、申請人如不服決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

教評會申請再審議，校教評會認為申覆有理由，應重行審議該升等案。並將結果通知

當事人及其所屬系所（中心）。 

各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必要時得簽請校教評會主席同

意延長三十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申覆成立。 

申請升等教師不服教評會決審結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者，不得再向教評會提

出申覆，已進行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審議。 

第 十一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施行（86 年 3 月 19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

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不受本辦法、大學法及其他相關法令之限制。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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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學術研究成果點數採計表 

 附表二 教學研究成果點數採計表 

 附表三 技術應用研究成果點數採計表 

 附表四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辦理教師升等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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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學術研究成果點數採計表 

項目 研究成果 點數 備註 

1.著作成果 

（本項目最高採

計點數 40 點） 

1.1 近 7 年刊登於 SCI(E)、SSCI、TSSCI（第

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二

級）、A&HCI 所列之期刊論文。 

SSCI 每篇 10

點，其他每篇

5 點 

已採用於條件 1 之

著作成果不得再計

算點數。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採計

100％，第二作者

80％，第三作者

（含）以上 60％之

點數。 

1.2 近 7 年刊登於經各學術領域認可之國

內、外具審查制度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論

文。 

每篇 2 點 

1.3 近 7 年之技術報告、經嚴謹制度審查之

成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且已發表或

出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

並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2.研究計畫 

近 5年執行科技部及非科技部之政府機關計

畫（行政管理費達 75 萬元）。 
每件 10 點 

 

近 5年執行科技部及非科技部之政府機關計

畫（行政管理費達 50 萬元）。 
每件 7 點 

近 5年執行科技部及非科技部之政府機關計

畫（行政管理費）。 
每件 5 點 

3.產學計畫 近 5 年執行之產學合作計畫。 
行政管理費每

1 萬元 1 點 

 

4.發明專利 

（本項目最高採

計點數 30 點） 

近 5 年取得之國內、外發明專利。 

國外專利每件

20 點；國內專

利每件 10 點 

發明人為一位時採

計 100％，二位時

80％，三位時 70

％，四位時 60％，

五位（含）以上時

50％之點數。每件

專利只能採計一次

點數。 

5.技轉授權 近 5 年累計技轉授權金額。 每 1 萬元 1 點  

6.學術榮譽 

（本項目最高採

計點數 30 點） 

6.1 榮獲國際性學術榮譽獎項。 每項 10 點  

6.2 榮獲校外學術研究榮譽獎項，如科技部

之傑出研究獎、傑出產學合作獎、傑出科

技榮譽獎、傑出技轉貢獻獎；總統科學

獎；體育運動學術團體聯合年會暨學術研

討會之體育運動耕耘獎等。 

每項 10 點 

 

6.3 近 5 年榮獲校內學術研究榮譽獎項，如

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獎勵、傑出研究

獎、研究成果獎勵等。 
每項 5 點 

 

6.4 其他學術研究相關榮譽獎項經教評會委 點數由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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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研究成果 點數 備註 

員認可者。 認定。 

7.創作作品 

（本項目最高採

計點數 40 點） 

7.1 近 5 年內於國內、外公開展覽場所舉辦

個人展演及發表，作品展演類別及作品數

量，依據教育部最新公布，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內「藝術類科教師以作

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

定辦理。 

每場次 25 點 

已採用於條件 1 之

創作作品不得再計

算點數。 

7.2 近 5 年內於國內、外公開展覽場所參加

聯展或聯合公開發表作品者。 
每場次 5 點 

7.3 近 5 年內代表公家單位於國內、外公開

展覽場所策劃國際展演者。 
每場次 15 點 

7.4 近 5 年內於國內公開展覽場所策劃展演

者。 
每場次 10 點 

7.5 近 5 年經公開徵選與評選制度獲選參

展、發表、出版者。 
每件 5 點 

7.6 近 5 年其他創作發表經教評會委員認可

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8.指導學生 

（本項目最高採

計點數 30 點） 

8.1 近 5 年指導學生榮獲國際性重要成果獎

項（含發明、競賽、作品、成就證明等）。

每項最高 20
點 

第一、二、三名（或

相當等級者）分別

採計 100%、80%、

60%之點數。 
8.2 近 5 年指導學生榮獲全國性重要成果獎

項（含發明、競賽、作品、成就證明等）。

每項最高 10
點 

9.其他具體研究

績效 

（本項目最高採

計點數 30 點） 

9.1 近 5 年擔任參與國際知名期刊之主編、

副主編、編輯。 

每種期刊各 20
點 

主編、副主編、編

輯 分 別 採 計

100%、80%、60%
之點數。 

9.2 近 5 年擔任國際單項運動協會之各項委

員。 

每年每項 20
點 

 

9.3 近 5 年擔任學術會議主題演講者

（Keynote Speaker）。 
每場次 10 點 

 

9.4 近 5 年有關專業技術或管理之個案研

究，經整理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見解、貢

獻之報告，並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9.5 其他具體研究績效經教評會委員認可

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9.6 近 5 年擔任 THCI、TSSCI 之主編、副

主編、編輯。 
每種期刊各 10
點 

主編、副主編、編

輯 分 別 採 計

100%、80%、60%
之點數 

10.整合競爭型計

畫 

近 5年擔任整合型計畫執行或撰稿人由主持

人協調點數分配（總金額 500 萬或有行政管

理費）。 

每件 10 點 
不可與研究、產學

計畫重複採計。 

11 擔任行政職 近 5 年曾擔任行政主管(含組長)職務 每年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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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研究成果 點數 備註 

組長 10 點 

12 參與校級服務

大學社會責任及

地方創生行政推

動服務 

總金額 500 萬元或有行政管理費 每年 10 點  

註 1：已計入前一級升等成果者，不得列入次一級升等成果計算。 

註 2：各項計畫必須為擔任主持人或實際計畫執行人，由主持人協調點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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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教學研究成果點數採計表 

項目 教學成果 點數 備註 

1.獲獎數量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60點） 

1.1 近 5 年指導學生獲全國性獎項。 每件 10 點 
第一、二、三名（或

相當等級者）分別

採計 100%、80%、

60%之點數。 
1.2 近 5 年指導學生獲國際性獎項。 每件 20 點 

1.3近5年教師本人榮獲教育部體育署有功教

練獎勵。 
每項 20 點  

1.4 受國家徵召為國家代表隊之領隊、執行教

練。 
每項 15 點  

1.5 近 5 年教師本人榮獲教育部教學獎項，包

括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師鐸獎、木

鐸獎等。 

每項 30 點  

1.6 近 5 年教師本人榮獲校內教學獎項，包括

傑出教學教師獎、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

教學特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 

每項 20 點  

1.7 近 5 年教師本人榮獲校內教學獎項，包括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獎勵、優良教材開發獎

勵等。 

每件 10 點  

1.8近5年教師本人榮獲教育部通過遠距課程

認證或 MOOCs 課程補助。 
每件 20 點  

1.9 其他相關教學獎項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2.義務教學時數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40點） 

近 5 年義務教學時數。 

每義務教學時

數 1 小時採計

1 點 

 

3.教學成果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60點） 

3.1 擔任校內、外教學改進計畫（含子計畫）

之主持人或實際執行人，例如：卓越師資

培育計畫、以改進教學為主題之科技部計

畫、教學卓越計畫、教育部之教學改進計

畫等。 

每項 10 點  

3.2 指導學生榮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 每件 15 點  

3.3 舉辦校級或校際之公開教學發表會（須有

錄影並有計畫書）。 
每次 5 點  

3.4 配合學校整體教學規劃之需求，開設全英

語授課課程。 
每門課 5 點 

同一門課只能採

計一次，如有外籍

生修課者則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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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成果 點數 備註 

限制。 

3.5 開設數位學習專班之課程。 每門課 5 點 

同一門課只能採

計一次，如開設 2

個專班以上者則

不受限制。（請送

件者自行舉證） 

3.6 開發數位教材置於本校網路教學平台供

學生學習。 
每門課 1 點 

備註：同一門課只

能採計一次，惟教

材修改超過 1/2 以

上，不受限制。（請

送件者自行舉證）

3.7 參與本校教師教學專業社群並擔任召集

人。 
每學期 1 點  

3.8 擔任校內、外教師成長相關活動之主講

人。 
每次 1 點  

3.9 參與校內舉辦之教師成長相關活動。 每次 1 點 最高採計 10 點 

3.10 其他具有教學成效之具體成果，經教評

會委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4.運動成就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50點） 

4.1(1)近 5 年參加奧運獲前八名者。 

(2)近 5 年參加亞運獲前三名者。 

(3)近 5 年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

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每項 40 點 

1.除 奧 運 前 八 名

外，其餘第一、

二、三名（或相當

等級者）分別採計

100%、80%、60%

之點數。 

2.本項目限指導學

生參賽。指導選

手係指由本校體

育室或全國性體

育組織正式發聘

為該選手所屬代

表隊教練。 

3.近 5 年參加國

內、外其他重要

比賽獲前三名

者，得由系所教

評會視情況酌予

4.2(1)近 5 年參加世界運動會獲前三名者。 

(2)近 5 年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前三名

者。 

(3)近 5 年參加東亞運動會獲前三名者。 

(4)近 5 年參加非奧運或非亞運正式競賽

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5)近 5 年參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

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每項 30 點 

4.3(1)近 5 年參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前三名

者。 

(2)近 5 年參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

洲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3)近 5 年參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獲前

三名者。 

每項 2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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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成果 點數 備註 

(4)近 5 年參加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獲前

三名者。 

給分。 

4.4(1)近 5 年參加全國運動會獲前三名者。 

(2)近 5 年參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前

三名者。 

(3)近 5 年參加教育部核定辦理之大專校

院運動聯賽最優級組獲前三名者。 

每項 10 點 

5.整合競爭型計

畫 

近 5 年擔任整合型計畫執行或撰稿人由主持

人協調點數分配（總金額 500 萬或有行政管

理費）。 

每件 10 點 

未有行政管理

費 5 點 

不可與 3.1 重複採

計 

6.擔任行政職 近 5 年曾擔任行政主管(含組長)職務 
每年 5 點 

組長 10 點 
 

7.參與校級服務

大學社會責任

及地方創生行

政推動服務 

總金額 500 萬元或有行政管理費 每年 10 點  

註 1：已計入前一級升等成果者，不得列入次一級升等成果計算。 

註 2：各項計畫必須為擔任主持人或實際計畫執行人，由主持人協調點數分配。 

註 3：教學評量成績之採計不含升等當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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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技術應用研究成果點數採計表 

項目 技術應用成果 點數 備註 

1.著作成果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30點） 

1.1 近 7 年刊登於 SCI(E)、SSCI、TSSCI（第

一級與第二級）、THCI（第一級與第二

級）、A&HCI 所列之期刊論文。 

SSCI 每篇 30

點，其他每篇

15 點 

已採用於條件 1 之

著作成果不得再計

算點數。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採計

100％，第二作者 80

％，第三作者（含）

以上 60％之點數。

1.2 近 7 年刊登於經各學術領域認可之國內、

外具審查制度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論文。
每篇 10 點 

1.3 近 7 年之技術報告、經嚴謹制度審查之成

就證明或經嚴謹制度審查，且已發表或出

版並公開發行之專書或專章、作品等，並

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2.發明專利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30點） 

近 5 年取得之國內、外發明專利。 

國外專利每件

20 點；國內專

利每件 10 點 

發明人為一位時採

計 100％，二位時

80％，三位時 70

％，四位時 60％，

五位（含）以上時

50％之點數。每件

專利只能採計一次

點數。 

3.產學計畫 近 5 年執行之產學合作計畫。 
行政管理費每

1 萬元 1 點 

已採用於條件 2 之

產學計畫不得再計

算點數。 

4.技轉授權 近 5 年累計技轉授權金額。 每 1 萬元 1 點 

已採用於條件 2 之

技轉金額不得再計

算點數。 

5.競賽獎項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30點） 

5.1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榮獲國外重要發明

獎項：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法國巴黎

國際發明展、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德

國紐倫堡國際發明展及其他同等級發明展

獎項。 

每項 30 點 

第一、二、三名（或

相當等級者）分別

採計 100%、80%、

60%之點數。同一成

果只能採計一項點

數。 

5.2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榮獲國外重要發明

獎項：俄羅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烏克

蘭國際發明展、馬來西亞 ITEX 國際發明

展、波蘭華沙國際發明展、克羅埃西亞國

際發明展、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Red Dot

紅點設計獎及其他同等級之發明展獎項。

每項最高15點 

5.3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榮獲國內重要發明

獎項（包含經濟部全國發明展獎項、國家
每項最高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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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技術應用成果 點數 備註 

發明創作獎等）。 

5.4 近 5 年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榮獲國際性重

要成果獎項（含競賽、作品、成就證明等）。
每項最高20點 

5.5 近 5 年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榮獲全國性重

要成果獎項（含競賽、作品、成就證明等）。
每項最高10點 

6.研究計畫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30點） 

近 5 年執行科技部及非科技部之政府機關計

畫（需有行政管理費）。 
每件 15 點 

 

7.學術榮譽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30點） 

7.1 榮獲國際性學術榮譽獎項。 每項 10 點  

7.2 榮獲校外學術研究榮譽獎項，如科技部之

傑出研究獎、傑出產學合作獎、傑出科技

榮譽獎、傑出技轉貢獻獎；總統科學獎；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聯合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之體育運動耕耘獎等。 

每項 10 點 

 

7.3 近 5 年榮獲校內學術研究榮譽獎項，如延

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獎勵、傑出研究

獎、研究成果獎勵等。 

每項 5 點 

 

7.4 其他學術研究相關榮譽獎項經教評會委

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8.創作作品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50點） 

8.1 近 5 年內於國內、外公開展覽場所舉辦個

人展演及發表，作品展演類別及作品數

量，依據教育部最新公布，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內「藝術類科教師以作

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規

定辦理。 

每場次 25 點 

已採用於條件 1 及

條件 2 之創作作品

不得再計算點數。 

8.2 近 5 年內於國內、外公開展覽場所參加聯

展或聯合公開發表作品者。 
每場次 5 點 

8.3 近 5 年內代表公家單位於國內、外公開展

覽場所策劃國際展演者。 
每場次 15 點 

8.4 近 5 年內於國內公開展覽場所策劃展演

者。 
每場次 10 點 

8.5 近 5 年經公開徵選與評選制度獲選參展、

發表、出版者。 
每件 5 點 

8.6 近 5 年其他創作發表經教評會委員認可

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9.運動成就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50點） 

9.1(1)近 5 年參加奧運獲前八名者。 

(2)近 5 年參加亞運獲前三名者。 

(3)近 5 年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

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每項 40 點 

1.已採用於條件 2 之

運動成就不得再計

算點數。除奧運前

八名外，其餘第

一、二、三名（或9.2(1)近 5 年參加世界運動會獲前三名者。 每項 3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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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技術應用成果 點數 備註 

(2)近 5 年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前三名

者。 

(3)近 5 年參加東亞運動會獲前三名者。 

(4)近 5年參加非奧運或非亞運正式競賽項

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5)近 5年參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

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相當等級者）分別

採計 100%、80%、

60%之點數。 

2.本項目限本人或

指導學生參賽。指

導選手係指由本

校體育室或全國

性體育組織正式

發聘為該選手所

屬代表隊教練。 

3.近 5 年參加國

內、外其他重要比

賽獲前三名者，得

由系所教評會視

情況酌予給分。 

9.3(1)近 5 年參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前三名

者。 

(2)近 5 年參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

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3)近 5 年參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獲前三

名者。 

(4)近 5 年參加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獲前三

名者。 

每項 20 點 

9.4(1)近 5 年參加全國運動會獲前三名者。 

(2)近 5 年參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前三

名者。 

(3)近 5 年參加教育部核定辦理之大專校院

運動聯賽最優級組獲前三名者。 

每項 10 點 

10.企業輔導（本

項目最高採計

點數 20 點） 

10.1 近 5 年擔任實質進駐本校之企業輔導顧

問。 
每一年 5 點 

 

10.2 近 5 年擔任虛擬進駐本校之企業輔導顧

問。 
每一年 2 點 

 

11.其他技術應

用績效 

（本項目最高

採計點數30點） 

11.1 近 5 年擔任國際知名期刊之主編、副主

編、編輯。 

每種期刊各 20

點 

主編、副主編、編

輯 分 別 採 計

100%、80%、60%

之點數。 

11.2 近 5 年擔任國際單項運動協會之各項委

員。 
每年每項20點 

 

11.3 近 5 年擔任學術會議主題演講者

（Keynote Speaker）。 
每場次 10 點 

 

11.4 近 5 年有關專業技術或管理之個案研

究，經整理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見解、

貢獻之報告，並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11.5 其他技術應用研發成果經教評會委員認

可者。 

點數由教評會

認定 

 

12.整合競爭型

計畫 

近 5 年擔任整合型計畫執行或撰稿人由主持

人協調點數分配（總金額 500 萬或有行政管
每件 10 點 

不可與研究、產學

計畫重複採計 

52



17 
 

項目 技術應用成果 點數 備註 

理費）。 

13 擔任行政職 近 5 年曾擔任行政主管(含組長)職務 
每年 5 點 

組長 10 點 
 

14 參與校級服

務大學社會責

任及地方創生

行政推動服務 

總金額 500 萬元或有行政管理費 每年 10 點  

註 1：已計入前一級升等成果者，不得列入次一級升等成果計算。 

註 2：各項計畫必須為擔任主持人或實際計畫執行人，但每項計畫僅能擇一人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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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辦理教師升等檢核表 

姓名  
所屬 

學院 
 

所屬

系所 
 

現任

職級 
 

到校

年月 
 

現職教育部

核定證書 

證號： 

起資年月： 

申請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審查類科 

□學術型  □教學實務  □應用技術 

 □藝術作品(作品及成就) 

代表

作 

名稱 

 

歷次

送審

各級

教師

資格

之代

表著

作名

稱 

代表作名稱 審定年月 送審等級 
是否

通過

    

    

    

    

＊備註： 

1.請申請升等教師確實檢查各項資料是否符合規定，本表應於第一級外審(系級或院級)前完成檢核。 

2.以下項目內容之檢核情形皆為「是」時，始得續依規定程序辦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及外審程序。如有任

一檢核為「否」者，系級承辦人應即還請送審人補正；院級承辦人應還請系所究明原因並補正後續送。 

壹、基本資料 

項次 項目 應檢核事項 
申請人 

檢核 

系級

檢核

院級

檢核

1 

應
檢
送
表
件 

應檢送表件(8)-(11)不適用者，請於該項次劃刪除線： 
(1)教師升等意見書一份。 
(2)教師升等評定資料表一份。 
(3)教師升等資料表一份。 
(4)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履歷一份。甲式一份，(乙式外審用)。 
(5)最高學位證書影本一份。 
(6)現職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一份。 
(7)最近三年聘書影本一份。 
(8)依第 30-1 條舊制人員加送連續任教不中斷證明 
(9)（美術類科教師）加送送審教師資格歷次個展及作品一覽表

暨切結書 
(10)（美術類科教師除外之藝術類科教師）加送以作品及成就

證明送審教師資格送繳資料檢核表暨切結書 
(11)已接受證明正本及合著人證明正本及其他年資證明文件。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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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
師
年
資 

教師年資或專門職業年資符合以下規定： 

(1)專任教師現職年資滿三年(含)以上，方能申請升等。 

(2)86 年 3 月前即取得助教、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且繼續任教

未中斷，並取得博士學位者，可申請升等助理教授、副教授，

不受年資及申請期限之限制。 

(3)奉准留職停薪者年資暫停計算。 

(4)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連續滿一年，方得申請學

術型升等；任職需連續滿二年方得申請應用技術型升等；任

職需連續滿三年方得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 

(5)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16 條~第 18 條各項之一 

(6)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連續滿一年，方得申請學

術型升等；任職需連續滿二年方得申請應用技術型升等；任

職需連續滿三年方得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升
等
門
檻 

申請學術型、教學實務型、應用技術型應符合申請門檻： 

(1)學術型升等門檻：：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1目規定。 

(2)教學實務型升等門檻：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2條第

2款第 2目規定。 

(3)應用技術型升等門檻：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2條第

2款第 3目規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 

資
料
一
致
性 

各級教評會審議案件資料之完整及一致性，均以申請人向系

(所、中心)提出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準，

不得於審查過程中變更或抽換。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貳、代表作 

項次 應檢核事項 
申請人 

檢核 

系級

檢核

院級

檢核

1 升等著作以本校名義發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

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

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

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不適用者，請於本項次打叉)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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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

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

等時之代表作。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 
屬一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參考

著作上填列，並註明代表作系列。代表作合併為系列作請附說明及教評

會認證紀錄。(不適用者，請於本項次打叉)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6 代表作為升等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各學院

(中心)、系(所)如有年限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7 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如有疑義由系（中心）所教評會認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8 
非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論文送審或屬學位論文延續性

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說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具相當程度創新者，

不在此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9 

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

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

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代表作之合著證明所填列資

料與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升等資料表相符，且簽名齊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0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

審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異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更者，亦同。(不

適用者，請於本項次打叉)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1 

專門著作(不適用者，請於該項次打叉)： 

(1)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 

(2)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

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3)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

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行之著作。申請人應提供該論文之

出版頁(含出版者、發行人、發行日期...等)證明，放於該篇論文首

頁。 

(4)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5)經出版公開發行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行，載明作者、

出版者、發行人、發行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料。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6



21 
 

(6)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論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

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刊

封面及目錄之影印本，以利審核。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

接受函之證明。 

(7)發表於國際或大陸地區期刊之論文，必須掛名「Taiwan」或「R.O.C」，

如掛名「China」或「Taiwan,China」一概不承認，無法用於求職、

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 

(8)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

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年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

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

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前，檢附該

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

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年內為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參、參考作 

項次 應檢核事項 
申請人 

檢核 

系級

檢核

院級

檢核

1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

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

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

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如有疑義由系（中心）所教評會認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 參考作為升等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各學院

(中心)、系(所)如有年限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 

專門著作(不適用者，請於該項次打叉)： 

(1)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 

(2)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

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3)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

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行之著作。申請人應提供該論文之

出版頁(含出版者、發行人、發行日期...等)證明，放於該篇論文首

頁。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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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5)經出版公開發行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行，載明作者、

出版者、發行人、發行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料。 

(6)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論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

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刊

封面及目錄之影印本，以利審核。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

接受函之證明。 

(7)發表於國際或大陸地區期刊之論文，必須掛名「Taiwan」或「R.O.C」，

如掛名「China」或「Taiwan,China」一概不承認，無法用於求職、

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 

(8)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

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年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

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

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前，檢附該

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

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年內為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本系（所）確認各項資料均已備齊，並經核對無誤。 

    系級承辦人核章：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系級單位主管核章： 

＊本學院確認各項資料均已備齊，並經核對無誤。 

    院級承辦人核章：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院級單位主管核章： 

 

人事室核章：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本人確認各項資料均已備齊且依事實填寫，並經核對無誤，若有不實或遺漏之處，自行負責。 

    申請人簽章：                            送件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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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六、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

施辦法」，請討論。 

人事室 1. 配合研究發展處修訂「延攬及獎勵

特殊優秀人才辦法」，並增列整合

行政服務類。 

2.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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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本辦法經費來源

為爭取教育部補助計

畫、教育部編列經費、行

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金補助及本校校務基

金自籌收入。彈性薪資總

金額如超過該年度預

算，得由校長核定後酌

減。 
第六條 本校同類獲獎

者自獲獎當年度起三年

內不得再提出申請，彈性

薪資類別分為三類： 

一、 教學類：申請者

應於本校任教滿三

年並符合前一年教

學評量成績每科均

為 4.0 以上，其課程

設計、教學互動及授

課講解有效提升學

習效果，其審核標準

依「本校教師教學優

良獎勵要點」辦理。 
   (一)「教學傑出獎」： 

至多三名。 

   (二)「教學優良獎」： 

    九名。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

者，僅得擇一頒給。 

「教學傑出獎」核給彈性

薪資額度為「教學優良

獎」之 1.5 倍至 2.5 倍，

且每月最高以新台幣 1

萬元為上限。獲獎者應撰

寫教學優良事蹟 1 篇提

送下次審議委員會審

議，如未能獲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決議通過，需於審

議委員會決議後三個月

內返還彈性薪資差距金

第四條本辦法經費來源

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教育部編列經

費、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金補助及本校校

務基金自籌收入。彈性薪

資總金額如超過該年度

預算，得由校長核定後酌

減。 

第六條本校同類獲獎者

自獲獎當年度起三年內

不得再提出申請，彈性薪

資類別分為三類： 
一、教學類：申請者應

於本校任教滿三年

並符合前一年教學

評量成績每科均為

4.0 以上，其課程設

計、教學互動及授課

講解有效提升學習

效果，其審核標準依

「本校教師教學優

良獎勵要點」辦理。

(一)「教學傑出獎」：

至多三名。 

(二)「教學優良獎」：

若干名。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

者，僅得擇一頒給。 

「教學傑出獎」核給彈

性薪資額度為「教學

優良獎」之 1.5 倍至

2.5 倍，且每月最高

以新台幣 1 萬元為

上限。獲獎者應撰寫

教學優良事蹟 1 篇

提送下次審議委員

會審議，如未能獲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決

議通過，需於審議委

一、 修正經費來源為爭

取教育部補助計畫。

二、 教學類「教學優良

獎」：若干名修正為

九名。 

三、 法規配合修正研究

類配合本校研發處

訂定「延攬及獎勵特

殊優秀人才辦法」並

與該辦法重複，僅得

擇一申請。 

三、務或特殊貢獻類「績

優導師」：修正為八

名。 

四、增列整合行政服務

類：五年內曾擔任競

爭型計畫或擔任行

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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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額。 

教學類每年獎勵名額為

當年度全校編制內及編

制外之特殊優秀教學及

研究人員人數 4%為原

則，惟副教授以下職級之

獲獎人數不得低於教學

類人數之 40﹪。 

二、研究類：符合下列資

格者，每月以新台幣八千

元為上限。 

(一)從事專案研究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

書或會後論文集發表研

究成果，或參與國際策

展、展演、創作表現特優

者，在各專業領域有特殊

成就且其研究表現優

異，經所屬學院推薦者。 

(二)上述各學院推薦者

依各學院自訂之遴選辦

法遴選一名，其中教育學

院含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教師，文學院含通識

中心教師。 

 (三)從事產學合作案

(限本校與私人企業合作

計畫)、技術轉移案等績

優者，並對學校貢獻良

多，由研究發展處審議推

薦。 

(四)上述審查資格若與

本校研究發展處訂定之「 

  延攬及獎勵特殊優秀人

才辦法」重複者，僅得擇

一申請。 

三、服務或特殊貢獻類：

其審核標準依「本校導師

績效獎勵實施要點」辦

理。 

   (一)「優良導師」：一 

    名。 

   (二)「績優導師」：八

名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

者，僅得擇一頒給。 

員會決議後三個月

內返還彈性薪資差

距金額。 

教學類每年獎勵名額

為當年度全校編制

內及編制外之特殊

優秀教學及研究人

員人數 4%為原則，

惟副教授以下職級

之獲獎人數不得低

於教學類人數之 40

﹪。 

二、研究類：符合下列資

格者，每月以新台

幣 8千元為上限。

(一)從事專案研究

於國內外著名

學術期刊或專

書或會後論文

集發表研究成

果，或參與國

際 策 展 、 展

演、創作表現

特優者，在各

專業領域有特

殊成就且其研

究表現優異，

經所屬學院推

薦者。 

(二)上述各學院推

薦者依各學院

自訂之遴選辦

法遴選一名，

其中教育學院

含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教

師，文學院含

通 識 中 心 教

師。 

(三)從事產學合作

案(限本校與

私人企業合作

計畫)、技術轉

移 案 等 績 優

者，並對學校

貢獻良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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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優良導師」核給彈性薪

資額度為「績優導師」之

1.5 倍至 2.5 倍，且每月

最高以新台幣 6 仟元為

上限。獲獎者應撰寫服務

優良事蹟 1 篇提送下次

審議委員會審議，如未能

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決

議通過，需於審議委員會

決議後三個月內返還彈

性薪資差距金額。 

四、整合行政服務類：五

年內曾擔任競爭型

計畫或擔任行政服

務，採計要點(如附

件) 

(一)「行政服務」：二

名。 

(二)「競爭型計畫」：

三名。 

(三)整合行政服務類

由行政處室及各

學院推薦名單送

請審議委員會審

議。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

者，僅得擇一頒

給。 

每月最高以新台

幣 3 仟元為上限。

獲獎者應撰寫服

務優良事蹟 1篇提

送下次審議 

委員會審議，如未能

獲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決議通過，需於

審議委員會決議後

三個月內返還彈性

薪資差距金額。 

 

研究發展處審

議推薦。 

(四)上述審查資格

若與本校研究

發展處訂定之

「特殊優秀人

才審查要點」

重複者，兩者

擇一申請。 

三、服務或特殊貢獻

類：其審核標準依

「本校導師績效

獎勵實施要點」辦

理。 

(一)「優良導師」：

一名。 

(二)「績優導師」：

若干名。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

者，僅得擇一頒

給。 

「優良導師」核給彈

性薪資額度為「績優

導師」之 1.5 倍至 2.5

倍，且每月最高以新

台幣 6 仟元為上限。

獲獎者應撰寫服務優

良事蹟 1 篇提送下次

審議。 

委員會審議，如未能

獲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決議通過，需於審

議委員會決議後三

個月內返還彈性薪

資差距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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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草案) 

1070608106 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0919107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學年度第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研究水準及教學品質，特依教育部「延攬及

留任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彈性

薪資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於每月薪資（包含月支本薪、學術研究費、

主管職務加給）外，另核發非法定加給之給與，以達成實質薪資彈性化之目標。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及編制外之特殊優秀教學及研究人員（含專任教師、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及專案教師等)及編制外經營管理人才。  

第四條 本辦法設置「教師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及各院教授級教師代表一名組成，另主計

室主任、人事室主任列席，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五條 本辦法經費來源為爭取教育部補助計畫、教育部編列經費、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金補助及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彈性薪資總金額如超過該年度預算，得由校長核

定後酌減。 

第六條 本校同類獲獎者自獲獎當年度起三年內不得再提出申請，彈性薪資類別分為三類： 
一、教學類：申請者應於本校任教滿三年並符合前一年教學評量成績每科均為 4.0 以上，

其課程設計、教學互動及授課講解有效提升學習效果，其審核標準依「本校

教師教學優良獎勵要點」辦理。 

(一)「教學傑出獎」：至多三名。 

(二)「教學優良獎」：九名。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者，僅得擇一頒給。 

「教學傑出獎」核給彈性薪資額度為「教學優良獎」之 1.5 倍至 2.5 倍，且每月最高

以新台幣 1萬元為上限。獲獎者應撰寫教學優良事蹟 1篇提送下次審議委員會審議，

如未能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決議通過，需於審議委員會決議後三個月內返還彈性薪資

差距金額。 

教學類每年獎勵名額為當年度全校編制內及編制外之特殊優秀教學及研究人員人數

4%為原則，惟副教授以下職級之獲獎人數不得低於教學類人數之 40﹪。 

二、研究類：符合下列資格者，每月以新台幣 8千元為上限。 

(一)從事專案研究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書或會後論文集發表研究成果，

或參與國際策展、展演、創作表現特優者，在各專業領域有特殊成就且其

研究表現優異，經所屬學院推薦者。 

(二)上述各學院推薦者依各學院自訂之遴選辦法遴選一名，其中教育學院含師

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教師，文學院含通識中心教師。 

(三)從事產學合作案(限本校與私人企業合作計畫)、技術轉移案等績優者，並

對學校貢獻良多，由研究發展處審議推薦。 

(四)上述審查資格若與本校研究發展處訂定之「特殊優秀人才審查要點」重複

者，僅得擇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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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或特殊貢獻類：其審核標準依「本校導師績效獎勵實施要點」辦理。 

(一)「優良導師」：一名。 

(二)「績優導師」：八名。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者，僅得擇一頒給。 

「優良導師」核給彈性薪資額度為「績優導師」之 1.5 倍至 2.5 倍，且每月最高以

新台幣 6仟元為上限。獲獎者應撰寫服務優良事蹟 1篇提送下次審議 

委員會審議，如未能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決議通過，需於審議委員會決議後三個月

內返還彈性薪資差距金額。 

    四、整合行政服務類：五年內曾擔任競爭型計畫或擔任行政服務，採計要點(如附件) 

(一)「行政服務」：二名。 

(二)「競爭型計畫」：三名。 

(三)整合行政服務類由行政處室及各學院推薦名單送請審議委員會審議。 

同時符合前項條件者，僅得擇一頒給。 

每月最高以新台幣 3仟元為上限。獲獎者應撰寫服務優良事蹟 1篇提送下次審議 

委員會審議，如未能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決議通過，需於審議委員會決議後三個月

內返還彈性薪資差距金額。 

第七條 彈性薪資差距比例、核給期程及核給比例如下： 
一、獲得彈性薪資之教師年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最高最低差距比例約：1.11 至

1.03。 

二、彈性薪資最高最低之差距比例約 3.33：1。 

三、核給期程：以一年為原則。 

四、核給比例：佔本校專任教研人員約 10%至 20%。 

第八條 每年八月由人事室公告後接受申請，申請人將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與表單，經各類

之相關規定及程序初審後，於九月底前送人事室彙整後提送審議委員會。實際獎勵名

額、核發期間及額度，由審議委員會決定之，並將審議結果陳請校長核定，於當年十

月起發放及追補。惟獎勵薪資發放時，需為本校專任在職狀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勵之教師，於獎勵期間離職、教師評鑑未通過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

節重大者，停止發放彈性薪資。 

第十條 受領彈性薪資之教師應致力於本校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並應於核給年度

結束前一個月提出成果報告，經業務相關單位審查後提交審議委員會，列為後續審查

彈性薪資申請案之參酌資料。 

第十一條 為延攬優秀國內外新進人才，經本校核定受領彈性薪資期間，由本校提供以下支

援： 

一、教學支援：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教學專業諮詢、辦理教師研習營、安排教師座談會。 

二、研究支援：補助新進教師專題研究、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費用、獎勵研究成果。 

三、行政支援：提供研究空間、資訊設備、數位行政服務、職務住宿。 

第十二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科技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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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擔任競爭型計畫採計點數 

年度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審核並檢附

檔案 

彈性薪資審議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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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擔任行政服務採計點數 

年度 擔任行政職務檢附聘書影本 採計點數並檢

附聘書影本 

彈性薪資審議

委員會 

 1.擔任組長或中心主任 3點 

2.所長 4點 

3.擔任系主任 5點 

4.擔任行政主管、院長 6點 

5.擔任副校長 7點 

6.擔任校長 10 點 

  

 1.擔任組長或中心主任 3點 

2.擔任所長 4點 

3.擔任系主任 5點 

4.擔任行政主管、院長 6點 

5.擔任副校長 7點 

6.擔任校長 10 點 

  

 1.擔任組長或中心主任 3點 

2.擔任所長 4點 

3.擔任系主任 5點 

4.擔任行政主管、院長 6點 

5.擔任副校長 7點 

6.擔任校長 10 點 

  

 1.擔任組長獲中心主任 3點 

2.擔任所長 4點 

3.擔任系主任 5點 

4.擔任行政主管、院長 6點 

5.擔任副校長 7點 

6.擔任校長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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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七、訂定「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延攬客座人員聘

任辦法(草案)」，請

討論。 

人事室 1. 依本校 108 年 5 月 1日 107 學年度

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辦

理。 

2. 為因應本校教學單位聘任短期客座

人員，特訂定本法。 

3. 各教學單位聘任客座人員，應檢附

著作目錄、學經歷證件、教學、研

究或服務計畫等相關資料，依行政

程序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任

之。 

4. 聘任客座人員所需經費，應由聘任

單位向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機關

團體申請資助支應。 

5.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延攬客座

人員聘任辦法(草案)」暨相關附

表，案提主管會報、行政會議、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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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聘任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聘任國內外有特殊專長之學者專家

至本校擔任短期教學、研究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客座人員」係指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客座助理教授。 

第三條 依本辦法所聘任之客座人員應具資格如下： 

一、客座助理教授：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曾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專任助理教授（含助理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卓有成績者。如為國外大學，應以教育部編印參考名

冊所列者為限。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卓有成績或特殊成就者。 

(三)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二、客座副教授：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曾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專任副教授（含副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卓有成績者。如為國外大學，應以教育部編印參考名冊所

列者為限。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並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卓有成績或特殊成就者。 

(三)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三、客座教授：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曾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專任教授（含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卓有成績者。如為國外大學，應以教育部編印參考名冊所列者為限。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並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卓有成績或特殊成就者。 

(三)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第四條 各教學單位聘任客座人員，應檢附提聘單（附表一）、著作目錄、學經歷

證件、教學、研究或服務計畫等相關資料，依行政程序提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後聘任之。 

第五條 依第三條第一款第二、三目、第二款第二、三目、第三款第二、三目聘任

之客座人員，院教評會審議前應先將擬聘客座人員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

或成就送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且至少有二名審查人評定70分以上。

審查人之產生方式，比照本校教師升等外審委員產生方式辦理。（附表二） 

第六條 客座人員之聘任，應配合學期為之，聘期一次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 

第七條 客座人員非本校正式編制專任人員，不佔本校正式編制員額、不辦理教師

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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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客座人員如係外籍人士或大陸人士，其聘任程序另依「就業服務法」、「雇

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

理辦法」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等規定辦理，

並應由聘用單位辦理工作許可之申請事宜。 

第九條 客座人員之工作酬金、授課時數、在校時間等權利義務由雙方(聘用單位

與客座人員)議定明訂於聘約中。 

第十條 聘任客座人員所需經費，應由聘任單位向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機關團體

申請資助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6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提聘單 
(本提聘單共 2頁，第 1頁)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職   稱 客座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護照號碼  

聘期起訖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最高學歷  

已審定最高 

職級教師資格 
 

現職與經歷 

 

 

 

適用條款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聘任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款第  目。   

工作內容  

其他相關 

權利義務 
 

建議待遇標準 

與經費來源 
 

擬  授  課  科  目  及  時  數 

科        目 每週時數 學年／學期 

   

   

   

提聘單位主管 
(系主任、所長) 

院長 人事室 主秘 副校長 校長 

      

 
※注意事項： 

1.客座人員之提聘須檢附其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教學或研究計畫等有關資料。 
2.課程科目名稱、學分及每週授課時數，務必詳實填寫。 
3.審議流程：提聘單位所屬學院人事室 陳核主秘、副校長、校長提案三級教評會。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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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提聘單 
(本提聘單共 2頁，第 2頁) 

最近五年著作目錄一覽表(得以另行打印之著作、特殊成就或造詣目錄替代)   

著作名稱 
作者 

(含合著人) 

所屬學 

術領域 

出版處所或 

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西元年／月 
備註 

       

       

       

       

       

       

       

       

 

◆ 以上表格所列學歷、經歷、現職、教師資格及著作目錄等各欄所填均屬實。 

 

應聘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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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資格審查意見表 

(本意見表共 2 頁，第 1 頁)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擬聘 

職稱 
客座             

擬  授 

課程名稱 

 
聯絡 

電話 
 

聘期起訖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最高學歷 
 

 

已審定 

教師資格 

 

 

 

適用條款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聘任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款第  目。   

重要工作 

經歷 

服務單位 專/兼任 職稱 服務期間 補充說明 

     

     

     

     

曾獲得之 
重要獎項 

獲頒獎項 獲頒日期 頒授單位 補充說明 

    

    

    

    

特殊造詣 

或成就之 

具體事蹟 

 

 

 

 

 

 

 

 

 

 

◆ 本表所列之最高學歷、重要工作經歷、曾獲得之重要獎項、特殊造詣或成就

之具體事蹟應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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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聘任客座人員資格審查意見表 

(本意見表共 2 頁，第 2 頁) 

審查意見（由審查人填寫，如不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審查人簽章 

 

 

                     (簽章) 

 

 

審  查  結  果

(務請與審查意見   

維持一致性) 

得分 

(70 分以

上為及

格)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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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八、有關本校 109 年度校

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

調薪一案，請討論。 

人事室 1. 依據勞動部 108 年 8月 19 日勞動

條 2字第 1080130910 號公告辦

理。 

2. 前開勞動部公告略以，基本工資自

109 年 1 月 1日起，每月修正為新

臺幣二萬三千八百元整；每小時一

百五十八元整。爰本校校務基金進

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擬連同

文字併予修正。 

3. 本案經本校 108 年 11 月 27 日主管

會報決議辦理。 

4. 依本校 108 年 8月 26 日教育部來

函通知粗估 (以勞健保現額標準、

不含預計 109 年 1月 1日前離職之

職務代理人)： 

（一） 提高行政助理基本薪資

23,100 元為 23,800，計 66 人。 

（二） 每年約增加薪資 554,400

元、勞健保費及勞退金約增加

127,896 元，每年總支(含年終獎

金)共約增加 689,991 元。 

5. 本案如經決議後，續提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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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2.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在職期間取

得較高學歷，得檢附學歷證件影

本，依本人事費支給基準，簽會人

事室、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

自核定之次月起依其在校原學歷工

作年資改敘變更後之學歷薪給。 

2.行政助理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

歷，得檢附學歷證件影本簽會人

事室、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

自核定之次月起依其在校原學歷

工作年資改敘變更後之學歷薪

給。 

本人事費支給基準除行

政助理外，業務專員及

技術專員皆有依學歷而

有不同薪資規定，爰做

文字修正以符合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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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03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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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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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06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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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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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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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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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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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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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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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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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5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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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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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6月 5日 107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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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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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本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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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含薪資、福利、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核支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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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草案)       109年 1月 1日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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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類 

行政助理 

學士 
23,100    

23,800 

23,100 

23,800 
24,440 26,560 

專科 
23,100 

23,800 

23,100 

23,800 

23,205 

23,800 
24,970 

高中職以下 
23,100 

23,800 

23,100 

23,800 

23,100 

23,800 

23,100 

23,800 

 新 制   

 業務專員 

學士 29,705   30,765   31,825   33,415 

碩士 31,825   33,415   34,295   35,840 

 舊 制    

 業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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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安全    

 衛生專員 

營繕助理 學士 31,825 

 

 

 

技 

術 

類 

技術專員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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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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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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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   

 加給 
5,590 

學士 

月薪 34,925 

 專業   

 加給 
4,190 

專業輔導 

人員 
碩士 

聘用起前半年 39,140 

聘用期滿後半年

45,400 

45,400 

 

46,395 47,395 

※本職稱適用於經依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僱用之專業輔導人員，須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或社會工作師證照。 

 
 

各專案計畫 
之專、兼任 

助理 

依各委辦 
計畫之規 
定辦理 

 
依各委辦計畫之規定辦理。 

 委辦計畫之結餘款進用 

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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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舊制業務專員係指：新制實施前原專案簽准行政人力配置之業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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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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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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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辦理。 

2.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得檢附學歷證件影本，依本人事費支給基準，簽

會人事室、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自核定之次月起依其在校原學歷工作年資改敘變更後之學

歷薪給。 

3.以時薪或月薪計算者，均以勞動部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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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當事人及用人單位應主動告知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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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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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加給合計之數額(107年 1月 1日起為 33,140元)為上限。 

   (3)以上人員待遇上限若有修正，依相關規定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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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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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數，按其薪資比例計算(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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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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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試用期間之待遇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三、本基準經費來源係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三條規定辦理。 

四、本基準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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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九、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組織規程」第

六、三十條條文案，

請討論。 

人事室 1. 本校「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

中心」經本校 108 年 6 月 14 日 108

學年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暨教育

部 108 年 11 月 19 日臺教高(一)字

第 1080167063 號函辦理。 

2. 第六條增列校務研究中心、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二款行政會議增列：…

另涉及與學生有關事務，得由提案

單位邀請學生代表出席會議。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 108 學度

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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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90201)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六 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

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

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

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校務研究中心 

十五、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

廣中心及單位。各中心設

置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 條本大學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

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
務會議代表一百一十人，以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秘書室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
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系
（所）主管代表、教師代表、
助教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三
人、工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
組織之，各中心主任及附中校

 

第 六 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

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附屬高級中學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研究推廣中

心及單位。各中心設置辦法另

定之。 

 
 
 
 
第三十 條本大學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
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
務會議代表一百一十人，以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秘書室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
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系
（所）主管代表、教師代表、
助教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三
人、工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
組織之，各中心主任及附中校
長得列席參加。系（所）主管

增列第六條 

十四、校務研究中心

條次順移增列十

五、附屬高級中學 

 

增列第三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行政會議：..另

涉及與學生有關事

務，得由提案單位邀請

學生代表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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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90201)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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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其他單位
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
論本校有關重要行政事項，必
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另
涉及與學生有關事務，得由提
案單位邀請學生代表出席會
議。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科）主任、
各研究所所長、進修學院院
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其它教學單位主管
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教務長為
主席，討論一切教務事宜，必
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學
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學
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
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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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其他單位
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
論本校有關重要行政事項，必
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科）主任、
各研究所所長、進修學院院
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其它教學單位主管
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教務長為
主席，討論一切教務事宜，必
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學
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學
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
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
長、教務長、總務長、師資培
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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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90201)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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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
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
長為主席，討論本校有關總務
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
代表一人，學生議會代表一人
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
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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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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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各學系系務會議：為各該學系
最高決策會議，以系主任及各
該系教師組織之，系主任為主
席，討論本系教學研究及其他

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及學生輔
導中心主任等為當然委員，並
由校長聘請教師五至十五人及
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學
生會代表一人，學生議會代表
一人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
人，共同組成之。學生事務長
為主席，審議有關學生事務、
輔導、獎懲等有關之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
席。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
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
長為主席，討論本校有關總務
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
代表一人，學生議會代表一人
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
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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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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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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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為各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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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90201)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有關系務事宜。系務會議得邀
請各系學會正、副總幹事列
席。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為各該研
究所最高決策會議，以所長及
各該所教師組織之，所長為主
席，討論本所教學及其他有關
事項。會議時得邀請班代表列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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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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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最高決策會議，以所長及
各該所教師組織之，所長為主
席，討論本所教學及其他有關
事項。會議時得邀請班代表列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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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為應需要，設議事規程規
劃委員會，初審及排定校務會議
議案、擬訂會議規範、議事日
程、議程等，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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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90201 生效 

第 六 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校務研究中心。 

十五、附屬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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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 條本大學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務會議代表
一百一十人，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秘書室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
處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體育室主任、軍
訓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系（所）主管代表、教師代表、助
教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三人、工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各中心
主任及附中校長得列席參加。系（所）主管代表由其所屬各學院辦理推選，
其名額合計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數的十分之一。教師代表（不含學
術主管）由各學院及中心級教學單位之教師選舉中分別產生之，任期為一
學年，連選得連任，其名額合計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數的二分之
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三分之二
為原則。助教代表由全體助教互選產生之；職員代表由全體職員及駐衛
警察隊人員互選產生之；工友代表由全體工友互選產生之；學生代表名
額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數的十分之一，由學生會代表、學生議會
代表及各學院學生代表產生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二、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有關重要行政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另涉及與學生有關事務，得由提案單位邀請
學生代表出席會議。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科）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進修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其它教學單位主管
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論一切教務事宜，必要時得邀請
有關人員列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學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

84



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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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主計室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有關總務
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學
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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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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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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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為各該研究所最高決策會議，以所長及各該所教師
組織之，所長為主席，討論本所教學及其他有關事項。會議時得邀請班代
表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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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為應需要，設議事規程規劃委員會，初審及排定校務會議議案、擬    

訂會議規範、議事日程、議程等，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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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草案) 

教育部97年2月12日台高(二)字第0970021559號函核定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六條、第十八條、第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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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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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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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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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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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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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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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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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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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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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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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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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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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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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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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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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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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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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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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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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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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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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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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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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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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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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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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之一條文、第二十五條條文 

教育教育部 108 年 5 月 23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03146 號函核定修正第第六條、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一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及師資培育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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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教學單位： 

一、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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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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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分組為「聽力學組」及「語言治療組」)；（2）特殊教育碩士班；（3）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2.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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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事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六）成人教育研究所（含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八）人力與知識管理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九）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十）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二、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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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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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理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台灣歷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班；分歷史組、文化組、語言組、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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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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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九）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三、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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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理學系（含碩、博士班、教學碩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科學教育博士班） 

四、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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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學籍分組為「能源與冷凍空調組」及「科技教育與訓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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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理學系（含碩士班、產業資訊與創新應用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班分「工程組」、「管理組」及「教育組」） 

（六）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五、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樂學系（含碩士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領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六）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六、通識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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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後實施。 

第 五 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行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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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分設和平教務、燕巢教務、綜合業務、教務創新、招生企劃等組。
二、學生事務處：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等組。 
三、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環安等組。 
四、進修學院：分設教務、企劃推廣、綜合服務、學習諮詢等四組及教師生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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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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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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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條之一刪除 
第 六 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研究中心及單位： 

          一、學生輔導中心。 

          二、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三、藝文中心。 

          四、特殊教育中心。 

          五、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六、科學教育中心。 

          七、環境檢驗中心。 

          八、語文教學中心。 

九、創新育成中心。 

十、教學發展中心。 

十一、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十二、資訊教育中心。 

十三、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十四、校務研究中心。 

十五、附屬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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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其產生及任期方式如下列： 

一、產生：由本大學組成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報請教育部

聘任之。 

二、任期：任期四年，得連任一次，任期配合學年（期）制，自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為原則。現任校長如獲同意連任，校長任期配合學年(期)制則予

延緩自辦理重新遴選下任新校長起實施。 

三、去職：本大學校長去職方式如左： 

（一）任期屆滿，不再連任。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離職。 

校長遴選委員會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之，由學校代

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組成之，其中學校代表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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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代表，其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二。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校長因故出缺之代理順位依序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代

理職務至新任校長選出就職為止，並應報教育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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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提請校務會議參酌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書，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行使同

意權，並獲校務會議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為通過，報請教育部續聘

之。如未獲校務會議同意，應即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重新辦理校長遴選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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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遴選教授聘兼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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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另置副教務長一人，襄助教務長處理教務工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

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理員、辦事員、書記

若干人。 

            教務長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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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教授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輔導員、專員、組員、技士、

助理員、辦事員、管理員、書記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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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師、護士若干人；醫師、藥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立醫療機構醫師兼任。 

            學生事務長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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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置副總務長一人，襄助總務長處理總務工作，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技正、編

審、專員、組員、技士、技佐、助理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總務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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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其職掌與運作不適用本規程第四條及其他與教學研究相

關學院之規定。 

進修學院置秘書，各組並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編審、專員、組員、

助理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進修學院院長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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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理員、辦事員、書

記若干人。必要時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理若干人。 

圖書資訊處處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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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學生及就業輔導、地方教育輔導及校友服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助理員、辦事員若干人。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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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或研究員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助理

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理若干人。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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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處處長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第十四條之二國際事務處置處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理全校性國際事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編審、組員及助理員若干

人。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國際事務處處長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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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以上體育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助理員、辦事員及書記若干

人。 

   體育室主任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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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由校長自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並置軍訓教

官、護理教師若干人。得分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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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專門委員、秘書、編審、組員、助理員、辦事員

若干人。 

            主任秘書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三年，並得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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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學、研究人員或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兼任；組長可由職

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進修學院、室、中心之組長、主任，由助理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者，均採任期制，每三年一任，並得連任之。 

第十八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秘書、專員及組員若干人，依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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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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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編審、專員、組員、技士、技佐、助理員、辦事員、書記若干人。 

各學位學程得置學位學程主任一人，由校長聘兼之，輔佐該學位學程所屬學院

院長推動學位學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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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並得置組員、技士、技佐、助理員、辦事員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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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人事管理事項，得分組辦事。之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組員、助理員、辦事

員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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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組員、助理員、辦事員若干人。 

第二十四條    院長由各該單位依其遴薦要點遴薦教授二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
三年，得連任一次。其遴薦要點另訂，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系主任、所長由各該單位依其遴薦要點遴薦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二至三人，報
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其遴薦要點另訂，經行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如院長、系主任、所長遴薦人選僅一人時，應經各該院、系、所相關會議同
意後，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院長、系主任及所長連任應經其院、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或依該學術單位主管遴薦要點應行之程序報請校長續聘
之；若未獲同意連任，則依各該學院、系主任、所長遴薦要點規定重新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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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學術與教學單位主管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不適任之虞者，由其院、
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全院、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連署提
案，經院、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
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學術單位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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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研究人員或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有關事宜，得

分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並置組員、技士、技佐、助理員、辦事員、書記及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理研究員、研究助理及專業輔導人員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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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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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聘請之，其資格應報經教育部審

定。必要時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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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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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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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之資格等，悉依有關法律規定辦理。停聘、解聘或不續聘依大學法第十九

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有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得設附屬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任綜理校務。 

本大學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本大學教師、附屬高級中學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

中遴選合格人員，送請校長聘兼(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委由主管機

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公開甄選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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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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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十人，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秘書室主
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體育室主任、軍訓
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系（所）主管代表、教師代表、助
教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三人、工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各中心
主任及附中校長得列席參加。系（所）主管代表由其所屬各學院辦理推
選，其名額合計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數的十分之一。教師代表
（不含學術主管）由各學院及中心級教學單位之教師選舉中分別產生
之，任期為一學年，連選得連任，其名額合計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
人數的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
數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助教代表由全體助教互選產生之；職員代表由全
體職員及駐衛警察隊人員互選產生之；工友代表由全體工友互選產生
之；學生代表名額不得少於校務會議代表總人數的十分之一，由學生會
代表、學生議會代表及各學院學生代表產生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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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有關重要行政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另涉及與學生有關事務，得由提案單位邀請
學生代表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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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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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主計室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有關總
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
人，學生議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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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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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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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為各該研究所最高決策會議，以所長及各該所教師
組織之，所長為主席，討論本所教學及其他有關事項。會議時得邀請班
代表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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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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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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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不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參與。委員任期兩年，

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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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進修學院院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含師資培育中心）等分別票選教授代表若

干人組成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本會委員

不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委員會委員，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

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獎懲、進修、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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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法令應予審（評）議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學術單位代表

列席說明，其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院長、系、所主管及所屬教師代表若干人組織之；系(所、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系(所、中心）主管及所屬教師代表若干人組織之；評審

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獎懲、進修、延

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令應予審（評）議事項等之建議案，

其組織由各單位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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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科目及教育專業科目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各學院、系、所課程

評審委員會組織由各單位另訂之。  

    四、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由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代

表（不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行政人員代表、校外教育學者代表、教

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擔任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但就申訴案件之性質並得臨時另增聘有關之專家

若干人。評議有關本校專任教師申訴之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

會議通過，本校軍訓教官申訴案件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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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教育、心理學者及學校教師代表、學生自治會代表等擔任之，其

中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至少不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以審議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

治組織對於學校有關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有違法或不當，致損

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辦法或相關規定，向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其申訴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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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行政主管、教師代表及學者專家等（其中校外具有法律專長者至少

一人）擔任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評議職

工申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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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衛生等重要事務。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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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

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識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

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其設置要點另訂

定。 

              本大學於必要時得另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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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送考試院核備。 

            各單位辦事細則及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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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學校各項會議，其設置及輔導辦法

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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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05 年 5 月 25 日第 8 次行政主管會報通過 

105 年 6 月 1 日第 8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6 月 14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透過校務資訊分析與回饋，提升辦學

品質，強化校務經營效率與效能，精進校務永續發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

規定設置「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置召集人一名，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兼任之，綜理本中心業務，並

薦請校長聘請專業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兼任諮詢委員，及以校務基金進用工作

人員若干名，以辦理相關業務。 

三、本中心因應行動管理的組織發展趨勢及雲端技術的支援，除於兩校區分別設

置實體辦公室，並兼採虛擬辦公室及行動辦公室的概念及形式運作。 

四、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蒐集、統整、倉儲、分享、分析校務資料及校外相關資料。 

(二)建置及維護校務資訊平台。 

(三)進行定期、重點及委託校務分析，提供資訊與策略建議，以促進學生學

習、教師專業成長、校務決策與校務發展。 

(四)培育本校人員校務研究能力，以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五)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之重要研究。 

五、本中心不定期召開校務研究會議，除召集人及諮詢委員外，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與會。 

六、本中心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並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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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修正「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圖書資訊處空間

使用規則」，請討

論。 

圖書資

訊處 

1. 依據本處 106 年 5月 2日 105 學年

度圖書資訊委員會之決議辦理。 

2. 修訂重點如下： 

（一）依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空

間分配及管理要點」第(七)條修

正，使管理空間之收費符合本校規

定。 

（二）因本規則涉及場地收費，故

修正修訂程序，本規則經圖書資訊

委員會會議審核，經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三）為增進學校創收，對外提供

演講、工作坊、考試及研討會等場

地租借服務，本處進行空間活化，

並業經本校空間會議變更通過，進

行本規則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之空

間名稱、容量/面積、收費金額及

設備等文字調整。 

3. 本修訂規則，若經本次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4. 附件： 

（一）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處空間使用規則（修訂與現行條文

對照表） 

（二）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處空間使用規則 附表-場地使用收

費表(修訂與現行收費對照表) 

（三）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處空間使用規則 (新訂條文含附表

_草案) 

（四）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資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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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間使用規則(原條文) 

（五）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

及管理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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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空間使用規則修訂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以

下簡稱本處）管理辦法第三

條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

間分配及管理要點第(七)

條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以

下簡稱本處）管理辦法第三

條規定訂定之。 

一、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第

(七)條修正。 

二、使管理空間之收費符合

本校規定，另，依「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

理要點第(七)條第4項」，

總收費之50%可提撥予管理

單位,支應場地設備之清潔

維護、保養、修繕等費用。 

第三條 第一項 各空間借

用規則 第(四)款  

以四小時為一單位，使用時

間同本處開放時間，凡使用

未滿一單位時段者以一單

位時段計算，滿一單位時段

而未滿二單位時段者，以二

單位時段計算，依此餘類

推。藝文展覽空間以日計。 

第三條 第一項 各空間借

用規則 第(四)款 

以四小時為單位，使用時間

同本處開放時間，凡使用未

滿一單位時段者以一單位

時段計算，滿一單位時段而

未滿二單位時段者，以二單

位時段計算，餘類推。藝文

展覽空間以日計。 

調整文字，使語意更順暢。 

第六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

委員會會議審核，經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本規則經圖書資訊

委員會會議通過，簽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修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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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空間使用規則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新訂與現行收費對照表 
新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說明： 

1、 本費用為場地使用費，包含水費、電費、冷氣空調費、及相關

設備費用，其各空間收費金額以下表為原則，另將視借租用當時之

設備情況酌予調整。 

2、 租用者身份如為校友者，可享優惠 9 折；如連續租用 5 日以上

(含)可優惠 9 折，以上優惠方案請擇一使用。 

地點 空間名稱 容量/面積 收費金額 設備 

圖
書
館 

和平 1 樓 
演講室 

68 席／
81.06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
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和平 1 樓藝廊 479.39 ㎡ 
12000 元/
日 

投射燈 

燕巢展覽空間 1318.5 ㎡ 

燕巢 1 樓 
大團體欣賞室 

67 席／
98.45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
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燕巢 1 樓 
會議室 B 

60 席／
97.27 ㎡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燕巢 1 樓 
會議室 A 

10 席／
32.23 ㎡ 

4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說明： 

1、本費用為場地使用費，包含水費、電費、冷氣空調費及相關設

備費用，其各空間收費金額如下表。 

2、 租用者身份如為校友者，可享優惠 9 折；如連續租用 5 日以

上(含)可優惠 9 折，以上優惠方案請擇一使用。 

地點 空間名稱 容量/面積 收費金額 設備 

圖
書
館 

和平 1 樓 
演講室 

68 席／
81.06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
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和平 1 樓藝廊 479.39 ㎡ 12000 元/日  

燕巢 1 樓 
大團體欣賞室 

67 席／
98.45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
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燕巢 1 樓 
會議室 A 

10 席／
32.23 ㎡ 

4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燕巢 1 樓 
會議室 B 

60 席／
97.27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燕巢展覽空間 1318.5 ㎡ 12000 元/日  

 
 

和平 B1 
學習共享空間 

42 席／ 
48 ㎡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一、調整收費表

說明文字，可彈

性容納空間設

備異動更新之

需求。 

 

二、因應愛閱館

B1 至 3 樓空間

整修，並業經本

校空間會議變

更通過，進行空

間名稱、容量/

面積、收費金額

及設備等文字

調整。 

 

三、燕巢電腦教

室收費金額比

較和平電腦教

室，同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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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閱
館 

和平 1 樓 
愛閱創意廳 

100 席／
306 ㎡ 

16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吸頂喇叭 

和平 B1 
愛閱共享廳 

50 席／ 
134.03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吸頂喇叭、白板 

和平 3 樓 
7302 電腦教室 45 席／ 

84.93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麥克風 
2.電腦 
3.電視 
4.廣播系統、擴
音機 
5.黑白板 

和平 3 樓 
7304 電腦教室 

和平 4 樓 
7402 電腦教室 45 席／ 

104.56 ㎡ 和平 4 樓 
7404 電腦教室 

和平 3 樓 
7301 電腦教室 

15 席／
38.5 ㎡ 

6000 元/ 
每四小時 

和平 3 樓 
7303 電腦教室 

和平 4 樓 
7401 電腦教室 

和平 4 樓 
7403 電腦教室 

燕巢 1 樓 
學習共享空間 

80 席／ 
131.22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吸頂喇叭、電視 

燕巢 1 樓 
154 電腦教室 45 席／ 

123.12 ㎡ 
8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桌式) 
4.廣播系統、擴
音機 
5.白板 

燕巢 1 樓 
156 電腦教室 

燕巢 1 樓 
158 電腦教室 15 席／ 

123.12 ㎡ 
4000 元/ 
每四小時 燕巢 1 樓 

160 電腦教室 

 

 
 
 
 
 
 
 
 
愛 
閱 
館 

 
 
 
 
 
 
8000 元/ 
每四小時 

吸頂喇叭、白板 

和平 3 樓 
7302 視訊室 

40 席／ 
73.68 ㎡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 
4.電視 
5.廣播系統、擴
音機 
6.黑白板 

和平 3 樓 
7304 電腦教室 

45 席／ 
84.93 ㎡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桌式) 
4.廣播系統、擴
音機 
5.黑白板 

和平 4 樓 
7401 電腦教室 

45 席／ 
146.86 ㎡ 

和平 4 樓 
7403 電腦教室 

44 席／ 
146.11 ㎡ 

燕巢 1 樓 
學習共享空間 

80 席／ 
131.22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吸頂喇叭、電視 

燕巢 1 樓 
154 電腦教室 

59 席／ 
123.12 ㎡ 

8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
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桌式) 
4.廣播系統、擴
音機 
5.白板 

燕巢 1 樓 
156 電腦教室 

45 席／ 
123.12 ㎡ 

燕巢 1 樓 
158 電腦教室 

45 席／ 
123.12 ㎡ 

1.麥克風 
2.電腦(桌式) 
3.廣播系統、擴
音機 
4.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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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空間使用規則 

（修訂條文草案） 

民國 98 年 4 月 14 日 97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0 年 12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 101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6 年 5 月 2 日 105 學年度圖書資訊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管理辦法

第三條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第(七)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空間如下： 

一、 圖書館：演講室、大團體欣賞室、會議室、討論室、利用教育室、

學習室、共享室、研究小間及藝文展覽空間。 

二、 愛閱館：學習共享空間、電腦教室。 

第三條 各空間借用規則 

一、 大型空間：指演講室、大團體欣賞室、學習共享空間、會議室 B

及電腦教室、藝文展覽空間。 

(一) 大型空間使用日三十天內開放線上申請；電腦教室使用對象

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奉准開授之電腦相關課程，除提供上課

教室時段外，皆需預約申請借用。 

(二) 校內單位請於三天前完成申請，並檢附活動企劃書；若以社

團為申請單位，請檢附課外活動組核准公文，經人工審核通

過後將另行通知。 

(三) 校外單位請於十五天前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七天內完成繳

費。繳費程序完成之前，本處得因公務需求取消場地借用之

申請，收費標準如附表。 

(四) 以四小時為一單位，使用時間同本處開放時間，凡使用未滿

一單位者以一單位計算，滿一單位而未滿二單位者，以二單

位計算，依此類推。藝文展覽空間以日計。 

(五) 電腦教室借用優先順序為： 

1. 本校各系所電腦相關之課程。 

2. 本處開設之研習課程。 

3. 研討會、各類活動、本校社團、營隊之電腦訓練課程。 

4. 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練課程。 

(六) 使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時，須於使用日三天前取消場地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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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妥取消場地者，場地費不予退還。 

二、 中型空間：團體討論室、學習室、共享室、會議室 A 及利用教育

室；小型空間：研究小間。 

(一) 中、小型空間限本校教職員生(含校友)使用，透過空間借用

系統預約。中型空間七天內開放申請，小型空間三天內開放

申請，預約次數以單次為限，使用完畢，可進行下一次預約。 

(二) 借用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單位，使用時間同本處開放時間，中

型空間每次借用以四小時為限；小型空間教職員與研究生可

借用六小時，大學生、專任助理、校友為三小時。當天可續

借乙次，不接受整學期預約。 

(三) 中小型空間一經預約借用後，請依時間入內使用。 

(四) 使用日當天，請親持識別證或輸入密碼啟用。超過預約借用

時間一小時未到，記違規一點，將自動取消預約。 

(五) 如有預約未到、借用逾期等違規事項，將計違規點數，累計

五點（含）停止借用六十天。 

第四條 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環境之安寧、整潔及安全，請勿大聲喧嘩，並嚴禁吸煙、

飲食或其他不當的行為，如有違者，均立即取消使用權益及申請

資格乙學期。 

二、各空間使用完畢、務必關閉門窗、電燈及電源；私人物品請務必

帶回；如未帶回，本處人員得逕行清除；如有遺失，本處概不負

責。 

三、申請單位應接受本處督導及檢查，場地使用所產生的垃圾需自行

處理。 

四、若有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本處閱覽規則規定辦理。 

五、請勿擅自移動或破壞各空間內任何設備、變更網路或軟體系統設

定。若因人為因素而造成損壞，需負賠償責任。 

六、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規定。 

第五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處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第六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委員會會議審核，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說明： 

1、本費用為場地使用費，包含水費、電費、冷氣空調費、及相關設備費用，其

各空間收費金額以下表為原則，另將視借租用當時之設備情況酌予調整。 

2、租用者身份如為校友者，可享優惠 9 折；如連續租用 5 日以上(含)可優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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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以上優惠方案請擇一使用。 

地點 空間名稱 容量/面積 收費金額 設備 

圖
書
館 

和平 1 樓 
演講室 

68 席／
81.06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和平 1 樓藝廊 479.39 ㎡ 
12000 元/日 投射燈 

燕巢展覽空間 1318.5 ㎡ 

燕巢 1 樓 
大團體欣賞室 

67 席／
98.45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燕巢 1 樓 
會議室 B 

60 席／
97.27 ㎡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燕巢 1 樓 
會議室 A 

10 席／
32.23 ㎡ 

4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愛
閱
館 

和平 1 樓 
愛閱創意廳 

100 席／
306 ㎡ 

16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吸頂喇叭 

和平 B1 
愛閱共享廳 

50 席／ 
134.03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吸頂喇叭、白板 

和平 3 樓 
7302 電腦教室 45 席／ 

84.93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麥克風 
2.電腦 
3.電視 
4.廣播系統、擴音機 
5.黑白板 

和平 3 樓 
7304 電腦教室 

和平 4 樓 
7402 電腦教室 45 席／ 

104.56 ㎡ 和平 4 樓 
7404 電腦教室 

和平 3 樓 
7301 電腦教室 

15 席／
38.5 ㎡ 

6000 元/ 
每四小時 

和平 3 樓 
7303 電腦教室 

和平 4 樓 
7401 電腦教室 

和平 4 樓 
7403 電腦教室 

燕巢 1 樓 
學習共享空間 

80 席／ 
131.22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吸頂喇叭、電視 

燕巢 1 樓 
154 電腦教室 45 席／ 

123.12 ㎡ 
8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桌式) 
4.廣播系統、擴音機 
5.白板 

燕巢 1 樓 
156 電腦教室 

燕巢 1 樓 
158 電腦教室 15 席／ 

123.12 ㎡ 
4000 元/ 
每四小時 燕巢 1 樓 

160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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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空間使用規則 (原條文) 

民國 98 年 4 月 14 日 97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0 年 12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 101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訂 

民國 106 年 5 月 2 日 105 學年度圖書資訊委員會修訂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管理辦法

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空間如下： 

一、 圖書館：演講室、大團體欣賞室、會議室、討論室、利用教育室、

學習室、共享室、研究小間及藝文展覽空間。 

二、 愛閱館：學習共享空間、電腦教室。 

第三條 各空間借用規則 

一、 大型空間：指演講室、大團體欣賞室、學習共享空間、會議室 B

及電腦教室、藝文展覽空間。 

(一) 大型空間使用日三十天內開放線上申請；電腦教室使用對象

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奉准開授之電腦相關課程，除提供上課

教室時段外，皆需預約申請借用。 

(二) 校內單位請於三天前完成申請，並檢附活動企劃書；若以社

團為申請單位，請檢附課外活動組核准公文，經人工審核通

過後將另行通知。 

(三) 校外單位請於十五天前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七天內完成繳

費。繳費程序完成之前，本處得因公務需求取消場地借用之

申請，收費標準如附表。 

(四) 以四小時為單位，使用時間同本處開放時間，凡使用未滿一

單位時段者以一單位時段計算，滿一單位時段而未滿二單位

時段者，以二單位時段計算，餘類推。藝文展覽空間以日計。 

(五) 電腦教室借用優先順序為： 

5. 本校各系所電腦相關之課程。 

6. 本處開設之研習課程。 

7. 研討會、各類活動、本校社團、營隊之電腦訓練課程。 

8. 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練課程。 

(六) 使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時，須於使用日三天前取消場地借用，

未辦妥取消場地者，場地費不予退還。 

二、 中型空間：團體討論室、學習室、共享室、會議室 A 及利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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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小型空間：研究小間。 

(一) 中、小型空間限本校教職員生(含校友)使用，透過空間借用

系統預約。中型空間七天內開放申請，小型空間三天內開放

申請，預約次數以單次為限，使用完畢，可進行下一次預約。 

(二) 借用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單位，使用時間同本處開放時間，中

型空間每次借用以四小時為限；小型空間教職員與研究生可

借用六小時，大學生、專任助理、校友為三小時。當天可續

借乙次，不接受整學期預約。 

(三) 中小型空間一經預約借用後，請依時間入內使用。 

(四) 使用日當天，請親持識別證或輸入密碼啟用。超過預約借用

時間一小時未到，記違規一點，將自動取消預約。 

(五) 如有預約未到、借用逾期等違規事項，將計違規點數，累計

五點（含）停止借用六十天。 

第四條 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環境之安寧、整潔及安全，請勿大聲喧嘩，並嚴禁吸煙、

飲食或其他不當的行為，如有違者，均立即取消使用權益及申請

資格乙學期。 

二、各空間使用完畢、務必關閉門窗、電燈及電源；私人物品請務必

帶回；如未帶回，本處人員得逕行清除；如有遺失，本處概不負

責。 

三、申請單位應接受本處督導及檢查，場地使用所產生的垃圾需自行

處理。 

四、若有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本處閱覽規則規定辦理。 

五、請勿擅自移動或破壞各空間內任何設備、變更網路或軟體系統設

定。若因人為因素而造成損壞，需負賠償責任。 

六、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規定。 

第五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處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第六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委員會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說明： 

1、本費用為場地使用費，包含水費、電費、冷氣空調費、及相關設備費用，其

各空間收費金額如下表。 

2、租用者身份如為校友者，可享優惠 9 折；如連續租用 5 日以上(含)可優惠 9

折，以上優惠方案請擇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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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空間名稱 容量/面積 收費金額 設備 

圖
書
館 

和平 1 樓 
演講室 

68 席／
81.06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和平 1 樓藝廊 479.39 ㎡ 12000 元/日  

燕巢 1 樓 
大團體欣賞室 

67 席／
98.45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擴音機 
3.電腦(桌式) 
4.DVD 放影機 

燕巢 1 樓 
會議室 A 

10 席／
32.23 ㎡ 

4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燕巢 1 樓 
會議室 B 

60 席／
97.27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燕巢展覽空間 1318.5 ㎡ 12000 元/日  

愛
閱
館 

和平 B1 
學習共享空間 

42 席／ 
48 ㎡ 

8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吸頂喇叭、白板 

和平 3 樓 
7302 視訊室 

40 席／ 
73.68 ㎡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 
4.電視 
5.廣播系統、擴音機 
6.黑白板 

和平 3 樓 
7304 電腦教室 

45 席／ 
84.93 ㎡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桌式) 
4.廣播系統、擴音機 
5.黑白板 

和平 4 樓 
7401 電腦教室 

45 席／ 
146.86 ㎡ 

和平 4 樓 
7403 電腦教室 

44 席／ 
146.11 ㎡ 

燕巢 1 樓 
學習共享空間 

80 席／ 
131.22 ㎡ 

12000 元/ 
每四小時 

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吸頂喇叭、電視 

燕巢 1 樓 
154 電腦教室 

59 席／ 
123.12 ㎡ 

8000 元/ 
每四小時 

1.投影機(懸吊式)&布幕 
2.麥克風 
3.電腦(桌式) 
4.廣播系統、擴音機 
5.白板 

燕巢 1 樓 
156 電腦教室 

45 席／ 
123.12 ㎡ 

燕巢 1 樓 
158 電腦教室 

45 席／ 
123.12 ㎡ 

1.麥克風 
2.電腦(桌式) 
3.廣播系統、擴音機 
4.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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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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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一、訂定「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校園網路 IP 管

理辦法(草案)」，請

討論。 

圖書資

訊處 

1. 依據 108 年 1 月 1日施行之「資通

安全管理法」與「資通安全責任等

級 B級之公務機關應辦事項」，訂

定本要點。 

（一） 內容重點如下： 

針對全校聯網設備依用途

區分不同的申請與設置，

如：行政區、教學區、實

驗室、底層設備。 

（二） 違反本管理辦法者，依校

規或人事室相關獎懲規則

論處，且當學期達三次以

上之單位，主管應列席資

安管 審會議並提出改善

方案。 

2.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網路

IP 管理辦法(草案)」乙份（如提案

附件）。 

3. 本案經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管

理審查委員會審核(108.11.19 已通

過)，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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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網路 IP 管理辦法(草案) 
108 年 11 月 19 日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校網路 IP 位址係以提供校內各系所與單位教學研究､辦理公務使用。為遵守教

育部臺灣學術網路(TANet)使用規範，充分發揮校園網路功能、普及尊重法治觀念，

以促進教育與學習，特訂定本辦法，做為有效管理本校網路資源之規範。 

第二條 凡本校校園網路資源之使用者應遵守本校及國家法律相關規範，若有違法之情事，

所涉及各項法律或賠償責任，概需由申請單位自行承擔相關責任，且依相關規定

執行處分，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不負相關責任。 

第三條 圖資處負責校園網路 IP 位址申請與設置，區分： 

一、 行政區：凡本校教師、職員、助理，可經本校單一登入平台線上 IP 申請系

統進行申請，填妥申請用途、使用期限、管理者等資訊，經圖資處核可通

過，即配發一個固定 IP 位址(與網域名稱)供使用。 

二、 教學區(各院科系所教室)： 由圖資處統一規畫，依電腦數量透過系統自動

派發 IP 位址，若管理單位有特殊需求得另行提出固定 IP 申請。 

三、 實驗室：各系所需指派一至二位實驗室網路管理人員。 

四、 底層設備：除了需提供外界存取之伺服器之外，其餘印表機、網路攝影機、

門禁、電控等連網設備，以設定虛擬 IP 位址為原則，若有使用實體 IP 之

需求，得另行提出申請。 

第四條 使用規範 

一、 凡使用校內網路資源，需依循教育部臺灣學術網路(TANet)之相關規範，並

遵守本校資安與個資等政策要求。一、作業系統需安裝防毒軟體，並啟用

自動安全性更新、存取帳號的密碼強度與定期更換。二、配合圖資處之定

期稽核作業。三、其他來自上級機關之要求。 

二、 校內各單位 IP 位址發放給使用者後，一經網路卡(MAC Address) 及 IP 位

址註冊後，除重新於上述申請平台提出修改申請，不得自行更換或非法使

用他人 IP。經查獲擅用未經申請之 IP 者，圖資處得封鎖其設備之網路連

線能力，並依本辦法第三條罰則論處。 

三、 若所申請 IP 用途為設備或系統，當管理者因職務交接、離職或其他原因發

生更換，應於上述平台提出修改申請。 

四、 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範使用合法軟體，禁止下載有版權之音樂、影片及非

法軟體。 

五、 若單位有架設 DHCP、DNS 之需求，需向圖資處提出申請，於確認其配置方

式與架構不影響整體網路後始可運行，後續有架構調整仍需知會圖資處。

若私架造成網路異常，影響他人者，圖資處得封鎖其設備之校內網路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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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並依罰則論處。申請 IP 如發生下列事情，圖資處得先行封鎖設備之

網路連線能力，並通知管理者改善，待確認相關狀況改善後始恢復使用。 

(一) 中毒、遭入侵或被植入惡意程式者。 

(二) 未即時更新修補漏洞者，經通知後仍不處理者。 

(三) 進行網路攻擊、連結不當網址、流量異常等，有資訊安全疑慮者。 

(四) 發送大量垃圾郵件者。 

(五) 非法散佈惡意軟體或侵犯智財權者。 

(六) 教育部通報資安事件者。 

(七) 違反智慧財產權、個人資料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者。 

(八) 管理人員失去聯絡或不處理圖資處要求改善通知。 

(九) 其他可能影響網路及服務正常運作者。 

六、 若本校使用者涉嫌利用校園網路從事觸犯法律、違反校規或影響校譽之行

為，本校得遵資訊安全管理制度(ISMS)之規定，配合相關單位提供使用者

資訊。 

七、 依教育部台電字第 0970077254 號函，學術網路全面禁止使用點對點互連

(P2P)軟體下載或提供分享版權軟體及影音檔案，並避免網路設備不堪流量

負荷導致異常。 

八、 經配發之 IP 將於後續每年透過系統自動詢問是否申請續用，圖資處仍保留

回收之權利。 

第五條 凡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者均須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若違反本辦法之規定經查屬

實，依校規或人事室相關獎懲規則論處，且當學期達三次以上之單位，主管應列

席資安管審會議並提出改善方案。 

第六條 本辦法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委員會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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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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二、訂定「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

租用管理要點(草

案)」，請討論。 

圖書資

訊處 

1. 為管理本校雲端虛擬主機服務，特

訂定本要點。 

2. 內容重點如下： 

（一）本服務免費提供各單位與教

師於研究、教學及公務上之使用，

亦提供收費服務予計畫申請使用，

視申請需求與當下硬體資源考量，

圖資處得保留核發與否之權力。 

（二）本要點租用收費，提撥總收

入之百分之五十充實校務基金，剩

餘百分之五十用於支應本校資訊機

房設備擴充與維護，及例行汰換使

用。 

3.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

主機租用管理要點(草案)」乙份

（如提案附件）。 

4. 本案經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管

理審查委員會審核(108.11.19 已通

過)，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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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理要點(草案) 

108 年 11 月 19 日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委員會通過 

 

一、 為管理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雲端虛擬主機服務(以下簡稱本

服務)，特訂定本校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服務係指使用者依其需要，向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提出

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申請，以取得計算、網路、資料儲存等資源之服務模

式。 

三、 本服務免費提供本校各單位與教師於研究、教學及公務上使用。亦提供

收費的服務給計劃申請使用，視申請需求與當下硬體資源考量，圖資處

得保留核發與否之權力。單位申請前述免費與收費空間，均需提供圖資

處管理者權限，以於特殊情況時可第一時間介入處理。 

四、 本服務提供基本硬體運作平台、網路相關設定、網路故障排除與虛擬主

機(VM)備份等基礎維運服務；租用單位應妥善管理虛擬主機內部之維護

調整與服務建置，如租用單位有其他特殊維護需求，得向圖資處提出並

視相關資源協調。服務租用期間，若遭遇不可抗力因素致使服務停擺，

應視權責分屬，由圖資處或租用單位窗口即刻於相關管道發布暫停服務

訊息，並敘明估計災害復原時間與最新處理狀況。 

五、 圖資處備份服務將視空間資源調整備份保留天數，租用單位仍應自行做

好資料備份工作，若因系統或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資料錯誤或毀

損，本校不負損害賠償責任。 

六、 若遇不可抗力因素，圖資處保留與租用單位協調，進行網路或空間資源

調整之權利，調整期間得暫時中止本服務運作。 

七、 為維持本服務有效性與設備運作效益，租用單位需指定專人管理租用主

機，以作為服務聯絡窗口。租用單位之管理人員應對申請本服務所提供

之內容負責，不得違反本要點及「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管理

要點」、「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網路流量異常管理要點」與「教育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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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使用規範」及相關法令規定，並應配合圖資處資通安全管理規範

（ISMS）相關稽核規定。 

八、 租用單位網路使用規範適用本校「資安管理辦法」、「個資保護管理辦

法」與「校園網路 IP 管理辦法」，如發生相關情事或欠繳租用費，圖資

處得依相關規定處理先行暫停本服務，並通知租用單位改善，改善期間

仍列入租期。 

九、 校外計畫服務申請採使用者付費原則，申請者得以研究計畫中編列相關

費用等支付，租用費用須於租用申請時支付。租用費收入納歸校務基金

管理。 

十、 收費標準參考附表。租用單位因租用方案不符需求，需以專簽方式申請

特殊規格服務，圖資處得以專案方式辦理，價格另議。 

十一、 本要點租用收費，適用「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

辦法」第二條第二項「場地設備管理收入」之範圍，並依「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理要點」規定，提撥總收入之百分之五十充實校務

基金，剩餘百分之五十用於支應本校資訊機房之設備擴充與維護，及例

行汰換使用。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或需要變更者，得依相關規定辦理，未規定之事項

悉依相關法令規定。 

十三、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委員會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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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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租用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單位:元) 

租用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Ｃ方案 

CPU (核心數) 1 2 4 

記憶體 (GB) 1 2 4 

硬碟 (GB) 20 40 60 

租用費/月 (元) 500 2000 4000 

 

增購項目：租用方案與增購項目合計，不得超過總租用上限之限制。 

 

增購項目 CPU 記憶體 硬碟 

規格 1 核心 1 GB 10 GB 

增購費用／月 300 元 300 元 450 元 

租用上限 4 核心 4 GB 100 GB 

 

本表格參照：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理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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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三、訂定「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特聘教授聘任

辦法（草案）」，請

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為鼓勵本校專任教授致力於提升學

術水準、產學研發能量及行政服務

品質並爭取最高榮譽，特訂定本辦

法。 

2. 申請分為研究表現類、行政服務類

及一般類三大項，由研究發展處召

開評審會議審議。 

3. 檢附新訂「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特聘

教授聘任辦法(草案)」。 

4. 本案業經 108 年 11 月 27 日主管

會報決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校

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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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聘任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本校專任教授致力於提升學術水準、產學

研發能量及行政服務品質並爭取最高榮譽，特訂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聘

任辦法」（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特聘教授，為經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評選，

獲選者得聘為本校特聘教授或終身特聘教授，為無給之榮譽職。 

第三條 一、研究表現類(總錄取名額不超過四名，績分最高者優先錄取)：本校專任教授六

年後，截至申請年度前一年，符合下列(一)至(三)條件之一者，得參與評選。 

(一) 榮獲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勵，為本校當年度第四之 3 級以上，由評審委員

會決議錄取績分最高者二名(若績分前二名已獲特聘，則依序遞補)。 

(二) 最近五年內在本校主持及執行各類計畫總管理費金額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以

上(需為總計畫主持人不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由評審委員會決議錄取金額最

高者一名。 

(三)最近五年內在本校從事研發工作之成果衍生技術移轉、專利授權等實收金額累

計達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由評審委員會決議錄取金額最高者一名。 

二、行政服務類(總錄取名額不超過三名，績分最高者優先錄取，積分說明如附表)：

本校專任教授在本校任教二十年以上(截至申請年度前一年)，對校務發展有具

體重大貢獻者，並符合下列各項條件者，得參與評選。 

(一)兼任本校組織規程編制內單位行政主管(含學術與行政類)，年資合計超過十

年以上者。 

(二)申請年度近十年內擔任本校競爭型計畫無支領計畫主持費(如:教育部教學卓

越計畫、高教深耕、新南向相關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及科技部國際

產學聯盟計畫等)整合者及撰寫者六次以上者，或各分項、主軸計畫主持人

執行六次以上者 

三、一般類(不限名額)：本校專任教授三年後，且符合下列(一)至(六)條件之一者，

頒特聘教授資格。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 

(四)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或特聘研究員。 

(五)曾獲頒教育部師鐸獎。 

(六)曾獲頒國家文藝獎。 

第四條 評審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五學院院

長(不含進修學院)及人事室主任組成，得聘校外委員一至二人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五條 特聘教授之審查與聘任程序如下：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資格之教授，檢具相關文件於每年 1 月底前，研究表現類向本校

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行政服務類及一般類向人事室提出申請，由研究發展處召開

評審會議審議。 

第六條 特聘教授之聘期：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者，自通過推薦當年之 8月 1日起聘，聘期 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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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二、特聘教授聘期屆滿當年得再送審，獲聘第二任且任期屆滿者，人事室應聘為終

身特聘教授。 

第七條 每一年度新聘任特聘教授名額以不超過本校當年度專任教授人數 7%為原則 (終身

特聘教授不計入)，實際獎勵人數比例及人選由評審委員會視實際情形決定之。 

第八條 特聘教授於聘任期間離職或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屬實者，

即停止特聘教授之聘任。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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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四、修正「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研究優良獎勵

要點」，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審查委員建議：出刊整本專書部

分，原要點規定可申請奬狀乙紙，

但針對列屬 USNews, QS, ARWU(上

海交大)及 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

界大學排名)等公告世界百大學校

出刊之優秀專書，修改為獎金 2000

元及獎狀乙紙。 

2. 另修改重點為：配合實際作業方

式，著作出刊日期明訂可申請期限

範圍。對多位通訊作者、多位第一

作者規範獎金額度。並配合本校每

人每次申請總額，不得超過新台幣

貳萬肆仟元，及科技部人文社會中

心將 TSSCI 修改為第一級與第二

級，本處提出要點修改案，提案如

附件一。 

3. 本案業經 108 年 10 月 14 日本校研

究優良審查委員會及 108 年 11 月

27 日主管會報決議通過。 

4. 本案經會議決議後，續提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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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良獎勵要點」修正內容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二、申請本項研究獎助之著作，

必須為上一年度至當年度截

止日前，以本校名義於已出

版刊物上發表，且發表人必

頇為論文作者前二順位或通

訊作者並為本校專任教師者

為原則。 

 著作為雙通訊作者或雙第一作者

以上，獎金額為原獎金除以作者

人數（雙作者除以二，三作者除

以三）。 

論文作者之國家名稱，若以 China

或 Taiwan,China 等不符我國整體

利益之署名，致貶抑我國國家地

位者，該篇期刊論文將不予承

認。 

二、申請本項研究獎助之著作，

必須為一年內﹙含當年度﹚

以本校名義於已出版刊物上

發表，且發表人必頇為論文

作者前二順位或通訊作者並

為本校專任教師者為原則。  

論文作者之國家名稱，若以 China

或 Taiwan,China 等不符我國整體

利益之署名，致貶抑我國國家地

位者，該篇期刊論文將不予承

認。 

1.著作出刊日

期配合實際作

業方式，明確

可申請期限範

圍；規範多位

通訊作者、多

位第一作者獎

金。 

2.本要點配合

實際發放金額

修改,一人不

超過新台幣貳

萬肆仟元，且

不限制各類研

究成果至多 3

篇金額。 

3.配合科技部

人文社會中心

期刊評比公

布，將 TSSCI

分為二級 

4.列屬

USNews, QS, 

ARWU(上海

交大)及

THE(泰晤士高

等教育世界大

學排名)等公

告世界百大學

校出刊之優秀

專書乙本，修

改為獎金

2000 元及獎

狀乙紙 

三、研究成果發表獎勵類別如

下：  

(一)第一類級研究成果：在SCI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SCI 

( SocialScience Citation 

Index )等資料庫索引收錄之

學術性期刊發表論文一篇

（含）以上，或參與國際策

展、展演、創作經審查表現特

優(或獲國外獎項者)，得申請

發給獎狀一紙，獎金每篇捌仟

元。 

以上獎勵案，申請者為第三及第

四順位者，得申請核予獎狀一

紙。 

(二)第二類級研究成果： 

1.(1)在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RIC ( Educational 

Research  

IndexCitation )、HI 

( Humanities Index )、MLA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oin、EI

（Engineering Index-期刊

類）PubMed。  

三、研究成果發表獎勵類別如

下：  

(一)第一類級研究成果：在SCI 

( Science Citation 

Index，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SCI 

( SocialScience Citation 

Index )等資料庫索引收錄之

學術性期刊發表論文一篇

（含）以上，或參與國際策

展、展演、創作經審查表現

特優(或獲國外獎項者)，得

申請發給獎狀一紙，獎金每

篇捌仟元，至多貳萬肆仟

元。  

以上獎勵案，申請者為第三及第

四順位者，得申請核予獎狀一

紙。 

(二) 

1.(1)在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RIC ( Educational 

Research  

IndexCitation )、HI 

( Humanities Index )、MLA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oin、EI（Engineering 

Index-期刊類）Pub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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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2)在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THCI核心期刊（Taiwan 

Humanity Citation Index），

上列資料庫索引收錄之學術性期

刊發表論文一篇以上，評比等第

為第一級者，得申請發給獎狀一

紙並發給獎金每篇伍仟元。  

2.參與國內策展、展演、創作經

審查表現特優，或獲國內獎項

一件以上。  

3.在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評

比等第為第二級者或科技部人

文社會科學期刊排名：文學一

(中文學門)、歷史學門、哲學

學門、語言學門、心理學門、

管理學門、區域研究及地理學

學門、文學二(外文學門)、法

律學學門、教育學(含體育學及

圖書資訊學)、藝術學學門、綜

合類等學術期刊發表論文一篇

以上，評比等第為第二級者。 

以上2、3得申請發給獎狀一紙並

發給獎金每篇肆仟元。  

（三）當年度列屬USNews, QS, 
ARWU(上海交大)及THE(泰
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等公告世界百大學校出刊之

優秀專書乙本或第三類級研

究成果：科技部人文社會科

學期刊排名：文學一(中文學

門)、歷史學門、哲學學門、

語言學門、心理學門、管理

學門、區域研究及地理學學

門、文學二(外文學門)、法

律學學門、教育學(含體育學

及圖書資訊學)、藝術學學

門、綜合類等學術期刊發表

論文一篇以上，評比等第為

第三級者。得申請發給獎狀

一紙，每篇 (本)貳仟元。  

以上（一）（二）（三）類獎勵

案，申請人為第二順位時，獎金

折半。 

每次申請案，每人發放之獎勵

金，不超過貳萬肆仟元。 

(2)在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及

THCI核心期刊（Taiwan 

Humanity Citation Index）評

比等第為第一級者，  

上列資料庫索引收錄之學術性期

刊發表論文一篇以上，得申請發

給獎狀一紙並發給獎金每篇伍仟

元，至多壹萬伍仟元。  

2.參與國內策展、展演、創作經

審查表現特優，或獲國內獎項一

件以上。  

3.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排

名：文學一(中文學門)、歷史學

門、哲學學門、語言學門、心理

學門、管理學門、區域研究及地

理學學門、文學二(外文學門)、

法律學學門、教育學(含體育學

及圖書資訊學)、藝術學學門、

綜合類等學術期刊發表論文一篇

以上，評比等第為第二級者。  

以上2、3得申請發給獎狀一紙並

發給獎金每篇肆仟元，至多壹萬

貳仟元。  

（三）第三類級研究成果：科技

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排名：

文學一(中文學門)、歷史學

門、哲學學門、語言學門、

心理學門、管理學門、區域

研究及地理學學門、文學二

(外文學門)、法律學學門、

教育學(含體育學及圖書資

訊學)、藝術學學門、綜合

類等學術期刊發表論文一篇

以上，評比等第為第三級

者。得申請發給獎狀一紙，

每篇貳仟元，至多陸仟元。  

以上（一）（二）（三）類獎勵

案，申請人為第二順位時，獎金

折半。 

(四) 第四類級……，審查後得發

給獎狀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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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類級……，審查後得發

給獎狀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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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良獎勵要點 
本校93年1月9日92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93年3月17日92學年度第六次行政會議通過  

95年5月26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94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會議修訂  

奉教育部95年7月20日台中(二)字第0950096369號函核備  

本校98年9月9日98學年度第一次行政主管會報決議辦理  

本校98年9月16日98學年度第一次行政會議通過  

98年12月24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98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修訂  

本校101年1月4日100學年度第5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1年5月9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修訂  

本校104年6月3日103學年度第8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4年06月17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修訂  

本校104年10月21日104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本校105年11月16日105學年度第3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5年12月6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會議決議修訂  

106年5月10日本校105學年度第7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6年11月15日本校106學年度第三次行政會議通過 
106年12月13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修訂  

107年5月9日本校106學年度第七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年5月28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6學年第2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通過 

108年4月10日本校107學年度第六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本校108年5月22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通過  

一、本校為鼓勵教師從事專案研究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與國際學術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項研究獎助之著作，必須為上一年度至當年度截止日前，以本校名義於已出版刊物

上發表，且發表人必頇為論文作者前二順位或通訊作者並為本校專任教師者為原則。 

    著作為雙通訊作者或雙第一作者以上，獎金額為原獎金除以作者人數（雙作者除以二，三

作者除以三）。 

論文作者之國家名稱，若以China或Taiwan,China等不符我國整體利益之署名，致貶抑我國國

家地位者，該篇期刊論文將不予承認。  

三、研究成果發表獎勵類別如下：  

(一)第一類級研究成果：在SCI ( Science Citation Index，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SCI ( SocialScience Citation Index )等資料庫索引收錄之學術性期刊發表

論文一篇（含）以上，或參與國際策展、展演、創作經審查表現特優(或獲國外獎項者)，得

申請發給獎狀一紙，獎金每篇捌仟元。  

以上獎勵案，申請者為第三及第四順位者，得申請核予獎狀一紙。 

(二) 

1.(1)在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RIC ( Educational Research  

IndexCitation )、HI ( Humanities Index )、MLA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oin、EI

（Engineering Index-期刊類）PubMed。  

(2)在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及THCI核心期刊（Taiwan 

Humanity Citation Index）評比等第為第一級者，  

上列資料庫索引收錄之學術性期刊發表論文一篇以上，評比等第為第一級者，得申請發給獎狀

一紙並發給獎金每篇伍仟元。  

2.參與國內策展、展演、創作經審查表現特優，或獲國內獎項一件以上。  

3.在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評比等第為第二級者或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期刊排名：文學一(中文學門)、歷史學門、哲學學門、語言學門、心理學門、管理學門、

區域研究及地理學學門、文學二(外文學門)、法律學學門、教育學(含體育學及圖書資訊學)、

藝術學學門、綜合類等學術期刊發表論文一篇以上，評比等第為第二級者。  

以上2、3得申請發給獎狀一紙並發給獎金每篇肆仟元。  

（三）當年度列屬USNews, QS, ARWU(上海交大)及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等公告世

界百大學校出刊之優秀專書乙本或第三類級研究成果：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排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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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中文學門)、歷史學門、哲學學門、語言學門、心理學門、管理學門、區域研究及地

理學學門、文學二(外文學門)、法律學學門、教育學(含體育學及圖書資訊學)、藝術學學

門、綜合類等學術期刊發表論文一篇以上，評比等第為第三級者。得申請發給獎狀一紙，

每篇貳仟元。  

以上（一）（二）（三）類獎勵案，申請人為第二順位時，獎金折半。 

每次申請案，每人發放之獎勵金，不超過貳萬肆仟元。 

(四) 第四類級研究成果：除上述外，在國內外有審查制度期刊及研討會全文論文集發表論文二

篇以上或創作（演出）作品二件（次），或出刊專書一本（含ISBN書號），或經審查之專

書中二篇以上、或音樂發表完整原創作品(曲目長六十分鐘)二首，或創作（演出）作品二

整場(次)不同曲目各六十分鐘，或藝術展演發表（在公部門展演空間辦理）兩場以上，審

查後得發給獎狀一紙。  

四、經費來源：符合「國立大學校院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使用要點」用途者方可由推動科技

研究發展經費支應，餘由改善研發環境項下支應。  

五、本獎勵於每年九月份辦理，由研究發展處主動通知相關教師提出申請。  

六、獎勵由申請人自行提出申請，論文資料登錄於本校教師資料庫中，並頇檢附申請書（如附

件）及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經所屬單位推薦並層轉研究發展處辦理。  

七、依本要點獲得獎金或獎狀時所提出之證明文件，不得重複作為爾後依本要點申請獎助之憑

證。  

八、本要點設置研究優良獎勵甄審委員會，其設置規定另訂之。  

九、獎狀及獎金數額，由甄審委員會依職權處理，並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

中頒發。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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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五、修正「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學術研究計畫

配合款補助審查要

點」，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將「會計主任」修正為「主計室主

任」。 

2.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術研究

計畫配合款補助審查要點」內容修

正表及修正後「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學術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審查要

點」。 

3. 本案業經 108 年 11 月 27 日主管會

報決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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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從事專案計畫減少授課時數實施要點」修正內容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七、審議委員會 

（一）審議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

副校長兼任主任委員暨召集

人，教務長、研究發展處主管

為當然委員；依其計畫申請者

相關系所中心學院主管或教授

以上之教師為委員。並得依實

際需要，邀請主計室主任列

席。 

（二）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遴聘，

任期一年。 

（三）… 

（四）… 

 

七、審議委員會 

（一）審議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

副校長兼任主任委員暨召集

人，教務長、研究發展處主管

為當然委員；依其計畫申請者

相關系所中心學院主管或教授

以上之教師為委員。並得依實

際需要，邀請會計主任列席。 

（二）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遴聘，

任期一年。 

（三）… 

（四）… 

 

將會計主

任修正為

主計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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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術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審查要點 
                                    94 年 5 月 18 日 93 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通過 

    95 年 12 月 13 日 95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 

97 年 3 月 25 日 96 學年度第二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9 月 17 日 97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3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6次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9 月 16 日 98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11 月 11 日本校 98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1 年 1月 4日本校 100 學年度第 5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2 年 12 月 2 日本校 102 學年度第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爭取研究計畫，開創獨特性研究項目以及達成各院系所跨領域

合作，發展本校學術研究的重點與特色，特訂定「高雄師範大學學術研究計畫配合

款補助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補助對象及範圍 

本校執行研究計畫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其計畫具備以下情況之一者： 

（一）教育部要求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者（含經常費或設備費）。 

（二）其他機構要求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者，以配合設備費為限。其設備費編列之

配合款占核定設備費之 30%以內 

三、經費來源 

  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或循年度計畫概算程序編列。 

四、申請時間 

  每年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間提出申請，並於十二月底前完成審查。 

五、補助經費項目之編列 

(一)配合款請優先從各系所經費自籌，其次由學院支援，如學院經費確有困難時，

再依本要點提出。 

(二)編列之計畫配合款儘量以占總經費 20%內。 

(三)本校補助計畫之配合款，依法不得支用於國外(含大陸)差旅費用。 

六、審查方式 

審查原則 

（一）具有成為本校研究特色領域、及持續發展成為本校之重點研究之潛力。 

（二）發展成整合或跨領域之可能性。 

（三）計畫之創新。 

（四）預期成果在學術上之價值。 

（五）主持人之研究成果及能力： 

１、主持人近五年研究成果之質與量。 

２、主持人之研究能力及在該領域之整體表現。 

七、審議委員會 

（一）審議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副校長兼任主任委員暨召集人，教務長、研究

發展處主管為當然委員；依其計畫申請者相關系所中心學院主管或教授以上

之教師為委員。並得依實際需要，邀請主計室主任列席。 

（二）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遴聘，任期一年。 

（三）委員會任務為：審議學術研究計畫補助申請案，必要時亦得書面審查，決定

補助領域、研議其他與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有關之事宜。 

（四）審查意見得副知申請教師。 

八、執行管考 

  （一）經核定通過補助之研究計畫，若未獲得任何校外單位之補助款，則取消補

助；經校外申請機關核定通過補助者，學校配合款也依補助機關核定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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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同比例調整配合款補助金額；補助機構若無要求本校配合款時，原已

編列之配合款不執行。 

    （二）計畫結案後，計畫主持人於申請賸餘款再運用時，就校外補助賸餘部分提出

申請。 

（三）未達到上述之要求者，不得再向學校申請任何學術活動補獎助項目。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得簽請校長核定之。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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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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六、修正「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培育優秀博士

生獎學金補助辦

法」，請討論。 

研究發

展處 

1. 本案依本校 108 年 11 月 27 日主

管會報決議內容辦理，修改補助辦

法第十條發放方式︰由教務處協助

提供獲獎名單註冊完成資料，研發

處依規定辦理每月核撥作業。 

2. 檢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育優秀

博士生獎學金補助辦法」修正內容

表及修訂後「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培

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補助辦法」。 

3. 本案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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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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第十 條 發放方式︰由教務處協助

提供獲獎名單註冊完成資

料，研發處依規定辦理每

月核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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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

108 年 

11 月 27

日主管

會報決

議內容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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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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108年9月18日108學年度第一學期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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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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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同負擔經費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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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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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處協助提供獲獎名單註冊完成資料，研發處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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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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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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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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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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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七、修正本校文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要點」，請討論。 

文學院 1. 因應本院於 106 年 8 月成立東南亞

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及 108 年 8 月

成立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

加入學位學程及專班；依據 107 年

11 月 28 日高師大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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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修訂及

新增部分文字。如修訂通過後，自

108 學年度全面適用。 

2. 本案經本院 108 年 9月 12 日及 10

月 17 日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經本院 10 月 23 日院務會議通過；

經本校 11 月 6日 108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經本校

11 月 27 日行政主管會報通過。 

3. 檢附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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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

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不

續聘及其他依法令應審議之事

項，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

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規

定，設置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一、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

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

聘、不續聘及其他與教師有關

之人事事項等，依據「大學

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查辦法」、「教育人員任

用條例」、「教師法」及本校

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一款、

第二款之規定，設置本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改。 

二、本學院所屬各系、所、學位學

程、專班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

所、學位學程、專班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經系、所、學位學程、

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系

務、所務、學位學程、專班會議通

過；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院務會

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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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後，報院

教評會備查。 

1.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

條修訂，新增學位學程及

專班相關規定。 

2.依「本校各級教評會組織

辦法訂定參考原則」修訂。

三、本會除本學院院長及系、所、

學位學程、專班主管為當然委員

外，並由各系推選教授代表(若該

系未有教授時，得由副教授代之)

各一人，共同組成之，委員人數應

達七人以上；由院長擔任主席，各

委員任期一年。各系應同時選出候

補委員，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

者擔任本會委員。 

三、本會除本學院院長及系所

主管為當然委員外，並由各系

推選教授代表(若該系未有教授

時，得由副教授代之)各一人，

共同組成之，委員人數應達七

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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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

條修訂，新增學位學程及

專班相關規定。 

2.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僅規定任期。 

3.  依據107年11月28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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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校請本院審查研究人員之相

關案件，準用本要點辦理。 

六、本校提請本院評審研究人員

之相關審查事務案，準用本要點

辦理。 

修改文字。 

七、有關教師重大事項案件如事證

明確，而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決議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六條第二項

規定新增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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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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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要點經本會議、院務會議、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行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本學院院務會議、

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本校各級教評會組織

辦法訂定參考原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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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86 年 1 月 8 日本校 85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 年 3 月 16 日本院 100 學年度第 2 學年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101 年 6 月 13 日本校 100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 年 12 月 16 日本院 104 學年度第 1 學年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12 月 18 日本院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5 年 3 月 2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6 年 5 月 26 日本院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6 年 9 月 13 日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9 月 12 日本院 108 學年度第 1 學年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108 年 10 月 23 日本院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8 年 11 月 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一、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及其他依法令應審議

之事項，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設置本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學院所屬各系、所、學位學程、專班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所、學位學程、專班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系、所、學位學程、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系務、所

務、學位學程、專班會議通過；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實施。 

三、本會除本學院院長及系、所、學位學程、專班主管為當然委員外，並由各系推選教授代表

(若該系未有教授時，得由副教授代之)各一人，共同組成之，委員人數應達七人以上；由

院長擔任主席，各委員任期一年。各系應同時選出候補委員，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

者擔任本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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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審查案件有異

議時，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之，並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五、 經本會審查通過之建議案件，應送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六、 本校請本院審查研究人員之相關案件，準用本要點辦理。 

七、 有關教師重大事項案件如事證明確，而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所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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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要點經本會議、院務會議、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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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八、廢止本校文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要點」，請討論。 

文學院 1.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要點」與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內容相似重複；關於升等審查部

分，又與本院「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內容有相似亦有也有產生矛

盾處。經查本校五院，僅科技學院

仍有此審查要點，但自 93 年 1月 5

日後未再修訂，其餘學院皆無此要

點。為免疊床架屋造成要點規定未

同步修正或相互抵觸之虞，擬廢止

本要點。 

2. 本案經本院 108 年 9月 12 日教師

評審委員會議通過；經本院 10 月

23 日院務會議通過；經本校 11 月

27 日行政主管會報通過。 

3. 檢附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要

點」及本要點與「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要點」、「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相似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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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要點 
 

86.01.08 本校 85 學年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90.12.19 本校 90 學年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12.24 本校 92 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3.02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6.14. 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6.09.15 本校 106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延聘、解聘、不續聘及其他與 

教師有關之人事事項，依據「大學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教師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二 

款之規定，設置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學院各系所應將審查通過之聘任或升等教師之相關資料及記錄，函送本院 

評審。 

三、 各系所審查通過之教師聘任案，需經本會審查通過。審查若有異議時，則由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之同意票為通過。 

四、 各系所初審通過之教師著作升等案，應於校訂截止日期二個月前， 由系所

將有關資料送院複審，其送審著作得由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聘請教 授

（必要時含副教授，但副教授不得評審擬升等教授之論文）二至三人審查 

之。 

五、 教師升等審查之通過，應合乎下列條件： 
(一) 凡欲提升等之教師，所提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 

出版或正式發表者，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著作， 
其餘列為參考著作。其中參考著作，升助理教授者至少兩篇，升副教授 

者至少三篇，升教授者至少四篇。 

(二) 升等著作須經審查教授二人評定通過。如其中一人未通過，則再送第三 

人評定。 

(三) 送審著作成績併同教學績效、研究進修成果，依照學校有關規定，並視 

本院各系所之特色需求，（教學/研究等項評審成績可在 60%-70%之間、 

學生輔導、推廣服務、支援學校行政工作及同仁關懷等，輔導/推廣等項 

評審成績可在 30%-40%之間），等各項資料，經本會委員審慎評審，採無 

記名投票，以獲得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六、 本學院應將審查通過之聘任或升等之教師名冊連同各項資料與審查會議紀錄， 

轉請本師教評審委員會審議。 

七、 本學院各系所提送之教師之停聘、解聘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人事事項等案， 

由本會依據相關法令審查通過後，轉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八、 本校提請本院評審研究人員之相關審查事務案，準用本要點辦理。 

九、 本要點經本學院院務會議、本校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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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要點」與「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教師升等審查要點」相似條文對照表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要點 

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 

(修改前版本) 

教師升等 
審查要點 

(修改前版本) 

一、本學院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延聘、解

聘、不續聘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人事事項，依據「大學法」、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教師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

定，設置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點 第一點 

二、本學院各系所應將審查通過之聘任或升等教師之相關資

料及記錄，函送本院評審。 
 第六點 

三、各系所審查通過之教師聘任案，需經本會審查通過。審

查若有異議時，則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之同

意票為通過。 

第四點 第六點 

四、各系所初審通過之教師著作升等案，應於校訂截止日期

二個月前，由系所將有關資料送院複審，其送審著作得由本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聘請教授（必要時含副教授，但副教授

不得評審擬升等教授之論文）二至三人審查之。 

 第六點 

五、教師升等審查之通過，應合乎下列條件：  

(一)凡欲提升等之教師，所提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所出版或正式發表者，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

行擇一為代表著作，其餘列為參考著作。其中參考著作，升助

理教授者至少兩篇，升副教授者至少三篇，升教授者至少四篇。

(二)升等著作須經審查教授二人評定通過。如其中一人未通

過，則再送第三人評定。 

(三)送審著作成績併同教學績效、研究進修成果，依照學校有

關規定，並視本院各系所之特色需求，（教學/研究等項評審成

績可在 60%-70%之間、學生輔導、推廣服務、支援學校行

政工作及同仁關懷等，輔導 /推廣等項評審成績可在

30%-40%之間），等各項資料，經本會委員審慎評審，採無

記名投票，以獲得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第三、六點 

六、本學院應將審查通過之聘任或升等之教師名冊連同各項

資料與審查會議紀錄，轉請本師教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五點 第六點 

七、本學院各系所提送之教師之停聘、解聘及其他與教師有

關之人事事項等案，由本會依據相關法令審查通過後，轉送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第五點  

八、本校提請本院評審研究人員之相關審查事務案，準用本

要點辦理。 
第六點 第十二點 

九、本要點經本學院院務會議、本校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點 第十三點 

註：本院本學期有修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與[教師升等審查要點]，本表均為修改前版本

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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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十九、修正「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系系主任遴選要

點」，請討論。 

事業經

營學系

1. 本案由經本系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

第一次系務會議及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2. 本案經 108 年 11 月 6 日 108 學年

度第 1學期第一次教育學院院務會

議委員修正通過。 

3. 檢附本系「系主任遴薦要點修正對

照表」及「系主任遴薦要點」各乙

份（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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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系主任遴薦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本系主任遴選作業應於現任主

任任期屆滿前四個月內或出缺

一個月內時，完成遴選作業。 

二、 本系主任遴選作業應於現任主

任任期屆滿前三個月內或出缺

一個月內時，召開遴選會議完

成之。 

 

三、 本系專任教授及副教授，均得

為系主任候選人，惟現任系主

任無連任之意願時，得免為系

主任之候選人。 

三、 本系專任教授及副教授，均得

為系主任候選人。 

 

四、 本系主任選舉人為本系全體專

任教師，需有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每人一票，每票得

圈選二人，得票前二高票者為

系主任被推薦人選，簽請校長

圈選並聘任之。如被推薦人選

僅一人時，應經本系系務會議

同意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四、 本系主任選舉人為本系全體專

任教師，需有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每人一票，每票得

圈選二人，得票前二名者為系

主任被推薦人選，簽請校長圈

選並聘任之。如被推薦人選僅

一人時，應經本系系務會議同

意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六、 系主任於一任屆滿得連任，並

於任期屆滿前四個月內，就連

任事宜由全系專任教師進行無

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意權，經

三分之二以上專任教師出席，

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則報請

校長續聘之，如同意票未達二

分之一時，應依本要點重新辦

理系主任遴薦。 

六、 系主任於一任屆滿得連任，並

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內，就連

任事宜由全系專任教師進行無

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意權，經

三分之二以上專任教師出席，

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則報請

校長續聘之，如同意票未達二

分之一時，應依本要點重新辦

理系主任遴薦。 

 

七、 系主任因故出缺或不克執行職

務時，應於一個月內召開系務

會議，並由代理人召集會議，

依本要點辦理系主任遴薦事

宜。 

七、 系主任因故出缺或不克執行職

務時，應於一個月內組成系主

任遴薦委員會，並由代理人召

集會議，依本要點辦理系主任

遴薦事宜。 

 

 

說明：一、本案經 108年 04月 17日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及 108年 09月

17日經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通過，續陳院務會議。 

二、本案經 108年 11月 6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委員修正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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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系主任遴薦要點【修正後】 

99.02.24經 98-2第 1次系務會議訂定 

99.04.02經 98-2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委員書面審議修正通過 

99.04.14經 98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5.08經 101-2第 8次臨時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4.17經 107-2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9.17經 108-1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1.06經 108-1第 1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委員修正通過 

一、 本系為遴薦系主任，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系主任遴選作業應於現任主任任期屆滿前四個月內或出缺一個月內時，完成遴選作

業。 

三、 本系專任教授及副教授，均得為系主任候選人，惟現任系主任無連任之意願時，得免

為系主任之候選人。 

四、 本系主任選舉人為本系全體專任教師，需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每人一票，每

票得圈選二人，得票前二高票者為系主任被推薦人選，簽請校長圈選並聘任之。如被

推薦人選僅一人時，應經本系系務會議同意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五、 本系主任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惟任期及服務年限應依有關法規之規定。 

六、 系主任於一任屆滿得連任，並於任期屆滿前四個月內，就連任事宜由全系專任教師進

行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意權，經三分之二以上專任教師出席，出席教師過半數同

意，則報請校長續聘之，如同意票未達二分之一時，應依本要點重新辦理系主任遴

薦。 

七、 系主任因故出缺或不克執行職務時，應於一個月內召開系務會議，並由代理人召集會

議，依本要點辦理系主任遴薦事宜。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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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十、本校與姊妹校大陸

地區福建師範大學續

簽學術交流與學生交

流合作書，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福建師範大學座落在大陸地區福建

省，大學擁有兩個校區，分別是倉

山校區，旗山校區。創立於 1907

年，目前在校學生人數約 27,000

人。院系設置主要有 11 個學科門

類、25 個學院及提供超過 85 項學

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課

程，學科涵蓋文、史、哲、理、

工、教、經、法、管、農、藝等，

是一所學科齊全的大學。 

2. 2 校締結姊妹校始於 2012 年，本年

度合作書已到期，此次續約 5年，

學術交流與學生交流合作書（草

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4次主管會

報審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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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學術交流合作書 

福    建    師    範   大   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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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換兩校刊物或資料。 

5、交換兩校有興趣之相關專業碩博學位論文電子檔。 

6、其他雙方同意之合作與交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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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校提供學習與生活之相關設施，並安排相關之參觀活

動。 

 

三、其他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及相關事宜，由雙方以個案方式共同協商決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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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5 年簽定一次並協商下學年度之交流合作事宜。 

 

五、本合作書經雙方代表簽署並依各自之行政程序通過後生效，有意中止此合作的

任何一方必須於 6 個月前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方有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校長：王長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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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學生交流合作書   

福    建    師    範   大   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福建師範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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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生名額，一般每學期交換 3名學生為原

則。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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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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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要求及其它規定。 

第三條 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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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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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生的住宿，並且提供適當諮詢及援助。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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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交換生解決有關研修、校園生活等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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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生。遣退交換學生

將不影響其他交換生的派出和接收。 

第九條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期間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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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派出之交換生仍

可繼續完成其學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校長：吳連賞                      校長：王長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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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一、本校與韓國中央大

學 Chung-Ang 

University 簽署學術

合作與學生合作同意

書，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中央大學是韓國有名的私立大學，

座落在韓國首爾，中央大學創立於

1918 年，大學擁有兩個校區，分別

是漢城校區，安城校區。目前在校

學生人數 3萬多人。院系設置主要

有 18 個學院、2個職業研究生院、

11 個特別研究生院及提供超過 146

項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課程，學科涵蓋文、史、理、工、

教、經、管、醫、藝等，是一所學

科齊全的大學。據 2016 年 QS 世界

大學排名中央大學位列世界 386

名、泰晤士亞洲大學排名位列 50

名、2017 年韓國整體排行第 7。 

2. 經由王政彥副校長聯繫始有此次締

結姊妹校機會，2校學術合作與學

生合作同意書（草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4次主管會

報審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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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ROC  

AND 

CHUNG-ANG UNIVERSITY, KOREA 

 

Wishing to enhanc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and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activit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CHUNG-ANG UNIVERSITY, 

hereby agree to cooperate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will include any program offered at each university, which is 

determined to be desirable and feasibl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However, any specific program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Such programs may include: 

 

a.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b. Exchange of students 

c.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d. Joint conferences; and 

e. Joint cultural program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uch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shall be discuss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the appropriate responsible officers of the relevant 

universities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particular program or activity. 

 

This Agreement will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execution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ereafter it sha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t each expiration date unless any university provide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university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t least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date except for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least 1 year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ive 

(5) year program in terms of exchange of students.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revised or modified by each party provided that written notice 

of intent is given at least one year earlier, and both parties are mutually agre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Kim, Chang Soo                      Dr.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President 

Chung-Ang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ate:                         Date:                       

148



 

 

 
 

CHUNG-ANG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STUDENT AGRE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o enhanc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and faculty, Chung-Ang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AU, and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KNU, have 

executed this agreement wit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I. Areas of the Cooperation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encourage direct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pecific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general activities in fields 

agreed by both institutions to be mutually acceptable: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discussions 

 Exchange of student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pecial short-term academic programs 

 

However, any specific program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two universiti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uch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shall be discuss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the appropriate responsible officers of the relevant universities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particular program or activity. 

 

II. Student Exchange 

 

1. Number of Students: The program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 direct one-to-one exchange 

of students with tuition waiver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Each institution will attempt to 

maintain a balance in the exchange activity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each institution will not exceed two (2) each semester. The period of each exchange 

will normally be for the equivalent of one (1) semester or one (1)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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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lection of Student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to nominate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cademic and language skill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program in which they 

will be enroll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has the right to require its 

minimum criteria of the applicants’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3. Student Program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permitted to enroll in all courses and program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which they are qualifi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courses or 

programs which may not be available due to enrollment limitations.  

 

4. Tuition and Fee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pay regular tuition and application f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All other fees, including miscellaneous fees levi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be paid directly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by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  

 

5. Food and housing: Each student will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payment of his or her 

own food and housing.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to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adequate housing.  

 

6. Travel and expense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ir own travel 

arrangements and associated costs. 

 

7. Study Program and Credits: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will receive credi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work completed.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at respective institution will 

send grades for courses completed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8. General 

a. Exchange students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ademic rules and 

discipline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b.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urchase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or provide proof of adequate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during their stay.  

c. Exchange students must possess passports and visas valid for the exchange period.  

d. Both institutions will ensure that adequate arrangements are made for the reception and 

orient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III.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seek out and pursue opportunities other than student exchange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assist each other in their efforts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 of their 

students, increase th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broaden 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ir 

faculties, and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V.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CAU and the ______________ at ______ shall serve as 

coordinators of this Agreement at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Chung-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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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 Program Coordinator 

Address : International Office, 84 Heukseok-Ro, Dongjak-gu, Seoul 06974 Korea 

Telephone : +82-2-820-6744 

Fax : +82-2-813-8069 

Email : international@cau.ac.kr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ttention : Program Coordinator 

Addres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No. 116, Heping 1
st
 Rd.,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0201, Taiwan, ROC 

Telephone : 886-7-7172930 ext. 3959 

Fax : 886-7-7263332 

Email : ja52937@mail.nknu.edu.tw 

 

 

V.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will be considered valid for five (5) years once sign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of each university. It sha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another term of five (5) years 

unless one of the universities requests in writ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Agreement. This 

notification must be given Agreement at least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date except for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least 1 year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ive (5) year program in 

terms of exchange of students.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revised or modified by each party provided that written notice of  

intent is given at least one year earlier, and both parties are mutually agre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Kim, Chang Soo                        Dr.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President    

Chung-Ang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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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二、本校與日本鳥取大

學 TOTTORI 

UNIVERSITY 簽署學術

交流與交換學生相關

規定，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鳥取大學位於日本鳥取縣的日本國

立大學，創立於 1949 年，學校現

有 2個校區，分別是鳥取校區和米

子校區，目前有地域學部、醫學

部、工學部與農學部等學部與研究

所，學生人數約 6千餘人。 

2. 經由台研所劉正元所長、吳玲青教

授聯繫始有此次締結姊妹校機會，

2校學術交流與交換學生相關規定

（草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4次主管會

報審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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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鳥取大學學術交流協定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與鳥取大學學長，以促進雙方大學之教育與研究方面之學術交流

及合作，達成以下各項之協定。 

 

1. 基於尊重雙方大學獨立性與互利之原則，促進以下交流活動： 

(1)教職員與研究人員之交流。 

(2)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研究生之交流。 

(3)學術資料、出版品及相關資訊之交流。 

(4)共同研究、演講、會議等活動之合作。 

 

2. 為進行上述交流活動所需之事項，由雙方大學經過協議決定。若有特殊情形，得由相關負

責單位及個人交涉處理。 

 

3. 本協定對於雙方大學絕不強加任何經濟負擔。 

 

4. 本協定之有效期間為自訂約之日起 5年。唯任何時間，基於雙方大學的相互同意，得以變

更協定內容、更新協定，或者停止。 

 

5. 本協定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6. 本協定書分別以中文、日本語、英語作成內容相同之正文壹氏貳份，經雙方簽署，各自保

有中文、日本語、英語協定書各壹份。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 

 

           吳連賞                                       中島  廣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鳥取大學  学長 

           （中華民國）                                   （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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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鳥取大學學術交流協定之 

交換學生相關規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鳥取大學在學術交流協定有效期間之內，根據下列規定，進行雙方

大學學生之交換留學。 

 

1. 交換學生之在學身份 

交換學生之在學身份由接受方大學決定。 

 

2. 交換期間 

留學期間不超過 12個月。 

 

3. 交換人數 

   交換學生之人數，每年在 5名之內。 

 

4. 交換學生之推薦 

派遣方之大學應選考適於交流之學生，予以推薦。 

 

5. 選修科目 

   選修科目由接受方之大學考量交換學生之專業科目與學業成績，予以決定。 

 

6. 學分認定 

雙方大學得以承認交換學生所取得學分之全部或一部分，可轉換為該生之正式學分。唯學

分的轉換承認，由該生所屬之大學決定。再者，雙方大學可就交換學生的實際表現加以認

定學分。 

 

7. 學費、註冊費及考試費用 

   接受方大學不徵收交換學生之學費、註冊費及考試費用。 

 

8. 必要經費 

接受方之大學不負擔交換學生之生活費、宿舍費、交通費以及醫療保險等財務費用。交換

學生必須加入當地醫療保險。 

 

9.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154



10. 本規定分別以中文、日本語、英語作成內容相同之正文壹氏貳份，經雙方簽署，各自保

有中文、日本語、英語協定書各壹份。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 

 

            吳連賞                                       中島  廣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鳥取大學  学長 

            （中華民國）                                    （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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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三、本校與姊妹校日本

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續簽學術

合作備忘錄與學生交

換合作書，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山口大學為日本國立大學，座落在

日本山口縣，前身為 1815 年設立

之山口講堂，1945 年創立為大學。

該校設有人文、教育、經濟、理

學、工學、農學、醫學、獸醫、國

際綜合科學共 9個大學部學院及 10

個研究所，約有 10500 名學生在

讀。山口大學以其醫學領域著稱，

於 2018 年 QS 世界大學中排名 701-

750，亞洲大學中排名 204。 

2. 2 校締結姊妹校始於 2014 年，本年

度合作書已到期，此次續約 5年，

學術合作備忘錄與學生交換合作書

（草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4次主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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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YAMAGUCHI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Yamaguchi University, recognizing the 

benefits accruing to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hereby conclude this agreement.  

 

1.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o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2.  Both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o promote and develop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those listed below,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1)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members 

          (2)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3)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s 

          (4) Conducting of colloquia, lectures and seminars 

          (5)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results 

          (6)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both universities 

 

3.  In order to give effect to these forms of cooper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individual 

faculties, schools and institutes within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be encouraged to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and to develop specific plans for collaboration in any or all of the ways 

mentioned in Clause 2 above.  

     

4.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of the types of cooperation stated in 

Clause 2 above shall depend upon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at 

the universities concerned. 

 

5.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w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ffix their signatures to the agreement and shall be valid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validity of the agreement may be extended after discussion by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such discussion shall be commenced not later than six months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6.  The agreement may at any time be revised or modified within that period by mutual 

consent. It may be terminated within the period by either party giving six months notice 

to the other. 

 

 

NATIONAL KAOHSIUNG                    YAMAGUCHI UNIVERSITY 

NORMAL UNIVERSITY    

 

 

 

＿＿＿＿＿＿＿＿＿＿＿＿＿＿＿      ＿＿＿＿＿＿＿＿＿＿＿＿＿＿＿ 

  Dr. Wu Lien-shang          Dr. Masaaki Oka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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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YAMAGUCHI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Yamaguchi University agree as follow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exchange of both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 2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Yamaguchi 

University which both universities conclude. 

 

 

1. Eligible Exchan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of both universities are eligible. 

 

2. Reception Period  

An exchange student's reception period is limited to two semesters (to one year). 

 

3.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Both universities can recommend up to “five” exchange students every year to be a part of the 

exchange programs with the faculty of global and science studies. The number should be decided by 

deliberations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Both universities will attempt to exchange students on a 

one-to-one equal exchange for a period as agreed by the both universities. If an unequal exchange 

ration occurs in any period, a balance will be attempted over the following two to three year period or 

the exchange will be reviewed. 

 

4. Selection of Students 

Each universit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decide an exchange student's entrance formalities independently. 

Selection of an exchange student considers their obtained grade as a priority. The exchange student 

who is recommended has to meet the admission standard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he/she has to 

have both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nd other study capability. Each university has the right 

of determination of acceptance of the recommended exchange student.  

 

5.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status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is non-degree student. The exchange student does not have the 

degree conferment qualification of the host university. 

 

6. Acquisition of Credits and Grades 

The home university can accept the credits and grades which the exchange student acquir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s official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home university’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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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ubjects of Student  

In consideration of an exchange student's study situation, both universities determine the subjects.  

 

8. Tuition, Entrance Fee, and Examination Fee  

Both universities shall not charge exchange students tuition fees, entrance fees and examination 

fees. 

 

9. Necessary Expenses 

Necessary expenses, such as travel expenses, accommodation fees, living expenses, and medical 

insurance, are taken as an exchange student's burden.  

 

10. Insurance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contracting their own medical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o provide proof to the host university upon request. 

 

11. Accommodations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make the maximum effort to obtain an exchange student's accommodations.  

 

12. Other Points 

Regarding the procedure for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acquisition of a study-abroad visa,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provide all possible services for exchange students. 

 

13. Amendments to or Cancellation of the Agreement  

Both universities can discuss the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at any time if needed. If a situation which 

requires the correction or repeal of this Agreement arises, each university must notify the other party 

by letter six months in advance.  

 

14. Term of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drawn up in English and both universities have copies of it. The term of validity of 

this Agreement is the same period a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Yamaguchi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YAMAGUCHI UNIVERSITY 

NORMAL UNIVERSITY 

 

 

 

                        

 Dr. Wu Lien-shang  Dr. Masaaki Oka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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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提案及附件 

 

案 由 
提案 

單位 
說 明 決 議

二四、本校與姊妹校日本

新潟大學 Niigata 

University 續簽學術

合作書與學生交換備

忘錄，請討論。 

國際事

務處 

1. 新潟大學為日本國立大學，座落在

日本新瀉縣，創建時間最早可追溯

至 1870 年，1949 年由新潟醫科大

學等 7校改制，2004 年成為國立大

學法人。大學擁有三個校區，分別

是五十嵐校區，旭町校區及新潟車

站南校區。目前。院系設置主要有

9所學部、8個研究所及提供超過

50 項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

位課程，學科涵蓋文、教、法、

商、理、工、農、醫等，在校學生

人數 1萬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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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年，

學術合作書與學生交換備忘錄（草

案）如附件。 

3. 本案業經 108 學年度第 4次主管會

報審議通過，續提行政會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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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iigata University 
 

Having established a successful and long-lasting cooper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iigata University (hereafter the “Parties”) hereby enter into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to promot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between the Parties. 

 

1. The Parties shall promote the following general forms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mutual respect: 

(1) Exchange of faculty, research personnel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2) Exchange of students 

(3) Implementation of joint research 

(4) Exchange of invitations to scholars for lectures, and participation in seminars and symposiums 

(5)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6) Other academic exchanges agreed to by both Parties 

 

2. In implement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Parties may exchange individual 

memoranda by mutual agreement. 

 

3.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impose any financial obligation on the Parties. 

 

4. The Parties agree to enhance and maximize both crisis manag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on of 

exchanged faculty, research personnel,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students, and to preserve and safeguard 

property. 

 

5. This Agreement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five (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final signature. Up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greement, the following prior agreements shall be superseded and replaced in its 

entirety by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one of the Parties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ne (1) year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1)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Faculty of Science, Niigat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igata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oncluded on March 8, 2016 

(2)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odern Society and Culture, Niigata University” 

concluded on November 30, 2016 

 

6. This Agreement is prepar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both of which are equally authentic.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ugata Takahashi 

President 

Niigata University  

 

 

  

Date  Date 

161



Memorandum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iigata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iigata 

University” concluded on May 12, 2016.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iigata University 

(hereafter the “Parties”) hereby enter into the following memorandum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exchange. 

 

 

1. Duration of Exchange 

The period of exchange will be for one (1) semester or one (1) academic year in principle. 

 

2.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from each party will be a maximum of five (5) students per semester. 

One (1) exchange student enrolling for one (1) academic year will be counted as equivalent to two (2) 

exchange students enrolling for one (1) semest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ach parity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3.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be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4. Application, Academic Requirement and Enrollment 

(1)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will be made by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assures that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in a good academic standing.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he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admission of nominated students. 

(2)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hav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other academic abilities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ir academic program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3)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ecline to accept nominated students who do not meet 

the Host University’s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4)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send all the necessary forms,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nominated student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y the designated deadline. 

 

5. Grades and Credit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undertake to provide documentation and an evaluation regarding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when reques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ny academic credi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Home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determined by the latter. 

 

6. Language Education 

Exchange Students must meet the language admission requirement of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offer, as much as possible, sufficient language support for exchange students in light of 

needs for academic succes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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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uition and Fee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pay any academic tuition and fees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will receive 

customary benefits from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waive such tuition and fees for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of room, board, travel, or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8. Housing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assist exchange students,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in finding appropriate 

accommodation. 

 

9. Support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support to exchange students in obtaining visas and other documents.  

 

10. Use of Campus Facilitie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entitl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to the same student rights to the use of campus 

faciliti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11. Insurance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purchasing the Host University’s required 

health/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 time period of their exchange. Costs for insurance shall be borne by the 

exchange students.  

 

 

 

 

 

Wu Lien Shang  

Presid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ugata Takahashi 

President 

Niigata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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