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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一○八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月 11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 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出席人：詳見簽到簿（出席人數 50人） 

主 席：吳連賞校長                                        紀錄：陳麗惠 

 

壹、 頒獎： 

一、 107學年度推展學術活動成果績優單位獎勵名單 

（一）系所得獎單位如下：  

優等乙名：國文學系 

甲等八名：音樂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經學研究所、性別教育研究所、跨領域

藝術研究所、教育學系、視覺設計系、客家文化研究所 

（二）中心得獎單位如下：  

優等乙名：科學教育中心 

甲等乙名：通識教育中心 

二、 108年度研究優良獎勵名單（獲獎 78人，獎金 489,500元） 

 

類別  姓名  

1.獲獎狀乙紙、獎金 2萬 4,000元 （共 6位）  陳榮杰、李俊憲、杜威仕、吳憲忠、

蔡榮輝、羅有龍  

2. 獲獎狀乙紙、獎金 2萬 3,000元 （共 1位）  夏允中  

3. 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 6,000元 （共 5位）  李冠明、謝明穆、陳亞雷、陳福成、

楊宜霖  

4.獲獎狀乙紙、獎金 1萬元 （共 2位）  陳小娟、姜龍翔  

5.獲獎狀乙紙、獎金 9,000元 （共 2位）  張炳煌、陳隆輝  

6.獲獎狀乙紙、獎金 8,000元 （共 15位）  柯亙重、任中元、趙松柏、徐永源、

張玉珍、陳建成、劉萌容、林文寶、

潘倩玉、王仁俊、黃富鑫、易瑞昀、

黃嘉宏、吳建銘、洪群雄  

7.獲獎狀乙紙、獎金 7,000元 （共 2位）  陳政揚、金湘斌  

8.獲獎狀乙紙、獎金 5,000元 （共 4位）  楊乃女、林真平、李俊賢、何淑君  

9.獲獎狀乙紙、獎金 4,000元 （共 11位）  涂金堂、何立德、林盈甄、李佳任、

孫培真、方金雅、王松木、高婉瑜、

李文環、吳瑪悧、郭隆興  

10.獲獎狀乙紙、獎金 2,500元 （共 1位）  朱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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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  

11.獲獎狀乙紙、獎金 2,000元 （共 2位）  黃文三、蔡天助  

12.獲獎狀乙紙（共 27位）  洪振方、蘇珊玉、吳明隆、陳  立、

李翠玉、忻愛莉、高郁婷、王萸芳、

蔡根祥、鄭卜五、陳韋銓、利亮時、

魏廷冀、劉正元、楊護源、陳榮輝、

丘愛鈴、陳碧祺、蔡明富、何青蓉  

丁原郁、劉廷揚、林良陽、許惠媚、

張淑美、陳彥倫、陳竹上  

三、 頒發 108學年度推展「技術移轉優良獎」 

生物科技學系謝建元教授、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余遠澤教授 

 

貳、 吳連賞校長報告： 

王副校長、廖副校長、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一、 歡迎人事室張麗玲主任到職，有關同仁福利、教師升等以及各項人事業務等

希望未來能夠借重張主任的長才。 

二、 恭喜文學院林晉士院長所著「我讀詩經」文章，獲選為國中國文課本第五冊

課文。 

三、 非常感謝行政團隊的努力及各位院長、教授同仁協助，本學期校務非常順暢。

目前正積極準備高教深耕計畫，請大家多多提供具有創意的構想，規劃 109、

110、111 年三年期高教深耕計畫內涵。 

四、 許多教授及校外評鑑委員反應，本校教師升等門檻較台師大、彰師大等校較

為寬鬆。為激勵教師兼任行政意願、鼓勵撰寫競爭型計畫、爭取推廣服務、

產學合作，未來各級教師「教師評鑑」及「教師升等辦法」都將訂定基本門

檻。近期人事室將召開教師評鑑辦法及教師升等辦法修訂說明會，並廣納教

師意見，請各位主管多多向同仁宣導。 

五、 文學院與教育學院已於上週完成系所品保，下週二（12 月 17 日）將進行理學

院、科技學院及藝術學院系所品保實地訪評，請各學院積極準備，務期全數

通過。 

六、 上月與教務長、國際長一同出席岩手大學 70周年校慶，並參與校長國際論壇，

會中加拿大、德國、日韓等國及中國大陸也分享在高教創新的思考，請教務

長、國際長蒐集相關資料做為未來本校在高教創新的他山之石。 

七、 積極向教育部爭取三個原民班資源協助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民專班、藝術

產業學士原民專班、語言文化學士原民專班，目前尚未獲得明確承諾，但仍

請三原民班主任費心輔導，學校將持續爭取外部資源挹注。 

八、 研究大樓已近完工，刻正進行最後的修繕工作。請教務處、總務處及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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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規劃、匡列相關經費進行內裝，完工後將提供 17間教室及 96間研究室，

疏解長期以來和平校區教室及教師研究室空間不足的問題。 

九、 昨天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已通過，未來兩年將解九千六百萬元校務基金，規

劃將舊游泳池整建成具有水療、SPA之室內游泳場館，提供學校教職員工生更

舒適的運動休閒空間。 

十、 教育部非常重視大學社會責任（USR）及地方創生，希望各學院針對教育部推

動重點，配合各院特色結合在地化服務內容，擇定一個鄉鎮區，積極發揮大

學教師智庫的角色。目前本校與原民區、田寮區、瑪家鄉的 USR 案也請研發

長積極與各地方政府接洽，儘速陳報。 

十一、 大學部學生的穩定度及碩士班、進修學院的招生非常重要。今年進修學院

註冊率從 72％提升到 80％，因此全校註冊率提升至近九成，請大家持續努力

維持註冊率。 

十二、 燕巢校區科技大樓地下室排水問題，及理學院周邊邊坡穩固工程已完成外

包，在明年雨季來臨之前可全數完成修繕工程，讓學生安心向學。 

十三、 近兩週由郭雪芙主演的「20 年後的普拉米司」影集部分場景在本校校園拍

攝，也增加了許多同仁的負擔，特別感謝秘書室黃主秘、雪卿秘書、藝術學

院院長、音樂系主任及各系所學生的協助。 

 

參、 王政彥副校長報告： 

一、 本校有特殊教育中心、學生輔導中心以及原住民族資源中心等支援協助系

統，請各位系所主管廣為宣導，讓在課業、學習、生活等方面有輔導需求之

特殊身份學生（原民生、境外生、僑生、外籍生等），得以善用相關資源。 

二、 邀請教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圖資處處長及師就處處長，於會後一起腦力

激盪，構思高教深耕提案。 

 

肆、 廖本煌副校長報告： 

一、 高教深耕計畫非常重視 USR 大學社會責任，而地方創生，一個學校可提十個

地方創生計畫案，目前本校有田寮及瑪家等兩案，如果各位院長、教授同仁

有與地方連結構想的地方創生計畫歡迎提出申請。 

 

伍、 上次會議紀錄（略如資料）：確認 

陸、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略如資料） 

柒、 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內提供之詳盡紀錄資料） 

捌、 專題報告：教育部 USR 計畫「小民再造、市集再生」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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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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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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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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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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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條…前項

研究主持費通過

標準…，調整過

程如下：（一）一

百零九年度、一

百一十年度提出

申請者：十一

次。、、、」。 

2. 納入週期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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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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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 

3. 條文融入行政服

務表現、產學合

作、技術移轉表

現。 

4. 除召開說明會

外，請人事室先

將本辦法相關修

訂內容以 MAIL

發所有教師瞭

解。 

5. 本辦法在廣泛蒐

集教師意見後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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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二條二、（二）

1、（2）有關「藝

術創作類教師辦

理個人作品展演

一次，其展演內

容與策展時間需

符合教育部……

規定」。 

2. 除召開說明會

外，請人事室先

將本辦法相關修

訂內容以 MAIL

發所有教師瞭

解。 

3. 本辦法在廣泛蒐

集教師意見後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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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六、修正「國立

高雄師範大

學教師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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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條修正為

「第三條 本辦

法適用對象為本

校編制內及校務

基金進用之特殊

優秀教學及研究

人員（含專任教

師、…）及校務

基金進用之經營

管理人才。」。 

2. 第五條 本辦法

經費來源為教育

部補助計畫、行

政院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基

金、、、」。 

3.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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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辦法名稱修正

為「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聘任客座

人員辦法」。 

2. 第二條…本辦法

所稱「客座人員」

係指客座教授

（客座研究

員）、客座副教授

（客座副研究

員）、客座助理教

授（客座助理研

究員）。 

3. 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修正為

「一、客座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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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教授（客座助理

研究員）：…。」。

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修正為

「二、客座副教

授（客座副研究

員）：…。」。第

三條第一項第三

款修正為「三、

客座教授（客座

研究員）：…。」。 

4. 第四條修正為

「第四條 各教

學、行政單位聘

任客座人

員…。」。 

5. 聘任客座人員工

作酬金、授課時

數等權利義務係

依據經費來源單

位科技部、教育

部或其他機關之

規定。將本項依

據融入條文之

中。 

6. 第十條修正為

「第十條 聘任

客座人員…或其

他機關團體申請

資助支應。」。 

7. 餘照案通過。 

八、有關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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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給基準表之附

註「2.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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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金進用工作

人員調薪一

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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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用工作人員在

職期間…，依本

校人事費支給基

準，…」。 

2. 餘照案通過。 

3. 有關「行政助理

起薪及晉薪增列

碩士學歷級」之

提議，請人事室

於人力檢核委員

會提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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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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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會議。…」 

2. 餘照案通過。 

十、修正「國立

高雄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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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正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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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學圖書資訊

處空間使用

規則」，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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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為一單位。 

2. 收費標準金額需

加上 5％營業

稅。 

3. 配合前兩項修

正，更正場地使

用收費標準表。 

4. 餘照案通過。 

十一、訂定「國

立高雄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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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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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大學校園網

路IP管理辦

法 ( 草

案)」，請討

論。 

級之公務機關應辦事項」，訂定本要

點。 

2. 內容重點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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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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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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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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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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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過)，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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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一、研究

表現類（總錄取

名額不超過五

名，積分最高者

優先錄取）…。」

（一）榮獲科技

部特殊優秀人才

獎勵，…決議錄

取積分最高者三

名（若積分前三

名已獲特聘，則

依序遞補）。」。

（二）最近五年

內…一百五十萬

元以上（需為計

畫主持人不含共

同或協同主持

人），由評審…。」 

2. 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二、行政

服務類…本校專

任教授在本校任

教十年以上（截

至申請年度前一

年）…。」。 

3. 餘照案通過。 

十四、修正「國

立高雄師範

大學研究優

良 獎 勵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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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點…「（三）

當年度列屬…

（上海交大）或

THE…，每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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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點」，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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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仟元。…」。 

2.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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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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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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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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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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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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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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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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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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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點修正標點

符號「三、本系

專任教授及副教

授，均得為系主

任候選人；惟現

任…。」。 

2.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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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二一、本校與韓

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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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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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簽署學術合

作與學生合

作同意書，

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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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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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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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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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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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學生交換合

作書，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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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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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主席提示： 

 

一、 今年首次辦理寒假轉學生考試，因首次辦理報名人數有待加強，請系所主管

與行政同仁大力宣傳，盡可能請學生告訴他們已經在其他大學的同學，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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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校寒轉考試。 

二、 適用勞基法同仁加班時數若無法於年底休畢，需依規定發放加班費。請各單

位主管事前更嚴謹審核行政助理及承接計畫所聘用的專案助理加班申請，管

控加班費。各單位如有加班費支出將由其單位 MBO 經費支應。 

三、 行政會議是學校非常重要的溝通平台，如果各主管因公無法與會，則務必請

代理人出席會議。 

四、 學生數減少以致學雜費收入短收一千多萬，另基本工資調漲、調薪、鐘點費

及教授學術研究費調漲等種種因素，更纍增本校財務負擔。請各系所務必維

持住招生率，一旦學校財務發生實質短絀，將導致超支鐘點費無法支付等嚴

重影響。 

五、 場地租借是學校重要收入之一，請各單位借用學校場地設備時，勿再要求給

予折扣。 

六、 請學務處衛保組每月陳送「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各單位查核統計

表予兩位副校長，以督導各所屬單位落實登革熱自我檢核工作。 

七、 請學務處衛保組將「登革熱巡檢場地權責管理單位一覽表」以 MAIL再次發送

給全校各單位，落實各頂樓、地下室、廁所等公共區域之巡檢，各權責單位

巡檢如有發現無法自行處理狀況，需即時通報請總務處協助。 

八、 研究大樓廁所登革熱巡檢權責管理單位為總務處。 

 

壹拾壹、散會（十七時零五分）。 


